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会场四：微纳机电系统（M/NEM） 

主   席：常洪龙（西北工业大学） 

 

主题报告 1：Counting Electrons Using Micromechanical Resonators 

常洪龙，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首批国家

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2）、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2010）、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2011）等人

才计划，获 2017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青年科技成就奖、2011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兼任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理事

暨微纳机器人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微纳器件

与系统技术分会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中国

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IEEE高级会员、陕西省青年科学副主席等。 

从事微机电系统（MEMS）技术研究，主要学术贡献是提出了一种微机械谐振

器的串并联理论，对解决 MEMS传感器信噪比太低这一业界难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研制出超高精度的 MEMS惯性传感器、静电计等。获得 Transducers 2015 杰出论

文提名奖、MEMS 2016 杰出论文奖、IEEE Sensors 2017 最佳论文、MEMS 2018 杰

出论文提名奖。 

报告摘要： 

Weakly coupled resonators (WCRs) have demonstrated several interesting 

phenomena such as eigenvalue loci veering, energy confinement, mode 

localization. This talk will review more interesting phenomena of WCRS such 

as anti-resonance loci, mode interaction, quantization of the mode localization. 

Based on these phenomena, a high-resolution electrometer is realized to count 

electrons. 

 

 

 

 

 

 



特邀报告 1：基于氮化铝压电声波谐振器和氧化石墨烯薄膜的湿度传感器 

谢金教授，2008 年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航天工程

学院获博士学位。2007 年 9月至 2011年 5月在新加坡微电

子研究院担任研究员（Scientist），2011年 6月至 2012年

7 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机械系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是 Berkeley Sensor & Actuator Center(BSAC) 的研究成

员。于 2012年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并从 2012年 10

月起担任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

究方向为微机械电子系统(MEMS) 设计与加工, 微传感器和驱动器等。 

报告摘要： 

湿度传感器广泛应用于农业种植、工业过程控制、家居生活以及其它领域。

对比电容式、电阻式以及光学式湿度传感器，声波谐振式湿度传感器具有高灵敏

度、尺寸小、低功耗等优势。然而当前此类器件主要采用单一块状压电层的结构，

使得器件的加工过程无法与 CMOS 工艺兼容，传感器测试性能也很容易受环境温

度变化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用 AlN/Si 层状结构来加工声波谐振器，

并且采用氧化石墨烯薄膜作为湿敏材料。氧化石墨烯薄膜富含亲水官能团和大表

面积与体积比，非常适合作为湿敏材料。本研究首次利用声表面谐振器结合氧化

石墨烯薄膜来研究声波谐振器湿度传感器的湿度测试响应机制，并验证了

AlN/Si 层状结构在器件温度补偿方面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设计了

二维声波谐振器和叉指电极驱动的高阶悬臂梁谐振器用于湿度感应平台，同时优

化了氧化石墨烯薄膜的厚度来进一步提高湿度传感器的测试性能。 

 

 

 

 

 

 

 

 

 



特邀报告 2：硅微谐振器中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与应用 

韦学勇，现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教育部微纳制造与测试技

术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常务副主任。2009 年毕业于英国伯

明翰大学并获 FK Bannister 奖，2010年至 2012 年在剑桥

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2 年入选中组部第三批“青年千

人计划”，2015 年入选西安交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支持

计划”，2017年获首届“微系统与纳米工程”优秀青年科学

家奖。分别担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微纳器件与系统技术分会

理事，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科技管理

研究分会副秘书长，智能传感器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 主要从事

微纳传感与测试技术研究。近年来，作为项目负责人共承担国防 973 子课题、自

然基金面上项目、主任基金、国际交流项目等课题 10 余项。发表论文 60 余篇。

担任多种高水平 SCI 期刊审稿人，多次担任国际会议成员、分会主席、组委会主

席等。应邀在印度波色国家基础科学中心、香港城市大学、Optofluidics2015 等

国内外机构和会议上作学术报告 20余次。 

报告摘要： 

Single crystal silicon micromechanical resonators have been widely studied 

due to their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those made of quartz crystals in sensing, 

timing, and filtering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doubly clamped beam micro 

resonators are widely used in resonant sensors and oscillators due to their 

structural simplicity. As the beam stretches, nonlinear behavior is readily 

observed at large vibrating amplitudes. The resonance frequency of a nonlinear 

micromechanical resonator has a dependence on its modal amplitude known 

as A-f effect, which is used for frequency tuning through changing the modal 

amplitude. The other vibration modes, however, can also be triggered as the 

amplitude of main mode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and accordingly strong 

nonlinear behavior like amplitude saturation can be observed. Traditionally, the 

nonlinear behavior of micromechanical resonators is purposely avoided in the 

design or cancelled in the real applications. Howeve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nonlinear behavior can also be employed to realize certain functions for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micro devices for frequency reference and timing 

purpose. 



特邀报告 3：“动”察秋毫--用纳米机电器件来探索微尺度世界 

王曾晖教授，博士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在美国西雅

图华盛顿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

学和凯斯西储大学开展科研工作。2016 年入选第十二批国

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目前就职于电子科技大学。长期

从事、微纳米传感器、纳米机电系统、纳米器件物理等领域

研究，累计在 Science, Nature Nanotechnology, 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ence Advances, Nano Letters, ACS 

Nano等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24篇，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王曾晖博士

多次在各类国际会议受邀请作特邀报告。目前担任 SCI 期刊 Micro & Nano 

Letters 的 Associate Editor, IEEE International Frequency Control 

Symposium 技 术 委 员 会 成 员 ，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notechnology 技术委员会成员，以及 AV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中的

MEMS/NEMS技术委员会及 2D Materials Focused Topic技术委员会成员。 

报告摘要： 

纳米机电器件，顾名思义，是具有机械运动自由度的纳米电子器件。此“能

动性”使得这类器件在研究低维及纳米尺度的物理现象中具有一些独到的潜力和

优势。在这个报告中，我将主要谈几个例子：利用单根碳纳米管来研究低维相变；

利用黑磷纳米谐振器的多模谐振来测定黑磷晶体的各向异性；以及探索原子级别

厚度的二硫化钼纳米谐振器中的非线性过程和噪声过程，以及线性动态范围。在

这些工作中，低维纳米材料的机械运动被用来帮助探索新的低维现象和纳米材料

体系，使得研究者能“动”若观火地检测到一些原来不容易被观察到的现象，进

而带来新的发现。 

 

 

 

 

 

 

 



特邀报告 4：硅微谐振式加速度传感器研究进展 

邹旭东，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传感技术联合国家重点

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电子电气与

通讯工程学院岗位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示范性”

微电子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入选中组部第十二批“千人计

划”青年项目。中国电子学会青年科学家俱乐部会员，中国

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2013 年博士毕业

于剑桥大学工程系（微系统专业），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微

米/纳米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剑桥大学“纳米科学中心”从事研究工作。

主要从事微机械谐振器，高精度微惯性传感器，振动式微发电机，分布式传感系

统以及微纳加工工艺开发等研究。主持或共同主持 Innovate UK, UK NERC 以及

国防科技创新特区，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等科研项目 6 项。研究成果在 MEMS 以

及传感器领域内顶级期刊（JMEMS等）及顶级国际会议（Transducers，MEMS等）

上共发表论文 20余篇，曾获 Transducers 2015 优秀论文奖，UFFC 2013 优秀学

生论文奖等荣誉。在高精度微惯性传感器领域已申请 6项国际专利（1项授权）。 

报告摘要： 

硅微谐振式加速度传感器具有精度高、线性度好、结构强度高等优点，本报

告主要就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设计方法、加工工艺、接口电路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进行介绍，并对非线性效应、温度补偿等关键问题进行讨论。 

 

 

 

 

 

 

 

 

 

 

 



特邀报告 5：熔融石英微半球谐振陀螺研究 

肖定邦，博士，教授，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智能机械

与仪器系副主任，湖南“湖湘青年英才”培养对象，国防科

技大学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对象。主要从事微惯性器件研究，

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装备预研项目、装备预研基金、航

天创新基金等项目 10余。在 PRA、APL、JMEMS、IEEE TMECH、

JMM、Sensors and Actuators、MEMS会议、Transducers 会

议等权威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70余篇，，其中以第一

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 26篇。授权专利 30余项。获湖南省技术发明一

等奖 1项（3），获国防科技大学青年创新奖一等奖。 

报告摘要： 

介绍国内外微半球谐振陀螺的发展情况，介绍基于 T性质量块的熔融石英微

半球结构优化设计，基于旋转吹制和飞秒激光切割的三维微壳体结构加工技术，

微半球谐振陀螺精密修调方法及闭环测控技术。 

 

 

 

 

 

 

 

 

 

 

 

 

 

 

 

 



特邀报告 6：基于可加热原子力显微镜探针的纳米加工技术在纳米机电系统中的

应用 

胡欢博士，助理教授（tenure-track），博导。2003年清华

大学电子工程系本科毕业，2006 年清华大学微电子所硕士

毕业，2014年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电子与计算

机工程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于 2014年 12月加入了

IBM沃森研究院作博士后研究员，从事纳米技术在生物医疗

上的应用研究。2017 年 10 月结束博士后工作，于 2017 年

11月入职在浙大海宁国际校区担任助理教授。 

    胡博士在学术界和工业界都有着丰富的经历，主持或参与过美国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和美国国防先进研究院以及工业界的科研项目，有着和多个学科背景的

研究人员合作进行交叉领域研究并且发表论文的经历。到目前为止，胡欢已发表

了 27 篇同行评审论文在著名杂志如美国科学院院报，先进材料，纳米科技等，

其中的三项工作被选为杂志封面报道。胡博士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到目前为止已

经参加了 23 次知名国际会议，多次做口头报告和邀请报告。胡欢的科研十分重

视应用，产学研相结合。至今他已经申请了 20 项美国专利和三项中国专利，其

中的 5项专利已经被美国专利局授权，2项专利被中国专利局授权。 

报告摘要： 

本报告介绍一种利用可加热原子力显微镜探针的纳米加工技术的原理，以及

如何将这种纳米加工技术和传统的微加工技术结合，快速而且低成本的制作出纳

米机电系统例如纳米机械振荡器，纳米流体管道，石墨烯纳米晶体管等器件。该

技术有一下几个特点：对准精度高，易于和传统的半导体加工工艺过程集成，设

备成本相对较低，无需真空环境, 在加工完成后可以马上转换成扫描成像模式对

加工的纳米结构实施检测，实现闭环的纳米加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取代电子束

光刻，在纳米结构的对准方面优于电子束光刻设备。目前的加工精度可以达到

100纳米一下，理论上可以实现 10纳米左右的加工精度。 

 

 

 

 

 

 



特邀报告 7：MEMS 惯性开关工程化应用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 

熊壮，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电子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中

物院超精密加工重点实验室微纳加工技术分中心主任。熊

壮于 2007年获南京河海大学-法国里尔科技大学双学士学

位，2009年获法国里尔科技大学微电子硕士学位，2013年

获法国科学院（CNRS）微电子与纳米技术研究所（IEMN）

博士学位。以工程化应用为目标，从事 MEMS谐振器以及高

可靠惯性 MEMS传感器研究。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承担国家级项目 3项。发表国内外学术期刊论文 30余篇，发明专利 10余

项。 

报告摘要： 

MEMS 惯性开关是一种感知惯性加速度、完成开关电信号状态转换的微型传

感器，在航空航天、汽车电子和弹药等惯性控制系统中应用广泛。与电子开关相

比，MEMS惯性开关具有成本低、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与传统机械式惯性开关相

比，MEMS 惯性开关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批量生产、免装配等技术优势。本报告

介绍 MEMS 惯性开关基本原理以及使用方法，以及美国圣地亚实验室、美国武器

装备研发中心在该领域的研究动态。重点分析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 MEMS 惯性

开关工程化应用技术采用的研究策略以及研究过程，通过实际案例展示研究成果

以及应用领域，并对该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简要讨论。 

 

 

 

 

 

 

 

 

 

 

 

 

 

 



特邀报告 8：Single Cell Gene therapy by Nano-electroporation technique 

 常凌乾博士，现为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助理教授，入选 2017年中组部‘青年千人计

划’。从事微机电系统(MEMS)和生物微机电系统等领域的研

究，研究聚焦于微纳米芯片、细胞微操纵技术、微纳电孔

(Electroporation)技术及其在细胞基因检测、转染、治疗

等领域。近五年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 SCI 论文 40 篇，以第

一、共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约 20篇，其中 13 篇发表在微

系统、微纳米技术领域 TOP期刊，如 Nano Letters, Small

等。申请或授权美国专利 3项，中国专利 3 项。获得了诸多科研奖励和荣誉，如

俄亥俄州立大学 2015年 Presidential Fellowship，北德克萨斯大学 RSG Awards, 

MINE 2018‘杰出青年科学家提名’。受邀担任了国际期刊 European Journal of 

Biomedical Research 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和 SCI期刊 Computer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编 委 (Editorial Board) ， Springer 著 名 图 书

《Electroporation Protocol》第三版主编。 

 

报告摘要： 

One of the cutting-edge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mes in MEMS / Micro-

nano-fabrication is to design and manufacture advanced BioMEMS device for 

life science, ranging from in vitro cell biology toward in vivo medicine. In recent 

years, nanotechnologies have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bio-chips and 

devices which have demonstrated unprecedented capabilities in single cell 

analysis and manipulation. In this talk, a novel nano-biotechnology, nano-

electroporation (NEP), is introduced with emphasis on high-throughput, and 

precisely delivery of gene / drugs into living cells at single-cell resolution. 

Cleanroom micro-/nano-fabrication techniques are involved in fabrication of the 

nano-chip. Micro-manipulation techniques, including magnetic tweezers, di-

electrophoresis (DEP) and microfluidics, are invented to precisely control and 

capture cells on the chip for localized gene transfection.  

The in vitro applications of the NEP platform have been demonstrated in the 

studies of intracellular cancer biomarker detection in leukemic cells, 

cardiomyocytes, T lymphocytes and glioma stem cells. Our latest efforts have 

achieved in vivo cell reprogramming for on-body gene therapy and wound 

healing. The future research of this nano-technique for flexible wearable drug 

delivery platform with the aims to patient-specific gene therapy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are discus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