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会场十一：微纳光学 

主   席：吴一辉（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主题报告 1：从微纳光学到皮米光学 

周常河，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洪堡学者，中科院百人

计划获得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访

问学者。曾担任美国光学学会 Optics Express 副主编，

美国光学学会编辑委员会委员。Chinese Optics Letters 

执行主编。2017 年美国光学学会 Fellow。发明了圆环达

曼光栅、三维达曼光栅等新型光栅，专著《达曼光栅原理

及应用》；发现了泰伯效应中的对称性、邻域差分规则传播

等一系列简明原理；发展了相应的简化模式方法，以此为基础，发明了偏振分束

深刻蚀石英光栅等一系列新型器件。 

报告摘要： 

最近我们课题组工作显示了从微纳光学进入皮米光学的趋势。我们发明了旋

转达曼光栅技术，通过微弧度的角度旋转，实现光栅周期皮米精度的连续调谐。

通过和激光干涉仪比对，保证了皮米量级方差周期的光栅精度。我们最新研制的

载波皮米光栅测量技术，能在很大范围，例如数百毫米孔径内测量出十皮米到几

百皮米的波前差，这一系列皮米光学技术预示着皮米光学的到来，可以发展出具

有皮米精度的激光测量与加工技术。 

 

 

 

 

 

 

 

 

 

 



主题报告 2：Label-free Super Resolution Imaging pushed by Nan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吴一辉，博士，国家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科院特聘

研究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总体组专家，吉林省高

级专家，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常务理事，微纳制造与装备

分会副理事长。获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吉林省拔尖创

新人才等称号。在生物光谱成像分析仪、高灵敏生物传感、

微流控芯片等领域发表相关研究发表 SCI论文 50余篇，获

授权发明专利 20项，培养研究生中已有 20名获博士学位，

其中两名获得中法联合培养双博士学位。相关成果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已

成功应用于国家航天遥感仪器、环境、健康检测等领域。其中生化分析仪获得医

疗仪器注册证，微型光谱仪获得了国家计量许可证。 

报告摘要： 

Here several label-free super-resolution techniques which are able to push the 

resolution limits below 100 nm for non-invasive imaging, especially the ways 

which are possible for live-cell imaging first will be compared. The principle for 

micro sphere cavity whose spherical electromagnetic wave can be represented 

as a superposition of optical eigenmodes will be discussed. 

 

 

 

 

 

 

 

 

 

 

 

 

 

 



特邀报告 1：集成电路制造中微纳尺度光学检测的探索和思考 

周维虎，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激光测量技

术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3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1983年至 1996年

在航空部北京第三零四研究所（国防科工委第一计量测试

研究中心）从事精密仪器及几何量计量测试技术研究，1988

年至 1990年在法国 Louis Pasteur 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

精密光电测量技术， 2000 年在合肥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获

工学博士学位，2001 年 4 月至 2003 年 4 月在美国

Wisconsin- Milwaukee 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智能设备诊断技术，2003 年 5月至

2004年 7月在美国 Oakland 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精密激光测量技术，2001年至

2004年担任美国 Automated Precision Inc.（Maryland，USA）公司高级研究员，

专业从事激光跟踪测量技术研究及开发工作。 

    自 1983 年至今一直从事光电精密仪器及几何量计量研究工作，共主持完成

30 余项课题研究，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6 项，发表论文 100 余篇，申请专利 30

余项，编写教材 1部，起草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和规范 4部。主持过国家科技部重

大科学仪器专项、国家支撑计划、自然基金委重大仪器专项、面上项目、中科院

重要方向性项目、中科院仪器装备项目、总装预研、总装创新基金、国防科工委

基础科研、民用航天、航空航天部预研、北京市自然基金、上海世博会重点项目

等研究项目。2011 年至 2014年在美国从事六自由度激光跟踪仪、激光跟踪仪智

能测头、激光跟踪仪误差修正与性能检测等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成功应用

于美国 Automated Precision Inc.公司制造的 3D/6D激光跟踪仪，在全球大型

高端制造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报告摘要： 

22nm 集成电路正处于量产和优化阶段，7nm 及以下工艺正在探索中；3D 结

构及高深宽比集成电路使得光学微纳检测从平面变成立体；晶圆尺寸不断增大，

缺陷检测要求几个纳米。面对以上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周维虎研究员将报告对晶

圆缺陷、以及高深宽比 MEMS 芯片三维特征尺寸和侧壁表面形貌等光学检测方法

的预先探索和所面临的挑战。 

 

 

 

 

 



特邀报告 2：曲面复眼结构的微纳制作技术研究 

鱼卫星，男，1975年 7月生，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微纳光子器件及系统、特殊成

像及光谱成像等领域研究工作，取得多项创新性的研究成

果。负责并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项目课题

10多项。曾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在国内外学术

刊物上发表 SCI论文 80多篇，他引 800余次，获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 7项。 

报告摘要： 

曲面复眼结构由于其具有大视场、对高速运动物体敏感等特点而引起了研究

者的广泛关注，本报告介绍我们在曲面复眼结构制作方面的相关结果，主要包括

两种新型微纳制作方法，通过这些方法，获得了单眼数值孔径最大 0.7的曲面复

眼结构，光学检测结果表明，成像效果良好，为复眼微距精细成像提供了新的可

能途径。 

 

 

 

 

 

 

 

 

 

 

 

 

 

 

 

 



特邀报告 3：Uncooled Infrared Detectors at SIMIT 

Prof. Tie Li （李铁）received his BS and PhD degrees from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in 

1992 and 1997, respectively. He then was a Post-doctor at 

Shanghai Institute of Microsyste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Delphi Research 

Labs for 18 months from 2002. H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in Shanghai Institute of Microsyste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 has published over 170 papers on the journals of Nano Letters、

Small、Carbon、IEEE EDL etc., and owned over 60 Chinese and US Patent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design, fabr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 and 

Nano sensors. 

报告摘要： 

Thermopile IR detector is one of the uncooled IR devices that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and widely used. MEMS IR thermopiles has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conventional IR thermopile because MEMS technology could decrease the 

heat conduction as well as integrate the devices. Uncooled optically readable 

IR focal plane array (UOR-IRFPA)， which  consists of micro-mirror array 

supported by bimaterial microcantilevers, can be used to detect IR signals and 

does not require any micro readout circuit. In this paper, we will review our work 

on the design, fabrication, testing of our thermopile IR detector and UOR-IRFPA 

based on MEMS. 

 

 

 

 

 

 

 

 



特邀报告 4：表面等离激元增强拉曼散射的介观和微观机制 

李志远教授 1994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1999年中

科院物理所理学博士。2004 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划”，2005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1 年度获中国

光学学会“王大珩光学奖”，2014 年入选汤森路透全球高

被引科学家，2016，2017 年入选爱思维尔中国高被引科学

家。2004-2016年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课题组组长，

2016年 10月起任华南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学院教授，副院

长。现任 EPL Co-Editor, 以及 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 和《光学学报》

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纳米光子学、光子晶体、表面等离激元光学、非线性光学、

激光技术、量子光学和量子物理中的理论、实验和应用研究。已发表物理、化学、

材料学领域 SCI 论文近 400 篇，论文有广泛的学术影响，被 SCI 引用 20,000 余

次，H-index 为 64。 

报告摘要： 

本报告介绍在表面增强拉曼散射（SERS）和针尖增强拉曼散射（TERS）技术

中利用金属纳米颗粒和纳米结构表面等离激元增强拉曼散射的各种介观和微观

机制。介观增强机制包括通过金属纳米颗粒和纳米结构几何形状的优化设计、合

成和制备来产生具有巨大的局域场增强效应的热点，以及通过引入增益介质来补

偿金属材料的光学耗散以实现巨大的表面等离激元共振和局域场增强。微观增强

机制主要通过分子与金属纳米结构中自由电子的电子和化学相互作用以显著提

升分子的拉曼极化率和散射截面。报告还将介绍在纳米间隙中，分子对光的弹性

瑞利散射将与分子的非弹性拉曼散射协同作用，形成超级热点，其电磁场的局域

化尺度将显著减小，而强度将显著提升，使得基于 TERS 的分子拉曼成像的空间

分辨率达到亚纳米的水平，而基于 SERS 的分子拉曼检测的灵敏度达到单分子的

水平。 本报告通过探讨微纳尺度上光和物质的拉曼相互作用的新物理、新概念

和新技术，提出综合利用各种宏观、介观和微观调控策略以实现基于拉曼散射的

高性能光学成像、检测和传感。 

 

 

 



特邀报告 5：功能化碳量子点在细胞成像与药物输送中的应用 

桑胜波，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太原理工大学信息

与计算机学院副院长。2010年 11月毕业于德国伊尔梅瑙理

工大学，2017-2018年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国家自然科

学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重点专

项管理专家组专家，山西省“青年三晋学者”特聘教授，科

技部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团队和山西省高端煤机装备协同创

新中心智能感知元器件方向带头人，山西省“1331 工程”重

点创新团队负责人，山西省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山西省青年拔尖人才。中国微

米纳米技术学会高级会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微纳器件与系统技术分会理事，中

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人工智能分会青年委员。公开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0项，软件著作权 2 项；英文专著 1 部，中文合著 3 部。 

报告摘要： 

以富含氨基的碳点（CDs）为成像试剂，研究了 HepG2 细胞和 LO2 细胞成像，

实现了染色行为的实时动态跟踪。实验结果表明：CDs 3分钟即可进入 HepG2细

胞质和细胞核，并可在细胞中停留 24 小时而不被释放；CDs 仅能在 LO2 细胞质

中呈现明亮的荧光。因此，CDs可以快速选择性地标记肝细胞。进一步探索了羧

基化碳量子点构建的药物传递系统（CDs-DOX），并用于人胃癌细胞内药物传递和

追踪。MTT 结果表明，富含羧基的 CDs 对人胃癌（MGC-803）和胃上皮（GES-1）

细胞几乎没有毒性，存活率超过 90％；与 GES-1相比，CDs-DOX系统对 MGC-803

生长具有约 2 倍的抑制作用。细胞成像显示：该系统可以有效地内化到细胞中，

光学标记和跟踪时间长达 48 小时。因此，该系统在生物成像、生物标记和癌症

治疗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特邀报告 6：光学微腔设计、制造及谐振式微光机电陀螺应用 

唐军，1981年出生，博士，教授。毕业于希腊雅典国立科技

大学，现为中北大学仪器与电子学院教授，山西省“青年三晋

学者“特聘教授、山西省省委组织部青年拔尖人才、山西省人

设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兼任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管理部主任、

微纳惯性传感与集成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

从事微光机电传感技术、微惯性技术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大研发计划、装备发展部重点基金和十三

五预研项目等 10 余项，获得山西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出版学术专著 1 部；

已公开发表 SCI收录学术论文 69篇，被引频次 358次。 

报告摘要： 

光学微腔作为一类采用微纳制造技术加工而成的基本光学功能单元，具备低

损耗、超高 Q值和高能量密度的特点。以光学微腔作为核心敏感单元的惯性器件

兼具光学传感的高精度与 MEMS 器件的小型化特点，是小体积、高精度、大动态

范围及高可靠性陀螺的有效解决方案。 

报告主要介绍光学微球腔、微盘腔及平面环形微腔的设计、制造工艺与封装技术；

高 Q值光学波导腔的设计优化与微腔系统集成；以及以微腔为核心单元的微光机

电陀螺样机制造。最后展望光学微腔在 MOEMS 陀螺应用中的前景，阐述随着硅基

单芯片光电子集成技术及光学产业的发展，光学微腔及其系列器件在多领域的发

展前景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