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会场六：微纳米性能表征与计量测试应用 

主   席：李良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世元（华中科技大学） 

 

主题报告 1：X 射线纳米 CT 研究高分子填料网络结构与性能关系 

李良彬，现任中国科大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软

物质化学重点实验室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中国材料学会高分子材料分会常

务理事。主要从事高分子加工物理研究，发展时间、空间、

能量分辨先进研究方法，原位研究高分子材料加工过程中的

基 础 物 理 问 题 。 近 年 来 在 Chemical Reviews 、

Macromolecules、Journal of Rheology 等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 200 余篇，申请

和授权专利 20 余项。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重大仪器设备研制专项、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科技部 973计划课题、国家十三五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课题，中国科学院重大装备研制项目等科研项目。 

报告摘要： 

添加纳米填料可以大幅度增强增韧天然橡胶和硅橡胶等材料，但其增强机理

至今还存在较大争议。纳米填料在橡胶基体中团聚成几百纳米的结构，其三维结

构过去难于定量表征。我们采用同步辐射 X 射线三维成像技术，在满足空间分辨

的同时，在力学加载的条件下实现对纳米填料的大视场三维成像。基于不同应变

条件下对填料团聚体和网络结构的分析，提出填料增强主要源于网络弹性形变和

破坏重构等机制，并定量分析了不同机制对增强分别的贡献。 

 

 

 

 

 

 

 

 



主题报告 2：纳米级微区形态性能参数激光多谱联用测量方法探讨 

赵维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百千万工程

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评议

组成员等。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项、国防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3项、国防科学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项。主持了国家

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国家 863 计划主题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仪器专

款项目、国防技术基础和民用航天项目等 20 余项科研项目。授权发明专利 80余

项，发表论文 120 余篇，其中在 Optics Letters、Optics Express 等国际期刊上

发表 SCI 论文 60余篇。 

报告摘要： 

现代制造已经由传统的机械加工进入精密加工、飞秒激光加工、电子束加工、

半导体光刻、生物制造和仿生制造等多种制造模式共存的格局，这种格局使现代

高端制造中除了发生物理变化外，还时常伴随着界面效应、尺度效应和化学变化，

这种新的技术特征对现有的测量技术提出了新的挑战，它除了要求测试手段具备

更高的空间分辨能力和跨尺度的测量能力外，还开始要求测试向多性能参数测试

的方向发展，即能实现几何参数、材料成分、界面应力、材料弹性和材料密度等

“形态”参数和“性能”参数的高分辨层析测试等。 

本报告将针对上述测试的新挑战，评述现有形态性能测试方法的现状，探讨

微区形态性能参数测试与解耦存在的关键问题，探索微区形态性能参数测试与解

耦的新途径，介绍新近提出的微区形态性能参数激光差动共焦多谱联用（瑞利光

谱、拉曼光谱、布里渊光谱、LIBS和质谱）探测新原理，以期为揭示和反映现代

高端制造过程中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尺度效应和界面效应的演变过程提供新的

测量手段，并催生精密测量新原理仪器产生。 

 

 

 

 

 



主题报告 3：光学自由曲面加工过程的在线精密测量技术 

居冰峰，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

为微纳测量、精密机电系统以及超精密加工技术等。作为

第一获奖人获得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

（2013）、教育部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项（2014），德国

洪堡奖学金获得者（2003）、日本学术振兴会奖学金获得

者（2003），共发表论文 100余篇，其中 SCI检索国际期

刊论文 80余篇，他引 500多次，并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6件。 

报告摘要： 

光学自由曲面是精度高、形状复杂、制造难度大的光学功能器件，在国防

安全和高端仪器科学等领域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加工过程的检测至关

重要。本研究构建了扫描隧道显微测量系统，采用螺旋扫描模式，加工过程中

光学自由曲面的轮廓数据可以反馈给加工系统，以保证亚微米形式精度，可以

满足 FTS 加工光学自由曲面在线测量的需求。基于非接触原理并设计合理的测

量运动轨迹，避免了针尖-样品耦合区域的接触，能够准确的测量自由曲面的复

杂结构特征。高效螺旋扫描，适当的匹配算法和准确的测量结果表明，所提出

的基于 STM在位测量方法实现了光学自由曲面加工过程的在线检测。 

 

 

 

 

 

 

 

 

 

 

 



特邀报告 1：基于毫微构元的材料弹塑性测试理论与技术 
蔡力勋，西南交通大学力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教授
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曾长期担任工程
力学实验室主任、结构分析与工程系主任。主要研究方
向：疲劳、损伤与断裂力学、材料测试的理论与技术。 
中国力学学会 MTS材料试验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材料
研究学会疲劳分会第四届理事，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委员，中航工业力学性能检测资格鉴委会委员。《中国
测试》、《机械强度》、《物理测试》杂志编委，曾多次
分别担任断裂力学、材料测试、疲劳与断裂、中国力学大
会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主席、分会场主席、执行主席、
学委会主任、委员。负责纵横向课题 100余项，负责自然
基金面上项目 2项，主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

项，负责修、制定国家标准《GB21143-2015 统一断裂韧性测试方法》、《金属
材料，压入试验方法，应力应变关系、强度、硬度测定》。在固体材料本构关
系、强度理论、断裂力学、材料测试方法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方面，在 Aata 
Mater.Appl.math.mod.、I.J.Sol.and Struc.、I.J.Fat.、Mater. Sci.and 
Eng. A、I.J.Mech. Sci.、Eng.Frac.Mech.、力学学报、金属学报、航空学报
（中英）、固体力学学报（中英）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 200余篇， SCI、EI
收录论文 100余篇，发明专利获授权 7项、受理 10项。 
报告摘要： 

在单调和循环加载条件下, 固体材料毫微测试(Miniature material 
test,MMT)指构元或测区为毫米级至微米级尺寸，变形为微米至毫米级尺度,材料
弹塑性行为必然与 RVE（Representative volume element）的材料本构关系、损
伤关系以及 RVE约束度等基础关系联系在一起。本文结合蔡力勋团队近 3年的研
究作简要介绍。 

基于 RVE等效应变能原理，针对本构关系符合幂律的材料，提出了适用于材
料性能压入测试的、具有普适性的半解析方程[1,2,3,4]，推导出了应用于圆球、
圆锥压头压入测试材料应力应变关系、残余应力和各类硬度的半解析方程，方程
仅 4个参数，采用 1mm 球压头，最大压力不超过 300N，压入深度不超过 40微米。
重点发展了球压入微米测试技术，开发了高精密设备和测试软件，结合制定《金
属材料，压入试验方法，应力应变关系、强度、硬度测定》国家标准，进行了 20
余种材料的压入性能比对，无论在理论和针对金属的测试结果方面，都达到了里
程碑式的进步。 
基于 RVE等效应变能原理，针对本构关系符合幂律的含裂纹材料构元，提出具

有普适性的应变能半解析方程[5，6]，并针对含裂纹构元发展出表征裂尖场程度
的 K因子和 J积分半解析方程，以及构元弹性柔度 C、载荷 P与加载线位移 h关
系的半解析弹塑性方程[8]，这些进展有利于促进建立含裂纹毫米级构元疲劳裂
纹扩展和断裂韧性试验新方法。 

描述延性材料 RVE断裂，不仅要克服材料单轴拉压的颈缩和失稳获得直到破
坏的 RVE“全程”本构关系，也应考虑影响 RVE 临界断裂的约束效应，这是传统
强度理论和断裂力学不能回避又难以解决的困难问题。近年，结合有限元辅助试
验(Finite-element-analysis aided test, FAT)方法和 RVE等效应变能原理，
采用漏斗圆棒试样、圆片试样、中心孔试样等多类微构元的拉伸、小冲杆试验，
发展了获取材料“全程”本构关系的新方法[7,8,9]，通过 9种材料、10种构元
的拉、剪破坏试验并结合有限元分析，揭示出延性材料临界断裂时刻第一主应力
与应力三轴度之间存在基础关联性并提出了描述 RVE 断裂的强度准则方程[8，
10,11]，结合平面应变 I型裂纹 HRR应力场、裂尖三轴度和等阻力扩展假定，提
出了基于 RVE 应力型断裂准则求解延性材料 J 阻力曲线的理论方法和半解析方
程。 



特邀报告 2：Gold Nanoparticles: Controlled Synthesis, Macroscopic Self-

assembly and Functional Applications 

黄又举，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0年在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获博士学位。 2010年 6月至 2014年 3 月，在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做博士后。2013 年 12 月以“春蕾人才计

划”到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工作。2015

年 12 月破格晋升为研究员。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5 月，

在德国马普所高分子所做访问学者。 

黄又举博士长期从事功能高分子材料、胶体与表面科

学、生物与食品安全检测等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工作。相关工作发表 SCI论文

100余篇，其中第一/通讯作者 50余篇，被引用 2000余次，H因子为 22。 并以

第一发明人申请中国/韩国发明专利 20 余项。主持项目 10 余项，包括 2 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2项中科院人才项目、1项宁波市科技创新团队、1项中科院-福

建省 STS 项目以及多项企业横向课题。基于上述工作，黄又举博士入选了浙江省

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中科院青年促进会、宁波市 3315 创新个人、宁波市领军拔

尖人才计划（第一层次）、中国生物检测监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以及

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海洋生物传感器组）评审专家，中科院宁波材料所青

年创新促进会理事长。 

报告摘要： 

By tuning the surface chemistry of nuclei for the growth of gold nanoparticles, 

we achieved a series of methods to control the synthesis of gold nanoparticles 

with well-defined shapes and sizes. Additionally, the obtained gold 

nanoparticles with functional polymer modification can be controlled for the self-

assembly into 1D, 2D and 3D structures in a large scale. Particularly, I will talk 

about some approaches about macroscopic assembly of gold nanoparticles 

into superstructures with controllable orientations, and large-area gold 

nanoparticles monolayer film at the air-water interface. Finally, I will briefly talk 

about the applications of gold nanoparticles in smart catalyst, high-performance 

surface-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SERS), and some colorimetric 

biosensors for food-safety and bio-system detection. 



特邀报告 3：Nanocellulose Composite Membranes for Water Purification 

Hongyang Ma（马洪洋） received his Ph. D. degre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2003, Beijing, China. He then joined 

the research group from Stony Brook University, Stony 

Brook, NY, USA, and worked in the area of nanofibrous 

composite membranes for water purification. H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a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China, and mainly focusing on 

fabrication of highly permeable nanocomposite membranes for desalination. 

报告摘要： 

The fabrication of nanocellulose composite membranes can be accomplished 

by using a variety of fibers of different fiber diameters, ranging from tens of 

microns to a few nanometers. The process includes melt-blowing, electro-

spinning and a combination of chemical/mechanical means to isolate 

nanocellulose from natural cellulose resources. The ultra-fine cellulose 

nanofibers with cross-sections of a few nanometers and a high degree of 

crystallinity have been isolated by using the combined TEMPO-mediated 

oxidation/mechanical treatment [1]. 

Non-woven nanofibrous scaffolds have unique properties, including 

interconnected pores, a very large surface-to-volume ratio, and a high capacity 

for surface modifications. The hierarchical fibrous structure with fibers of 

different cross-sections, together with the use of directed water channels in the 

barrier layer and surface functionalization, permits us to fabricate high 

throughput filtration membranes. In this presentation, we discuss the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ose nanofib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micro-, ultra-, 

and nano-filtration [2-4]. 

 

 

 

 

 

 

 

 



特邀报告 4：散射手段在纳米尺度巨型分子簇表征中的应用 

殷盼超教授是中组部第十二批‘千人计划’青年项目获得者，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软物质科学与技术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他于 2009 年从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专业本科毕业。之后赴美国里海大学（Lehigh Univ.）

化学系从事研究生学习并与 2013 年博士毕业。随后殷盼超

教授在美国阿克伦大学（Akron Univ.）高分子科学系做了

一期博士，并于 2015 年荣获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设立的

Clifford G. Shull Fellowship奖项，以独立研究员身份

开始从事研究工作。2017年，殷盼超教授加入华南理工大学。

殷盼超教授在纳米尺度巨簇的合成和表征方面以及发展散射手段在软物质研究

上的应用方向有着独立原创性的贡献。殷盼超教授在 Chem. Soc. Rev.、Nature 

Commun.、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等国际知名期刊已发表

SCI 期刊论文 62 篇，其中反映他独立科研工作能力的独立研究通讯作者 12 篇、

一作和共同一作文章 16篇。 

报告摘要： 

巨型分子簇是指一类尺寸处于 1 到 10 纳米的结构明确且单分散的一类化合

物，其中最经典的代表指多酸，纳米笼以及多金属配合物。由于它们在催化，吸

附与分离，光电磁材料，生物活性材料以及在自旋电子学和量子计算上的应用，

对于纳米分子簇的研究正成为高度关注的交叉研究领域。与传统的纳米颗粒不同

的是，巨型分子簇具有单分散性，明确的分子结构（包含表面结构）和可调控/

功能化的表面特性。因此除了其特征应用外，这些纳米尺度的分子也被用来作为

简单物理模型来研究一些基础科学上的问题，例如聚电解质溶液行为，厌水作用

的本质，以及手性作用的机制。 

本研究团队近年来首次开发利用散射手段来研究多酸分子簇的生长机理和

动态行为初步探索了这些分子簇的生长机理、溶液结构和与其应用相关的动态行

为。利用小角 X 光散射，core-shell 形状的多酸分子的形成过程被揭示：是以

内核的 Keggin 类型多酸为模板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非弹性中子散射验证水分

子作为‘粘合剂’连接内核和外壳的重要作用（J. Am. Chem. Soc. 2016, 138 

(8), 2638-2643）。与此同时，通过小角 X 光和中子散射的研究，对于金属原子

的还原被揭示为引发巨型多酸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类型的多酸形成动力学显示是

多步的反应过程（J. Am. Chem. Soc. 2016, 138 (33), 10623-10629）。本团队

开发的利用非弹性中子散射手段来研究多酸中空间受限的有机分子的动态行成

功解释了多孔纳米分子的选择性吸附行为（Chem. Eur. J. 2016, 22(40), 

14131-14136）。 

 

 

 



特邀报告 5：微纳光学器件及其在测量中的应用 

杨树明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ISNM Fellow。长期从事微纳制造与测量、光学测量技术与

仪器、超精密加工等方面的研究，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及省部级

项目等 20 多项。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100 多篇，申请和授

权包括国际 PCT、欧盟、英国和中国发明专利 40 多项。获得

英国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的校长奖、陕西青年科

技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

计量测试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各 1项。担任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Systems 

副主编、Nanomanufacturing and Nanometrology 编委、Measur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客座编辑，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客座编辑等；中国激光杂志社青年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中

国计量测试学会计量仪器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几何量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陕西省智能制造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报告摘要： 

针对微纳制造中的测量需求，开展了微纳光学器件及其集成系统研究，制备

了纳米线激光器、探测器以及多环带器件等，并用于实现集成光学干涉测量和超

分辨光学成像。尝试为微纳结构的测量提供新方法，同时探索微纳光学器件的实

际应用。 

 

 

 

 

 

 

 

 

 

 

 

 

 



特邀报告 5：基于激光共焦回馈原理的 MEMS 器件精密测量技术 

谈宜东，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基金委优青。2008年清

华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随后进入清华大学仪器科

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开展激光与精密测量方面的研究，

2010 年博士后出站后留校工作至今，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

院做访问学者。现任清华大学精仪系光电工程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专委会委员，光电技术专委会委员，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光机电技术与系统集成分会理事。担任

《红外与激光工程》《应用光学》青年编委，《激光技术》编委。 

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

北京市科委仪器专项等省部级项目 20余项。发表 SCI收录论文 80余篇，SCI他

引 300 余次。获授权发明专利 20 余项。先后获清华大学优良毕业生，王大珩光

学奖，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中国仪器仪表学会金国藩青年学子奖等，获省部级

科技奖励 3项。 

报告摘要： 

激光回馈技术具有超高的弱光灵敏度，尤其适合于微小、（极）低反射率目

标的非接触、非配合测量。共焦技术具有纳米级的轴向定位能力，微米级的横向

分辨率。两者结合，我们提出并研制成激光共焦回馈精密测量技术及其系统，用

于多种 MEMS器件，包括：微陀螺，微流控器件，星敏感器，MEMS铷钟的微腔室

等的非接触、纳米分辨率表面形貌或纵向层析测量，展示了该技术用于 MEMS 器

件微尺度、低反射目标的纳米级精密测量的能力，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特邀报告 6：材料纳米湿法研磨的模拟和在线测量控制 

王学重，男，华南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创新制药工艺与过程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曾

任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过程、环境和材料

学院颗粒科学和工程研究院的终身讲席教授（ Chair 

Professor)及分管科研的副院长(School Director of 

Research)。 

其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关注纳米材料、精细化工、制药和生物

制药等高附加值产品制造领域，通过先进的实验室实验，计

算机模拟结合在线检测控制，重点研究新产品和新工艺过程的开发和工业放大和

在线监测，优化控制和故障诊断。 

已发表科研论文 200余篇，其中国际权威期刊杂志 100篇以上，在 Springer

出版科研专著１部。曾获欧洲化学工程协会的会志 Chem Eng Res Des 2009 年最

多引用论文奖。 已培养博士生 17 名，博士后 16 名，硕士生多人，中国访问学

者 15人。直到的三名博士研究生获英国利兹大学最佳博士研究生论文奖。 

其领导的科研团队在四个方面取得了国际领先的地位: (1)开发了先进的在

线三维图像获取和图像处理技术用于晶体生长过程中晶型的在线测量；(2) 提出

了基于晶型结构的粒数衡算模型，首次实现了结晶过程中晶体形状分布的模拟；

(3) 基于上述突破，首次实现了结晶过程中成千上万个晶体群体形状分布的闭环

自动控制。改变了传统以来人们认为晶体群体形状的控制是难以实现的，因而只

能控制简化的球形尺寸分布；（4）基于动态光散射、超声和近红外成像等测量方

法，结合群体粒数衡算模型以及流体力学模拟实现了高附加值纳米材料生产过程

的在线测量，模拟，控制，放大和高通量新产品开发。 

报告摘要： 

纳米材料由于其特殊的尺寸表现出卓越的物理化学性质，例如催化性能、溶

解度和溶出速率。湿法研磨是制备纳米颗粒的一种重要方法，但由于纳米颗粒在

线分析手段的缺乏，国内外针对该过程的颗粒尺寸分布变化的研究还不多见。本

论文研究了湿法研磨中颗粒从微米尺度向纳米尺度变化的实时过程，开发了一种

先进的在线超声衰减粒度测量装置，实时测量了不同的研磨转速条件下铝粉颗粒

尺寸及分布由微米向纳米变化并获得实时粒度分布形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

于粒数衡算方程建立了湿法研磨过程中模型物的粒度及分布变化预测方程。基于

超声在线测量技术和预测模型，将有望实现湿法研磨过程制备纳米铝粉的先进控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