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会场十四：微纳米技术应用 

主   席：赵廷凯（西北工业大学） 

 

主题报告 1：全固态薄膜锂电池研究进展 

汤卫平，男，1962 年 5 月生，工学博士。中组部国家千人

计划特聘专家，上海市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第 811研究所（上海空间电源研

究所）研究员，副总工程师。兼任上海电力学院教授、中科

院盐湖研究所研究员、空间电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盐湖研究》编委、《储能科学与技术》杂志编委、等。

无机材料物理化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有锂电池及其材料、

锂资源回收。2010 年回国后，专门从事我国航天化学电源

技术研究开发工作。在民口方面，主持国家重大专项、国家 863子课题、上海市

科委、青海省科委等重点、重点项目多项。上海市劳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优秀党员。所带领的空间电源国家重点实验室致密储能研发团队被国防邮电工会

命名为“汤卫平班组”，是我国国防领域的先进模范研发团队。 

报告摘要： 

上世纪 90 年代商品化的锂离子电池的比能量以及安全性等性能接近极限，

全固态锂电池作为下一代高安全、高比能量储能电池成为当前的一个研发亮点。

高锂离子电导无机固态电解质的不断发现使得全固态电池成为可能。在这个基础

上，借助于物理成膜技术，由致密微米厚度的正极活性物质/固态电解质/负极活

性物质叠加而成的全固态薄膜型锂电池得到了不断发展。从制备过程而言，薄膜

型全固态电池制备技术在高度可操控性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制备过程中的一系列

沉积过程，包括正极集电体、正极材料、界面控制层、电解质、负极、负极集电

体、乃至正极退火和电池封装都可以在一个腔体里或连接在一起的数个腔体内进

行，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从制备技术而言，在形态、结构可设计性上发挥了明

显优势。通过对正、负极和电解质薄膜的物理化学性能、以及电解质/电极材料

的界面控制，弥补了全固态电池在电极活性物质/电解质界面阻抗大的缺点，可

以得到高比功率和长寿命全固态电池。目前航天 811所已在国内率先形成了全固

态薄膜型锂电池的生产试验线。典型产品为如图 1 所示的 mAh 级容量

LiCoO2/LiPON/Li 体系，达到了万次以上的循环寿命和 50C的充放电倍率性能。 

TFB 的“薄、微小、可赋形”特点及优异的电化学性能赋予了产品特定的应

用领域，但是也限制了 TFB产品的应用拓展，这是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主题报告 2：几种聚酰亚胺纳米纤维复合材料的探索 

周忠福，1970 年出生于内蒙古。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物理化

学工学博士、牛津大学材料学理学博士。现任英国亚伯大学

物理系研究教授、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 

先后在英国剑桥、牛津、卡迪夫大、亚伯大学留学和工作 18

年，迄今为止从事材料相关研究共 25 年。研究目标覆盖金

属、无机非金属、有机高分子材料等，并最终过渡到多学科

交叉的有机-无机复合功能材料（Hybrid Functional 

Materials）。研究内容涵盖材料设计、模拟、制备、表征和应用产品开发全过程，

专注于材料微观结构的设计与表征、材料的缺陷工程等。申请国内外专利 60 余

项，领导和参与了数十项中、英政府基金支持项目，国家战略项目及企业合作项

目，广泛开展产学研项目合作。学术兼职包括 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Rare 

Metals等国际期刊编委。 

报告摘要： 

以直径从数十纳米到数微米范围内可控的聚酰亚胺（PI）纤维为基础，利用

聚酰亚胺其优异的理化性能，可设计出多种新型的复合材料。首先纳米级聚酰亚

胺纤维，突破了传统碳纤维材料复合工艺复杂的局限性，可以带来纤维增强复合

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变化。其次 PI纳米纤维隔膜作为一种新型锂电隔膜材料， PI

为基体材料，经电纺形成的高孔隙率、有一定厚度的 PI三维（3D)纳米纤维隔膜，

其具有良好的高低温特性(-160~350 度）；可以有效地提高锂电的安全特性；改

善锂离子电池的倍率放电特性；有效地改善动力产品的循环特性，远远地优于现

有隔膜材料。此外利用聚酰亚胺纳米纤维编织膜制备的夹层复合膜，其既能够保

证柔性与绝缘性，又具有优异的强度，未来可广泛用于柔性 LCD 及 OLED、柔性

太阳能电池板、电子皮肤等领域。 

 

 

 

 

 

 



特邀报告 1：微纳米技术在新型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李美成，男。二岗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于哈尔滨工

业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2004 年至 2006 年期间在英国剑

桥大学作皇家研究员。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2009 年获黑龙江省第九届青年科技奖，并获黑龙

江省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一完成人）。2014 年“科学中国

人”年度人物，2016 年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2017年入选

北京市百名科技领军人才。 

目前主要从事太阳能电池；锂/钠离子电池；光催化、光/

电解水等方面的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国家 863

项目等科研课题 50 余项。在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IF 29.51）、

Advanced Materials（IF19.79）、ACS Nano（IF 13.94）、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IF 12.12）、Nano Energy（IF 12.34）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200

余篇，SCI 论文 150 余篇，影响因子 12以上论文 10篇，多篇文章入选 ESI前 1%

高被引论文。获国家专利授权 46 项、美国专利授权 1 项。中文编著 5 本，参编

英文专著 2部。以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科技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

项。 

作为 APL Materials（影响因子 4.335）等十几个中外文期刊编委， 100余

个国内外 SCI 杂志的特邀审稿专家。在国际学术会议做邀请报告 50 余次，多次

作为大会主席主持国际会议。 

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理事，中国能源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电专委会委员。 

报告摘要： 

微纳米技术是新型太阳能电池设计发展的重要方法之一，从表面陷光结构到

器件结构加工的中微纳米技术，充分体现了微纳米结构在减反射特性以及载流子

输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报告对硅基微纳结构太阳能电池及新型有机/无机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中的微纳米技术进行介绍交流。 

 

 

 

 

 

 



特邀报告 2：微纳结构材料在金属锂电池中的基础与应用研究 

谢科予，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新能

源材料与器件研究。现任陕西省石墨烯联合实验室副主任，

陕西省电源学会理事，入选首批“陕西省普通高校青年杰出

人才支持计划”。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青年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际合作交流等项目 18 项。近年来，在包括 Advanced 

Materials, Nano Letters,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等在内的高水平 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 50余篇，撰写英文专著 1章。 

报告摘要： 

金属锂因其超高的理论比容量（3860 mAh g-1）和超低的电位（-3.040V vs. 

SHE）被认为是下一代高比能金属锂电池负极材料的最佳选择。然而，其充放电

过程中不可控的锂枝晶生长以及由此引起的循环稳定性差、库伦效率低和安全隐

患高等系列问题，严重制约金属锂电池的商业化进程。报告汇报了研究团队在利

用微纳结构材料实现高性能金属锂电池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提出利用具有微纳

结构的多孔介质来抑制锂枝晶生长的多种方法及其相应普适原理；借助富含边界

的石墨烯纳米片实现锂的零过电势成核；结合喷涂技术，实现石墨烯改性金属锂

负极的连续化制备。 

 

 

 

 

 

 

 

 

 

 

 



特邀报告 3：二维石墨烯的可规模化制备及其用于电极材料的研究 

韩晓刚，男，1976年生，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现工作

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是电力设备与电气绝缘国家

重点实验室、陕西省智能电网重点实验室、陕西省石墨烯联

合重点实验、新型储能与能量转换纳米研究中心青年学术带

头人。2000 年本科毕业于山西大学化学系，获得材料化学

学士学位，导师为刘焕荣教授。2003 年开始在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攻读研究生，2009 年获得分析化学博士学位，导师

为邓兆祥教授。随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殷亚东教授

课题组做博士后，从事纳米材料合成与应用基础研究。2011 年 9 月进入美国马

里兰大学能源研究中心胡良兵教授课题组做博士后，研究方向转为新能源和新材

料。2015 年被聘为马里兰大学助理研究员，同年 12月入选西安交通大学青年“拔

尖”人才计划（A 类），并于次年初回国工作。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新能源新材

料，包括先进电化学储能关键技术和二维纳米材料跨界应用等。先进电化学储能

包括固态锂电池，锂金属阳极保护，固态锂硫电池，钠离子电池等；二维纳米材

料跨界应用包括石墨烯发热和导热，二维多孔石墨烯的规模化制备和功能化及其

在超级电容器和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绝缘高导热材料及其应用等。现已在国际

著名期刊 Nature Materials，JACS，Adv. Mater. Nano Lett., ACS Nano 等发

表研究论文 80余篇，SCI论文他引 1500余次，大会邀请报告数十次；主持 6项

国家和省部级等项目。2016 年起担任西安纳米科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化工学

会化工新材料委员会委员，储能与动力电池及其材料专委会委员，国际期刊前沿

-能源研究 (Frontier-Energy Research) 副主编等学术职务。 

报告摘要： 

近几年石墨烯在电化学储能领域受到青睐，如石墨烯基电极在锂离子电池和

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然而，石墨烯基电极存在一个缺点，就是其离子通透性差。

完整石墨烯因其二维纳米结构和强的气密性，离子不能直接穿越石墨烯，石墨烯

基电极中离子输运通道迂曲度高，不利于电极的动力学性能。在石墨烯基面“打”

出大量洞穿的纳米尺寸的孔形成二维多孔石墨烯（HG）。HG不仅可以保持普通石

墨烯的特点，相比普通石墨烯，HG 有更高的离子通透性和更低的离子通道迂曲

度，因此具有更高的离子输运效率和更好的动力学性能。大规模制备是新材料广

泛应用的基础。文献中制备 HG 的方法多涉及模板，催化剂，强酸和氧化物等化

学试剂，使后处理步骤繁琐、耗能。本报告将汇报一种可大规模，快速，低能耗

制备 HG 的方法。同时，也将汇报 HG用于锂离子电池导电剂和超级电容器电极的

初步应用研究。 



特邀报告 4：碳量子点荧光材料在 LED中的应用 

杨永珍，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纳米材料界面

物理与化学问题”教育部创新团队学术骨干和“纳米光电

材料及器件核心技术”山西省科技创新重点团队核心成

员。现从事专业：材料学。 

主要从事纳米碳功能材料及光电/光伏材料的研究。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作为主要学术骨干参加国家级和省

部级项目 18 项。 

目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期刊论文 138篇（SCI：93篇，EI：17 篇）；

会议论文 115 篇；出版专著 1 部和教材 2 部；授权国家专利 31 项。独立或协助

培养博士生 17名、硕士生 34名。 

报告摘要： 

碳量子点（CQDs）是一类主要由碳、氢、氧组成、表面富含官能团、粒径小

于 10 nm、具有荧光性能的准零维碳纳米粒子。CQDs在继承碳材料固有特性的同

时，也沿袭了半导体量子点独特的光学性质，不仅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易于

功能化，而且荧光强度高、耐光漂白。这些优异的性质使其在白光光致发光二极

管（WLEDs）和量子点基电致发光二极管（QLEDs）领域拥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一方面，针对 CQDs 作为 WLEDs 的荧光粉存在的荧光量子产率（QY）低、红绿蓝

光谱比重（RGB）低、缺乏长波长 CQDs、固化过程繁琐和固态猝灭等问题，通过

选用含有芳香环化合物为碳源，杂原子掺杂和反应条件调控，加入合适的添加剂

和分散剂来合成具有高 QY、高 RGB 比重、可直接成膜的多色固态发光的 CQDs，

进而结合 LED芯片制作单一基质荧光材料的高光效 WLEDs。另一方面，针对 CQDs

作为 QLEDs 的发光层存在的 QY 低、载流子迁移率低、分散性差等问题，通过原

料选择和主客体掺杂方法，合成具有一定结晶度和良好分散性的 CQDs，进而制

作得到高亮度的多色 QLEDs。 

 

 

 

 

 

 

 



特邀报告 5：In vitro single-cell dissection using FastScan AFM 

姜再兴，男，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博导。国家“万

人计划”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现为中国复合材料学会青年

委员、高级会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3D打印协会委员、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青年编委，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协会高级会

员、《Polymers》、《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期刊编

委。自工作以来，一直从事生物高速原子力等方面的研究。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8 项，出版专著 1 本。承担包括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30 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涵评专家、北京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评审专家、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黑龙江省教育厅会评专家。 

报告摘要： 

Filamentous Desulfobulbaceae bacteria were recently discovered as long-

range transporters of electrons from sulphide to oxygen in marine sediments. 

In this work, different types of bacterial cell-cell junctions were identified, and 

strings along the cable length were found OM. More importantly: these strings 

were found to be continuous along the bacterial cells and they pass through the 

cell-cell junction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strings serve an important function in 

maintaining integrity of individual cable bacteria cells as a united filament. 

Furthermore, ridges in the OM are found to envelop the individual strings at 

cell-cell junctions, and they are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cell-cell junctions. 

Finally, we propose a model for the division and growth of the cable bacteria, 

which illustrate the possible structural requirements for the formation of 

centimeter length filaments i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cable bacteria. 

 

 

 

 

 

 

 

 

 



特邀报告 6：微纳结构在防除冰中应用：几何形貌对冰粘附性能的影响 

何洋，男，博士，副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仿生微纳结构及

飞机防除冰技术研究。西北工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国家

重点学科“新人新事新方向”建设项目“仿生微纳结构可

控制备及应用”方向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机

专项子课题、航空科学基金、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深圳市

基础研究计划等项目多项。相关研究成果在包括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Langmuir 等表面界面

领域顶尖专业期刊上发表，被美国工程院院士等国内外领域学者引用和正面评价。

研究成果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纳米制造重大专项亮点成果。先后获得陕西省

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2项、国防科学技术二等奖

2项。 

报告摘要： 

针对中小型无人机功率低、负载小、传统防除冰技术无法应用的难题，提出

了疏冰微纳结构复合蒙皮思路。微纳结构几何形貌对冰粘附性能的影响是其中一

个关键问题。提出了深刻蚀与催化腐蚀复合等制备方法，获得微纳复合结构表面。

发现微纳复合结构比光滑表面冰粘附力极大下降，冰粘附力与接触角滞后紧密相

关，纳米线高度影响冰粘附力，并建立模型阐释了微纳结构几何形貌对冰粘附性

能的影响机理。研制了疏冰微纳结构复合蒙皮，开展了冰风洞试验，并实现了飞

行实验。 

 

 

 

 

 

 

 

 

 

 

 

 



特邀报告 7：温控电弧法制备非晶碳纳米管及其应用 

赵廷凯，男，甘肃白银人，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

陕西省石墨烯新型炭材料及应用工程实验室副主任和学术

带头人。主要从事纳米材料和新型能源材料的应用基础研究，

尤其是石墨烯、碳纳米管、石墨-炭、新型二维材料及其复

合材料的制备工艺、结构与性能研究，以及在锂离子电池、

超级电容器、太阳能电池、生物器件、电化学传感器、电磁

吸波和屏蔽等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曾留学美国西北大学和英

国牛津大学。曾在国际会议上做大会主旨报告和大会报告各 1次，兼任国际期刊

IJMSA和 JCST编委。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20余项。已发表文章 130余篇，

其中 SCI 论文 90 余篇，ESI 高被引论文 3 篇。申请发明专利 10 项(授权 5 项)。

主编英文专著和英文教材各 1部。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陕西省高等学

校科学技术一等和二等奖各 1项。此外，碳纳米管相关研究成果受到《中国科学

报》4 次专题报道，以及人民网、科学网、凤凰网等 100 多家网站的转载报道；

2016年也曾受新华网在线邀请专访以及陕西省电视台的专题报道。 

报告摘要： 

主要介绍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温控电弧炉制备非晶碳纳米管，并对其微

观结构和性能进行了研究；由于非晶碳纳米管具有不同于晶体型碳纳米管（如单

壁碳纳米管和多壁碳纳米管）特殊的管壁结构，使其具有不同于晶体型碳纳米管

的性能和应用，如应用在能源转换、电化学器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