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会场一：微纳加工制造 

主   席：李倩（郑州大学） 

 

主题报告 1：具有持久细胞黏附反差的材料表面微纳图案化技术 

丁建东教授，1965 年生，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生物物

理专业获得学士学位，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和高分子科

学系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英国剑桥大学材料系博

士后。 

目前为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聚合物分子工程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他是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面向组织修复与替代的纳米生物材料

的研究”首席科学家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生物材料表界面及表面改性研究”

项目负责人。 

    他是中国微米纳米学会理事、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物物理学

会理事，并参与多个学会的活动。丁建东教授入选中央“万人计划”系列的“百

千万工程领军人才”，当选国际生物材料联合会会士。 

报告摘要： 

揭示细胞与材料相互作用的规律是生物材料和再生医学的重大科学问题。然

而，材料表面的细胞行为往往受到多个因素的作用，经常使得人们不清楚其中各

个因素到底是否起作用以及起到了何种作用。图案化表面技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基础研究手段，而具有持久细胞黏附反差的材料表面微纳图案化技术则成为瓶颈。 

报告人课题组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提出了独到的系列的材料微纳加工技术，

并成功用于研究细胞黏附和干细胞分化，揭示了其中的部分基本规律。 

 

 

 

 

 

 



主题报告 2：生物材料微纳米力学与仿生 

冯西桥，1968年生，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2001年至今在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主任、生物力学与医

学工程研究所所长、北京国际力学中心秘书长、国际断裂委

员会执委、《Engineering Fracture Mechanics》主编等，

并兼任《Acta Mechanica Sinic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amage Mechanics》等种期刊的副主编或编委；曾任中

国力学学会秘书长（2010~2014）、教育部力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2006~2010）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损伤与断裂力学、微纳米力学、生物材料

与仿生力学、细胞与组织生物力学，在上述领域已发表专著 4 部，SCI 论文 260

余篇，SCI 他人引用 8000 余次。曾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 3项、中国青年科技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奖和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

金等奖励。 

报告摘要： 

生物材料大都具有精巧的分级结构、优异的力学性质、综合的生物功能。将

介绍报告人研究组在生物材料力学及其仿生方面所取得的初步结果。首先，将从

多尺度的能量耗散机制、表界面强韧化机制、尺寸效应、手性形貌等方面，探讨

生物复合材料的强韧化机制。其二，将讨论生物材料表面结构的分类方法，以此

建立具有不同几何特征的材料性质、表面几何、生物功能之间的联系，并进行材

料仿生制备方面的应用探讨。其三，将讨论手性生物材料的力学性质及其仿生应

用。 

 

 

 

 

 

 

 



主题报告 3：微纳光波导器件产业化技术 

吴远大，男，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河南仕佳光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

责人。1994~2003年在吉林大学学习，获理学学士和博士学

位；2003~2005年在集成光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半导体所

实验区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5 年至今在中科院半导体

所从事微纳结构光波导材料及器件方面的研究工作。2011年

受半导体所委托到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 PLC

光波导芯片与器件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在微纳结构硅基/石英基光波导材

料制备、无源光子芯片产业化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其中 PLC光分路

器芯片已广泛应用于光纤到户网络中。先后获得中科院科技促进成果科技贡献一

等奖、2016 年度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报告摘要： 

近年来，光通信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微纳平面光波导芯片、器件需求的快

速增长，国产替代进口、打破国外长期垄断的微纳光无源芯片与器件产业化迫在

眉睫。报告将从行业背景、仕佳光子公司发展历程、微纳产业化平台建设、微纳

光波导关键技术突破和国产化推广应用等多方面来介绍中科院半导体所的主要

科技成果之一“微纳光波导芯片与器件”的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应用工作，供

广大科研工作者参考，以期带动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之间的融通创新，推动我

国光电子芯片与器件技术进步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特邀报告 1：高分子微纳结构表面的设计与制造及功能性研究 

黄汉雄，华南理工大学二级教授。30 年来一直从事高分子

材料加工成型设备与工程的研究。主持科研项目 45 项，其

中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和

重大项目二级子项目各 1 项）和各级人才基金项目 18 项，

科技部 863 课题、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等攻关项目 13 项。

研制成功多种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与装

备，以第一发明人申请专利 49 件（其中国际专利 5 件、中

国发明专利 32 件），获授权专利 38 件（其中国际专利 3 件、中国发明专利 25

件）。获省部级科技奖 4项（均为第一完成人），入选国家人事部、科技部等七部

委新世纪首届“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

荣誉称号和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等奖励。 

报告摘要： 

1. 提出多种复杂模板结构的设计和制造新方案，采用微注射压缩成型(µ-

ICM)以一步法批量成型仿生的高分子微结构功能表面。如创新性地提出通过叠加

模板改变微特征的尺寸、形状和排布方式，成型多层次的微结构表面，实现可宽

范围调控的水黏附特性；提出柔性模板法，以调控表面的微结构和润湿性能。 

2. 研究发现蝉翼表面沿翅脉呈现渐变的润湿行为，建立可预测纳米结构表

面本征和表观接触角的润湿方程。在此基础上，采用 µ-ICM成型仿生纳米结构表

面，其纳米柱形态与蝉翼的高度一致，且继承了蝉翼表面的疏水、陷光和凝结水

微滴自移除功能，具有高效自清洁和防覆冰性能。 

3. 采用 µ-ICM 制造多种微纳结构表面的功能器件。如具有出色聚光和成像

能力的微透镜阵列，具有疏水和陷光性能的仿生纳米结构复眼透镜阵列，提高太

阳能电池功率转换效率的金字塔形微结构表面，提高光伏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的纳

米结构表面。 

 

 

 

 

 



特邀报告 2：基于强制组装法的高柔性聚合物传感器制备原理 

吴大鸣，男，1957年出生。1982年北京化工大学本科毕业，

1992 年俄罗斯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获得 Ph.D.学位。1992

年至今在北京化工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化工大学 教授，博

导，塑料机械及塑料工程研究生所长、高分子材料加工装备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专家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副会长，《塑料》、《塑料工业》、《工

程塑料应用》等杂志的编委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塑料成型原理及装备，研究方向包括塑料精密成型原理和装备、

聚合物微纳成型原理、高性能导电/导热复合材料制备新方法等。近年来先后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 项、国防 973（课题）1 项、与企业间的科技合

作项目 30余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36项，发表科技论文 260余篇。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1 项（排名第二）、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省部级技术发明和

科技进步二等奖 6项。 

报告摘要： 

聚合物柔性传感器是智能控制的重要基础器件。本报告介绍压阻式高柔性聚

合物传感器的制备新方法，采用本团队提出的空间限域强制组装法（SCFNA：

Spatial Confining Forced Networking Assembly），通过将机械力与导电填料

的自组装力相叠加，在导电填料含量不增加的前提下使电导率提高 2 到 4个数量

级，解决了高导电性和高柔性难以兼顾的难题。通过热压印方式在导电复合材料

表面构建微结构阵列，可以得到压阻式高柔性聚合物传感器。本报告将介绍该类

传感器的制备流程、关键技术，以及传感器的相关性能。 

 

 

 

 

 

 

 



 

特邀报告 3：长焦距微透镜的制作研究 

刘刚，中国科技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2002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获博士学位，2006-2008年在新

加坡国立大学做 Research Fellow。一直从事同步辐射应用

研究，包括基于同步辐射的微纳加工技术及应用研究和基于

同步辐射的 X 射线成像技术及应用研究。已在上述领域发

表文章 90 多篇，获得发明专利 8 项。承担和参加了多项科

研项目，包括 973、863、重点研发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报告摘要： 

焦距可控且一致性好的微透镜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本文提出了一种制作可

控长焦距微透镜的方法：首先制作由不同热膨胀系数材料组成的模板微透镜，然

后通过加热来改变模板微透镜的曲面，并对热膨胀过程中模板微透镜的曲面进行

复制，实现微透镜焦距的增长和有效控制。 

 

 

 

 

 

 

 

 

 

 

 

 

 

 

 



特邀报告 4：微流控芯片的增材制造 

贺永，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现任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三维打印

工艺与装备重点实验室副主任,Scientific Reports 编委,

负责 3D打印方向。一直以来从事增材制造（3D 打印）、生

物打印、生物制造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3项，国家支撑计划子课题、国家数控重大专项子课题各

一项，省部级课题多项，授权发明专利 40 余项，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H因子 18, 论文发表在包括《Biomaterials》、《Biofabrication》、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 》等生物制造、微制造、微流体领域的

顶级期刊。 

报告摘要： 

本报告系统回顾了课题组近几年围绕微流控芯片增材制造（3D 打印）所做

的工作。纸基微流控芯片可方便灵活的应用到临床的快速检测上，但如何高效制

造纸基微流控芯片一直是个难题。我们首次提出了基于 3D 打印快速实现纸基微

流控的新方法，并将纸基微流控首次应用到组织工程领域，提出了 Paper-based 

biofluidics 新概念。针对 3D 打印精度不足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基于牺牲层工

艺的芯片制造新方法，可实现光滑微流控芯片的高效打印。近期我们还提出了水

凝胶芯片概念，采用生物 3D打印的方法快速制造水凝胶材质的微流控芯片。 

 

 

 

 

 

 

 

 

 

 

 



特邀报告 5：基于多场辅助电喷射的纳米打印技术与器件 

王大志教授，主要面向国际前沿和轨道交通、船舶工程、武

器装备等国家重大需求，致力于纳米打印理论与技术、高性

能压电传感器与执行器、复杂工况下多物理量融合传感的

研究工作。在 Nanoscale（封面）、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 等国际高水平

SCI期刊发表论文 40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0余项，著

有英文专著章节 3 章。获得微系统与纳米工程国际会议

（2017）优秀青年科学家奖、英国 The Aerosol Society 论文‘Travel Award’ 

奖、大连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获得教育部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1 项，

科研成果转化 1项。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辽宁省项

目、企业委托项目等 18 项，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国家 973 计划项目、“十二

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等 7项。社会

兼职包括：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纳米制造

及装备分会秘书长、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理事、机械电子技术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tronics Technology, ICMT）国际指导

委员会委员。 

报告摘要： 

打印技术具有快速制造、可编程制造、无需模具、适合复杂和特殊结构等优

势，已成为纳米器件制造的研究热点。本研究介绍了基于多场辅助电喷射的纳米

打印技术，在电流体动力效应基础上，复合流场、热场，实现功能材料的纳米尺

度打印。提出了基于电场-流场同轴复合聚焦的纳米打印新方法和基于电场-热场

复合的三维纳米打印新方法，研发出纳米分辨率打印设备，打印纳米结构速度达

300mm/s、打印纳米悬空结构长宽比达 1200、打印纳米结构高宽比达 4000、实现

了 PZT、PAN、PVP等材料纳米简支梁、纳米悬臂梁、纳米柱、纳米螺旋等一维和

三维功能结构的超快打印制造，这些一维和三维纳米尺度结构的压电性质、杨氏

模量、抗弯强度等与块体材料相比显著提升。此技术为高性能 M/NEMS 器件制造

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 

 

 



特邀报告 6：近场有序电纺工艺及其应用 

王晗，广东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特支计

划”科技青年拔尖人才；广东省优青项目资助对象；广东省

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校级培养对象；发表论文 30余篇，

申请专利 128 项，其中发明专利 73项；专利授权 54项，其

中发明 12 项、PCT 德国专利 1 项、美国专利 1 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通讯评议专家；广东省科技计划评审专家，主要

从事微纳米纤维制备、聚合物微纳结构定位沉积、微纳射流

喷射行为分析、电液耦合动力学和多物理场耦合调控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报告摘要： 

近场电纺直写技术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一种有序化、图样化纳-亚微米超细

纤维的制备技术。该技术能够将溶液、熔体基材通过电场有序调控的工艺，实现

三维结构化纤维的制备，配合后处理工艺，在生物制药、化学催化、柔性器件、

微流道等方向有突出优势，解决了传统静电纺丝技术在纺丝过程中纳米纤维沉积

的无序性，结构随机性带来的技术瓶颈，受到了各领域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本

报告主要针对近场电纺直写工艺的调控研究及应用作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