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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 1：微机电（MEMS）火工品技术研究进展 

褚恩义，研究员，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火工品技术首席科学家，

213所副所长，火工品安全性可靠性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

室主任，973项目首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负责组织实施了二十余项预先研究、重大基础研究以及型号

课题的研究工作，在火工品钝感起爆技术、火工品灵巧化技

术、微火工品技术等研究方向上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负责

建立火工行业首个 MEMS 火工品技术研究平台。获得省部级

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三等奖 6项。授权国防发明专利 18项。

在《兵工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40 余篇，出版专著 1 部。曾获中央企业先进

职工、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报告摘要： 

MEMS 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与发展，为武器系统的小型化、集成化和智能

化设计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MEMS 技术在火工品领域的融合发展和应用，促使

了 MEMS 火工品的出现，MEMS火工品是指基于 MEMS技术或与 MEMS工艺兼容的火

工品技术，其通过采用合适的封装工艺，将微发火电路、微作动机构、微换能元、

微装药、微序列集成一体，换能器件和药剂结构尺度在微米量级，核心器件尺度

在亚毫米量级，系统尺度在毫米量级，是 MEMS 设计制造技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

典型代表。 

本报告围绕国内外 MEMS 火工品技术研究进展问题，首先简要介绍了火工品

的概念、内涵与应用情况，其次针对需求背景，介绍了 MEMS 技术的对装备技术

发展的促进作用，简要分析了国外该项技术的典型应用案例，再次重点分析了国

内外 MEMS 火工品技术发展前沿、关键科学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和

思考。 

 

 



主题报告 2：旋转对称结构微机电陀螺 

吴学忠，现任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装发微米纳米技术专家组成员、全军武器装备科学技术

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常务理事。香港

科技大学博士后,多伦多大学、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

事微惯性器件设计与制造、纳米生化传感等领域研究,先后

承担探索研究重大项目、探索研究转化应用项目、国防 973

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课题 40余项,目前负责

基础加强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十三五预研等项目 10 余项，

研制的蝶翼式微陀螺已经通过专利实施许可进行批量生产,研发了拉曼增强基底

高效制造工艺,并成功应用于化学小分子、重金属污染、细菌、病毒等快速检测,

获部委级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7项,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SCI 检 60余篇其)。 

报告摘要： 

介绍旋转对称结构微陀螺发展历程、国内外进展，重点介绍本单位在微半球

陀螺及嵌套环微陀螺的主要研究进展。 

 

 

 

 

 

 

 

 

 

 

 

 

 

 

 

 

 

 

 

 



特邀报告 1：表界面微纳结构制造及功能化研究 

刘红忠，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万人计划”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获得 2014 年高等学校技术发明一等奖（第一

完成人）、2015 年山东省技术发明二等奖（第二完成人）。

聚焦微纳制造及精密测量领域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应用研究。

近年来，针对微纳制造中结构成型的力学行为、宏/微/纳跨

尺度大幅面制造的一致性、多材料体系的超界面及超结构

的成型控制、精密测量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共发表论文 140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0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80余项，形成精密光栅压印制造的专利池。 

报告摘要： 

功能化是制造技术的始终目标。集合多材料体系、宏微跨尺度结构、形态可

重构等要素的表界面微结构化制造方法，解析多物理场耦合模型，操控多材料体

系界面间的作用力；提出了一种光-热-电耦合效应的结构化热释电能量转化方法，

研制了实时/域变焦液体微透镜阵列传感部件、光响应柔性机械系统。 

 

 

 

 

 

 

 

 

 

 

 

 

 

 

 



特邀报告 2：Passive Electric Current sensing: Forefront and Challenges 

Dong F. Wang（王东方） received the B.S. and M.S. 

degrees in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and the Ph.D. degree in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from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He was with Prof. Masayoshi Esashi at MEMS Laboratory 

of Tohoku University. Since 2014, he has been a Leading 

Professor with the Micro Engineering and Micro Systems 

Laboratory (JML), Jilin University, China. He coauthored 2 

international book chapters in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 (Springer, 2018), published 160+ peer-reviewed article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holds 30+ Chinese patents 

and 2 Japanese patents, and delivered many invited talks on micro engineering 

and micro systems. 

Dong F. Wang received several awards from Japan, USA, and China, and 

serves as General Chair, Vice Chairman, TPC Member etc. for 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as contributing reviewer for 20+ SCI indexed 

journals. He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Annual IEEE NEM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no/Micro Engineered and Molecular Systems since 2006, 

and the Japan-China-Korea Joint Conference on MEMS/NEMS since 2010. 

His group is also collaborating with researchers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Ubiquitous MEMS and Micro 

Engineering, as well a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报告摘要： 

Magnetic piezoelectric cantilevers are a way to accomplish non-contact and 

passive detection issues in such a way that it senses magnetic fields and 

outputs voltages physically. They enable also to explore extreme operation 

regimes/conditions. The scheme using cantilever array can further improve 

measurement accuracy, which is of importance to sensors when magnetic field 

sensing mechanism is applied. The concept has been verified with prototypes 

of different scales, focusing on DC current sensing applications. Subsequently, 

magnetic piezoelectric cantilevers, integrated with a micro-stripe antenna, have 

been realized and tested. 

 

 



特邀报告 3：微流控系统的 3D打印 

孙道恒，厦门大学特聘教授、航空航天学院副院长。1987、

1990、1997 年分别获东北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兼

任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理事、全国 MEMS标准化委员会委

员、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机械工程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机械工

程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长期从事 MEMS、微纳 3D打印、静电纺丝等研究工作，主持

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重大专项、863 计划、

教育部重大、中航产学研等项目。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8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230

余篇，参编出版专著 3本。高精度压力、高温压力传感器、高速喷胶系统等多项

技术获得工程化应用。 

报告摘要： 

面向微流控系统的多样化、立体化、集成化以及柔性微纳器件的制造需求，

报告近年来开展的以电液动力学喷印为主要技术手段的 3D 打印基础工作，如喷

印原理、喷印行为、工艺控制等；基于微纳 3D 打印技术，开展了多种微器件的

创新研究，如微泵/阀、3D流道等三维结构；电极、光纤等功能结构。 

 

 

 

 

 

 

 

 

 

 

 

 

 

 



特邀报告 4：MEMS 超高过载加速度传感器件及集成测试系统 

刘俊，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北大学仪器电子学院院

长，微纳惯性传感及其集成测量系统教育部工程中心主任，

电子测试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曾获科技部中

青年创新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工程人才，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西省“三晋学者”特聘教

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访问研究。

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全国专

业技术人员先进集体带头人。 

    目前担任美国 IEEE 学会高级会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中国兵工学会

会士，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测量与控制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兵工学会测试技术分

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山西省科协理事；国家自然基金委会评专家，国家科技

部国际合作科技计划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发展中心评议专家；总装备

部 XX 技术专业组专家，测试技术学报、兵工学报、传感器技术学报、导航授时

与定位等多家学报的主编和编委。 

在科研方面，主要从事微纳机电系统、微惯性技术、传感与动态测试技术等方面

的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973”、国家“863”、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面上，创新

探索等项目 50 余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0 余项；

出版《微弱信号检测技术》、《微惯性技术》等著作 2部、主译《微纳技术潜在应

用前景》1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50余篇，其中被 SCI收录 80

余篇。 

报告摘要： 

报告针对大当量冲击波场爆炸、硬目标识别、目标侵彻过程等各种恶劣环境下的

力学参数传感测量需求，重点介绍一种 MEMS 高量程加速度传感器设计、制造工

艺和系统集成技术。主要采用结构横向耦合抑制和集中应力释放结构设计，提升

传感器 MEMS 结构的抗高过载能力。采用应力匹配封装工艺和方法，降低封装参

与应力，提升器件可靠性。通过高过载条件下的微系统可靠性设计和防护方法设

计，MEMS高量程加速度传感器最终可实现 20 万 g以上加速度信号的测试，并成

功实现了推广应用。 

 

 

 

 

 



特邀报告 5：超高灵敏极弱磁场测量和惯性测量技术研究进展与展望 

刘刚，男，1970 年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新型惯性仪表与导航系统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副主任。

主要从事原子磁强计技术、原子陀螺仪技术、磁悬浮惯性执

行机构技术的研究。主持完成国家“863 计划”、“973”计

划课题、国家重大仪器专项、国家民用航天科研专项、国防

基础科研等十多项国家级项目。作为核心技术骨干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

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基于原子自旋效应的超高灵敏磁场与惯性测量实验研

究装置”，负责超高灵敏磁场测量研究工作。2007 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排

名第二），2017 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排名第一）。 

报告摘要： 

从研究背景、北航研究进展和突破的关键技术三方面，介绍了基于 SERF 原

子自旋效应的极弱磁场和惯性测量技术的原理、发展现状，以及北航突破的高精

度光抽运和检测等四项关键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