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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 1：Colloidal diffusion over complex potential landscapes: From 

passive to active particles  

Prof. Penger Tong(童彭爾) received his PhD degree in 

Phys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in 1988. After his 

graduation, he spent two and a half years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at Exxon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Company in New Jersey, USA. In 1990 he took an 

assistant professorship at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and 

became Full Professor in 1999. He stayed at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until 2002. In 2003 He moved to Hong 

Kong and he is currently Chair Professor of Physics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fessor Tong’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experimental soft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and his current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e structures, interactions, and dynamics of colloidal 

particles at liquid interfaces; interfacial pinning, hysteresis, and dynamics near 

the moving contact line; non-equilibrium processes and dynamics in living cells;  

high Rayleigh number thermal convection and transport in turbulent flows.   

报告摘要： 

Energy landscap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science, 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areas of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and materials science. For 

many practical applications, however, one often encounters complex energy 

landscapes. There are few experimental systems in which one can actually 

visualize the energy landscape, and thus much of the work done so far is 

through computer simulations. A physical model system, in which one can 

directly measure the energy landscape and track individual particle trajectories, 

would be extremely valuable in testing different theoretical ideas. In this talk we 

will present our recent efforts in developing a two-layer colloidal system to study 

colloidal transport and dynamics over complex potential landscapes [1-4]. This 

work opens up a whole new realm of investigation at the single-particle level for 

a range of interesting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diffusive and forced barrier-

crossing dynamics over complex energy landscapes. Examples of applications 

of this system will be discussed. 

 



主题报告 2：基于生物活体细胞的本征感知与驱动 

刘连庆，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副主席，国家机器人标准

化总体组秘书长, 科技部“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总体专家

组成员；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微纳机器人，

生物机电控制，智能机器与系统。在主从纳米操作系统理论

体系及实现，任务空间实时反馈纳米操控方法，生物系统建

模和控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发表 SCI检索论文 100余

篇，EI检索论文 200 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16 项，有多篇论文被《Small》，《Lab 

on a chip》,《Nanoscale》，IEEE 汇刊等封面发表。在 IROS 做大会主题报告

(Keynote Speech)一次，在 IEEE-NANOMED、ICEE、3M-Nano等知名国际会议做大

会报告(Plenary Talk)多次。国际期刊 Trans. of the Inst.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Journal of Autonomous Robots 特邀编辑， Mechatronics 副主

编，ICRA、IROS等机器人领域顶级会议 Editorial board成员。先后获得 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青年科学家奖(IEEE RAS Early Career Award) ，中国科学

院首批卓越青年科学家项目，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中国科学院院长优

秀奖，辽宁省青年五四奖章，辽宁省自然学术成果奖一等奖等荣誉和奖励。 

报告摘要： 

大自然亿万年的进化使得生命系统具备具备了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组织、器

官和结构，这为人类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成为人类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灵感来源。以仿生学为基本思路，机器人研究取得了令人震撼的迅猛发展。

然而生命系统如此精妙，仿生学意义上的人工系统很难完全复现生命系统的本征

特性，如何进一步提升性能，让人工系统逼近乃至超越生命系统是当前科技界的

研究热点。本报告提出类生命机器人的研究理念，通过生命系统和机电系统在分

子和细胞尺度的融合，推动机器人系统由非生命介质向生命介质转变，使得机器

人同时具备生命系统和机电系统的优点，进而提升机器人的各种性能、带动机器

人学科的发展。报告将以感知和驱动为例，介绍如何以活体细胞为物质载体，通

过与机电系统的结合，实现生命本征感知和驱动，演示出类生命机器人理念的先

进性和效果。 

 

 

 



特邀报告 1：基于原子力显微镜的纳米操纵技术新进展 

吴森，1982年生，湖北武汉人。2000.9~2012.1 就读于天津

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系，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仪器科

学与技术专业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扫描探针显微技术。

先后设计开发了微悬臂梁弹性常数标定系统、工业型原子力

显微镜、高速原子力显微镜、拉曼原子力显微镜、计量型原

子力显微镜等多套扫描探针显微设备以及基于原子力显微

镜的自动化纳米操纵软件，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

份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授权发明专利两项。 

报告摘要： 

原子力显微镜（AFM）是最早被用于实现纳米尺度机器人操作的重要工具，

但受制于操作效率，该技术一直未能在工业界得到广泛应用。本报告简要回顾基

于 AFM的纳米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历史，针对制约 AFM操作速度及成功率的关键因

素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就报告人近年在 AFM 高效自动化纳米操作和以高速 AFM

为代表的仪器开发方面的工作进行介绍，最后对相关技术在半导体领域的应用前

景予以展望。 

上述工作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探索

课题等项目的资助。 

 

 

 

 

 

 

 

 

 

 

 

 



特邀报告 2：细胞手术级微型机器人的加工制造和运动机理研究 

冯林，2011 年 3 月于日本东北大学仿生机器人专业获得硕

士学位，2014 年 3 月于日本名古屋大学微纳米系统专业获

得博士学位；2011 年 4 月到 2013 年 3 月兼任日本学术振兴

会全球卓越中心 GCOE（Global Center of Excellence）项

目特聘研究员，2013 年 4 月到 2015年 3 月被日本学术振兴

会（JSPS）聘为特别研究员，从事“芯片上的机器人”、微纳

米系统的相关研究工作。随后加入日本日产（尼桑）汽车株

式会社，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智能

驾驶研究开发部从事智能驾驶相关研究开发工作。2016年 9

月以“卓越百人”副教授的身份回国，继续开展“微纳米机

器人”，芯片实验室（Lab on chip），微纳米加工制造，仿生生物加工制造等相

关工作。 

近年来参与了日本文部科学省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并在国际机器人及微纳米

学会获得多个奖项。目前在微纳米系统及机械领域发表论文 43 篇，SCI 检索 12

篇（IJRR，APL，Lab chip 等），EI检索 17 篇（ICRA，IROS，MEMS等），于 2016

年 2 月在机器人领域排名第一的国际机器人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otics Research)上发表了关于磁控芯片机器人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报告摘要： 

细胞微手术是一项利用现代化研究工具对单个细胞或者细胞群进行某种特

定操作的新技术。细胞微手术机器人是指采用一种自动化及视觉视像技术，利

用微操作工具实现细胞或者亚细胞层面的精准操作。细胞微手术机器人是机器

人技术在微观尺度的延伸，融合了物理、化学、材料学、生物学、机械学、信

息学、控制学等多学科前沿研究，对推动克隆细胞，超微病情诊断，血管堵塞

疏通，癌细胞清除，精准药物输送等方面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广阔应用前景。

传统的方法主要是：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其中针对较大细胞的操作为代表的是

显微操作平台，和多点操作的光镊等激光操作。经过多年的发展，结合图像处

理以及高精度位移平台的整合，显微操作基本可以实现半自动化的细胞操作，

但是显微操作基于较大的微控台和敞开式操作容易污染细胞微环境；与此同时

激光细胞微手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但是激光辐照下由能量累积引

起的热效应、脉冲与脉冲之间的相互作用、空化气泡的产生与细胞膜损伤等一

系列问题始终难以得到有效地解决。 

从 2010年开始，我们课题组就提出了结合永磁材料和微纳加工技术于一体

的微型机器人加工制造技术，把微型机器人引入到细胞工程领域，利用微型机

器人实现超高速流水线化的细胞微手术操作。近期我们更是把超精密的 3D打印

柔性可变形磁性材料等先进加工技术引入微型机器人的加工制造流程，使得微

型机器人具有更加生动的外形，以及灵巧的操作末端，进而执行更加复杂的生

物细胞微操作及微手术等工作。本项研究把非接触磁控微型机器人封装到微流

体芯片中，利用有限元仿真分析及数学建模方法，引入超声悬浮现象，建立声

场、磁场与流场耦合后的受力分析模型；同时分解加工工艺流程，为今后微驱

动器以及执行器的设计提供理论模型和技术支撑。最终通过高效安全的完成细

胞夹持、细胞搬运、细胞三维旋转、细胞克隆，细胞因子识别等微操作，证实

了该项技术未来在细胞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所具有的广泛应用价值。 



特邀报告 3：基于微流控芯片与细胞微环境控制的单细胞纳米力学性质定量表征 

岳涛，2014 年于日本名古屋大学微纳米系统工程系取得博

士学位，2014年至 2018 年先后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加

尼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参与美国自然科学

基金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多个项目。研究领域包括

微纳机器人操作和微流控芯片的平台搭建与应用研究。在相

关领域发表论文 10 余篇，包括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在

Science Advances、Lab on a chip、Langmuir 等国际知名

期刊。 

报告摘要： 

与器官和组织层面上经过充分研究的生物动力学和力学不同，我们仍然缺乏

对单细胞动力学和力学的良好理解。单细胞动力学和力学可以作为一个界面，提

供反映器官和组织水平活动的独特信息。同时，纳米级的表征能够探索单细胞和

亚细胞层面的定量信息，揭示其与疾病的关联，并提供潜在的治疗策略。旨在实

时检测和量化抗癌药物对单个心肌细胞的作用，揭示药物的治疗效果并优化用药

策略、减少副作用，本研究通过微流控芯片与纳米测量仪器，包括原子力显微镜

（AFM）和数字全息显微镜（DHM）相结合，建立了单细胞纳米力学性质的定量表

征平台。该平台实现了实时定量表征细胞刚度和跳动动态信息，揭示了不同药物

不同剂量下的心脏副作用程度。基于这些信息，不仅首创性地发现了抗癌药物在

短时间的细胞激励作用，同时也找到了降低副作用的用药策略，更好地预防化疗

后期出现的心脏毒性难题。通过这项研究，我们认为单细胞层面上的纳米力学和

机械效应的量化表征，可以为研究器官和组织内细胞的活动机制提供独特的方法

和依据，同时该平台在相关生物医学应用上也具有很大价值。 

 

 

 

 

 

 

 

 



特邀报告 4：Micro-robotic Bioassembly of In-vitro Liver Lobules 

Huaping Wang（王化平）is a member of Beijing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Intelligent Robots and System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received the B.S. 

degree in Mechatronics in 2010 and the Ph. D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2015 both from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ina. He had been a visiting scholar at 

Nagoya University, Japan from 2012 to 2013. He has been 

a Full-time assistant professor at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ince July, 

2015. His research focus is in the micro-nano robotics, micro-nano 

bio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Inspired by the biological systems in nature, 

his research aims to develop artificial systems and biological substitutes 

replicating native organs through robotic and automation techniques. Huaping 

Wang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30 international journal/conference papers, 

received 4 best paper awards/finalists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5 

patents granted. He has been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several peer-

reviewed journals such as Frontiers in Neurorobotics. 

报告摘要： 

Bioartificial liver system (BAL) based on artificial liver tissue (ALT) provides 

hepatic function support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liver failures or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However, without the microrobotic manipulation techniques, the 

existing methods are difficult to construct the ALT with arrangement pattern of 

hepatocytes mimicking the hepatic lobule to maintain in vivo hepatocyte 

phenotype, which influences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BAL. Bioassembly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techniques for modular tissue engineering, has 

emerged to recreate 3D biomimetic tissues through bottom-up assembly of cell-

laden micromodules. Micromodules with tunable structural features can be 

spatially organized with defined distribution into an integrated hetero-

architecture that retains the specific function and morphology of the native 

microtissue. To reproduce the microstructural feature of native liver tissue, our 



group i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 in-vitro liver lobules through the 

microrobotic bioassembly of micromodules embedding hepatocytes. Cell-laden 

micromodules with lobule-like structure are photo-crosslinked with RGD-linked 

PEGDA hydrogel and sequentially assembled through the hydro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ual micromanipulators. During the interaction, 

micromodules are spatially reorganized and simultaneously aligned into 3D 

microstructure with unique geometry mimicking the morphology of liver lobule. 

For fabricating the central vein of lobule, magnetic alginate microfibers are 

reeled into microrings and become the toroidal cellular micromodules 

(microTCMs) through cell layer formation along the surface of microrings. 

Benefiting from the magnetic response, a simple and non-contact assembly 

strategy is developed to subsequently stack the microTCMs along a micropillar. 

The stacked microTCMs are quickly connected into microvascular-like structure 

due to the cell fusion between gaps. Finally, the assembled lobule structure and 

central vein are embedded together and incubated for long-term cell culture into 

liver tissues. We anticipate that our method will regenerate complex tissues 

with physiological importance in future tissue engineering. 

 

 

 

 

 

 

 

 

 

 

 

 

 



特邀报告 5：生物微机电系统及其在细胞力学分析及细胞可控生长中应用 

胡程志博士 2014 年于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微

纳米机器人及自动化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福田敏男教授。

2014-2018 年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械过程工程系

（多尺度机器人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为微纳

米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国际著名学者 Bradley Nelson 教授。

近年，胡程志博士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ACS Nano, Lab on 

a Chip, Electrochemistry communications, IEEE 

Transaction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等国际主流刊物

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0余篇，发表国际会议论文 13 篇，授权发明专利 4项, 曾

获名古屋大学学术奖励赏，ICRA 2015移动微机器人大会挑战赛冠军等多项奖励。

曾主持日本堀科学艺术振兴财团外国人科研基金，日本名古屋大学 21 世纪 COE

项目青年科研基金等 4个项目，做出多项国际先导性工作。目前胡程志博士主要

研究微纳米机器人、微流体芯片、微纳米操控及生物微机电系统（BioMEMS）等

前沿微器件与微系统集成技术，并将其应用于生物分析，诊断，检测，靶向治疗

与送药等基础生物学与生物医学领域。更多关于胡程志博士信息，可以访问

https://huchengzhi.wordpress.com/。 

报告摘要： 

生物微机电系统（BioMEMS）是在生物学和生物医学等领域被广泛研究的小

型化器件。与传统技术相比，BioMEMS器件在高通量，低成本和定量生物分析等

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过去几年中，胡程志博士一直致力于开发新型可集成微纳

机器人，微纳操纵设备的 BioMEMS器件，用于细胞力学分析及可控生长。为了获

取花粉管生物力学信息，全面定量测量生物物理参数，我们利用微流体技术实现

了一种基于芯片实验室的新型软压痕技术。成功解决了传统微/纳米压痕技术中

样品选择性差，对细胞有伤害，测量效率低等难题。利用该微流体器件，首次发

现不同直径的花粉管之间的膨胀压力和细胞壁刚度有着显著差异，首次实验证实

了基于膨胀压力和细胞壁刚度相互作用的植物细胞生长理论。该器件具有广泛适

应性，可应用于其它突变体细胞和尖端生长细胞研究。在另一项工作中，胡程志

博士设计并表征了一种可用于研究局部氢离子梯度对花粉管生长影响的小型化

三维微电极器件。首次实现在芯片内局部控制花粉管生长的微环境。研究结果首

次证实氢离子浓度可以干扰花粉管生长尖端的细胞壁完整性和细胞内肌动蛋白

聚合，进而使花粉管展现出迥异的生长行为，例如尖端破裂，生长方向改变和生

长停滞。该工作对研究花粉管定向生长机理，细胞内信号传导和响应的途径具有

重要意义。 



特邀报告 6：基于电响应智能材料和纳米发电机的自驱动功能系统 

陈翔宇现为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研究员，

独立课题组组长。2015 年破格入选北京市第十一批“海聚

工程”项目，获聘为北京市特聘专家。2017 年入选北京市

青年拔尖人才。陈翔宇在 Materials Today，ACS Nano，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Nano Energy, Science 

Adavances 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第一作者和通

讯作者的文章共 40 余篇，影响因子大于 12 的文章 15 篇

（一作 5篇，通讯作者 6篇，共同一作 4篇）。已授权中国

发明专利 4项，实用新型专利 1项，在申请发明专利 4项。目前主持国家自然基

金青年基金和面上基金各一项，主持北京市高创项目，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纳米科技”重点专项，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北京市科委重点和前沿等

项目。 

报告摘要： 

陈翔宇的报告集中在电致形变材料、自供能微纳米系统以及可穿戴智能器件

等方向。摩擦纳米发电机的高输出电压可以直接驱动和控制电响应材料或器件，

这种直接的结合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实现自驱动功能系统的方法。我们以之前在

压电驱动器领域的研究为基础，将研究方向拓展到以介电弹性体材料，铁电记忆

材料，静电驱动器等方向，在柔性电子系统、仿生肌肉等领域实现了一系列新颖

的应用。例如，利用摩擦纳米发电机（TENG）产生数千伏的静电高压，直接驱动

并调控介电弹性体(DE）材料形变的工作，利用 TENG高输出电压和低输出电流的

特性，结合 DE 器件对高电压的需求，提出了 TENG-DE 复合型智能系统的研究方

向；实现了 TENG 和微流控技术的结合，既可以提供一个新思路去解决传统电润

湿器件驱动电压过高易损坏的问题，也能推进 TENG 技术在柔性电子和微纳米机

电系统领域的应用；实现了 TENG 和铁电存储材料的结合，提出了自驱动记忆存

储系统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