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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声华 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专家。 1956 年 8 月毕业于华

中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1962 年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专业研究生毕业

后留校工作至今。1986 年晋升为教授并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

士生导师，担任天津大学“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国家重点学科学术

带头人。1988 年起，他领导建立了“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重点

实验室，建成后一直担任重点实验室主任至 2004 年。2003 年当选中

国工程院院士。 

 在科学研究方面，70 年代初，叶声华将激光技术引入精密测试领域，发展了一系

列非接触、在线测量新原理新方法，如激光衍射测量、激光准直及五自由度测量、视

觉测量，以及几何量测量仪器现场标定等多项新技术，并获得广泛应用。1978 年获全

国科技大会奖；1998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9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4

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07 年获“何梁何利”科技奖；2011 年获国家发明二等奖。

2013 年获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奖，他还获得过全国优秀发明专利奖 1 项，省部级一、

二等奖 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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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祖彦 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可

调谐激光、全固态激光和光学非线性过程研究，发现光参量效应相

位匹配折返现象的普遍性，发明多波长光参量激光器。研制多种固

体可调谐激光系统,实现了深紫外到中红外宽调谐。发明 KBBF 晶体

棱镜耦合等专利技术，首次研制成功“实用化深紫外全固态激光

器”，开拓了深紫外先进科学仪器的新领域,相关技术对外国禁运，

入选 2013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在国内率先实现全固态高功率红绿蓝三基色激光大屏

幕投影显示，提出激光显示产业顶层设计和发展路线图，推动了我国激光显示产业化

的发展。率先在国内开展高功率高光束质量全固态激光研究，发现“固体激光输出功

率升高光束质量非线性下降”规律，发明一种高功率高光束质量固体激光合成技术。

先后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科学院发明一等奖、中科院科技

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体

奖等 10余项。曾任国家 973顾问，863专家委员会顾问，北京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光学与光学工程系主任等。发表论文 400 余篇，获专利 60 余项。培养博

士、硕士研究生 50 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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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述汤 院士 

 

材料化学和物理专家。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1947 年 1 月生于湖

南邵东。1969 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系，1971 年获美国罗彻斯

特大学硕士学位，1974 年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现任苏州大学教授，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院长、纳米科学技术

学院院长、苏州纳米科技协同创新中心主任。2005 年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长期致力于金刚石、纳米材料、有机电致发光材料与器

件的研究。在金刚石研究方面，开展了硅衬底上金刚石成核、生长及异质外延的机理

研究，提出了制备高质量外延金刚石薄膜的方法，用含烃的低能离子束在硅衬底上直

接生长出异质外延的立方金刚石纳米晶，揭示了其形成机理，并用于制备其它超硬薄

膜在纳米材料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高产率制备硅纳米线的新方法，提出了氧化物辅

助生长的机制，并将此方法推广到合成其它半导体材料的纳米线，得到量子效应导致

硅纳米线能隙展宽的实验证据在有机电致发光材料与器件的研究中，提出用电偶层的

概念解释金属/有机界面能带的突变，用嵌入无机层和修饰有机发光层表面的方法提高

有机电致发光器件的发光效率和稳定性，提出了“高温 NPB”有机电致发光器件制备

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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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跃广 院士 

 

电子信息技术专家。山东省东营市人。1984 年毕业于海军工程大

学，1990 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北方电

子设备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长期从事特种电子信息系统总体设计与研制工作，在空间信息系

统设计研制、微弱信号分析识别等方面取得多项重大技术突破；

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四项，发明专

利 10 项，出版专著 3 部，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2011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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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维 院士 

 

有机光电子专家。南京工业大学教授、校长。1963 年 5 月生于河北省唐

山市，籍贯河北唐山。198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92 年在北京大学获

博士学位。201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有机光电子学研

究。在构建有机光电子学科体系、实现有机半导体高性能化与多功能化

等方面取得有重要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有机半导体 p-n 能带调

控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研制出高性能三基色有机半导体，使有机半导体的

研究从经验摸索上升到理性设计阶段；针对蓝光半导体器件的稳定性难题，提出了有

机半导体的凝聚态结构调控策略，成为解决有机半导体光谱稳定性的通行方案；拓展

了有机半导体在传感、存储和激光等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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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治平 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3 年获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87 年至 2005 年在美国留

学工作。曾任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微电子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及

CMOS 工艺中心主任。2005 年全职回国后，曾任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

（筹）主任助理，华中科技大学微纳光电子学系主任。研究领域包括

微电子、纳米光电子、硅基光电子、光电子集成、光传感、及光通信等。在中国创建

了一个晶体管厂，在美国创建了一个以 CMOS 为基础的研究平台。 

OSA Fellow, SPIE Fellow, IET Fellow；中国光学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工程学会常务理

事； IEEE 中国武汉分会创会主席（2006-2008），Photonics Research 创刊主编，

Electronics Letters 中国版主编（2008-2010）。承担过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科技部 973，

863项目，以及工业界支持的多个横向项目。多次主持 IEEE，SPIE，OSA, 及中国光学

学会等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主编出版中外物理学精品书系《硅基光电子学》；发表论

文，书籍章节，特邀报告 400 余篇，专利 2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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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辉 研究员 

 

教育科研经历 

1982/9–1991/7，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 

硕士和博士，导师：梁骏吾院士；1993/8-1996/12，PDI 固体电子

学研究所，博士后，合作导师：K H Ploog 教授，1997/1-2006/3，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集成光电子学国家实验室，研究员，曾任

半导体所副所长，2006/4-至今，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

仿生研究所，所长，纳米器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 

学术水平： 

国内 GaN 基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国内外同行中有一定的影响 

在国内率先成功研制了 GaN 基紫光、蓝光和绿光激光器，并实现了国际上第一支硅衬

底 GaN 基激光器的室温电注入连续激射 

1998 年在国际上首先研制出立方相 GaN 基 LED，并成功实现了 GaN 基 LED 成果向企

业的转移转化 

学术任职和获奖情况： 

中科院纳米器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材料分会主任委员，863 计划光电子主题专家组成员 

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两次，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国家科委“863”先进工

作者奖，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贡献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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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刚 研究员 
 

罗先刚，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微细

加工光学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

组部首批万人计划入选者。SPIE（国际光学工程学会）Fellow，

IAPLE（国际光子和激光工程学会）Fellow。主要从事微纳光学、微

细加工、高分辨成像和探测等方面研究。先后承担和主持过包括国

家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家重大仪器，国家 863、

973 计划等项目在内的多项国家级课题的研究工作以及国际合作研究课题。现为国家重

大基础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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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敏 研究员 

 

 1983 年 7 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长期来，在上海航天局从事火

箭、导弹、卫星测试系统研制及总体工作。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学术

带头人。曾任航天 809 所副所长、上海航天局规划发展部副部长，上

海卫星工程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所科技委主任，现任上海航天局科

技委常委、某宽幅光学卫星型号总指挥。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2 次，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 1 次、二等奖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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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延青 教授 

 

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执行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国家杰青、“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996 年于南

京大学物理系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2000-2006 年间主要在

美国、中国台湾等地光电企业工作,主持开发了系列基于液晶的

光通信器件，2006 年底返回南京大学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液

晶光学、非线性光学、光纤器件，迄今申请及授权中外专利 40

余项，部分已转让，在 Science, PRL, AM, LSR, Optica, APL, OL/OE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180 余篇。1999 年他领衔获得《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

闻》等荣誉。他也是 200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人之一。目前，陆延青还担

任中国物理学会液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际液晶学会理事会中国代表、中国光学学

会理事、若干期刊编委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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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显示——新一代显示技术 

许祖彦，毕  勇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摘要：激光显示是采用激光作为显示光源的一种新型显示技术，由于能够实现大色域、

双高清（几何、颜色）视频图像显示和真三维显示，被国际业界视为“人类视觉史上的

革命”，是实现高保真图像再现的最佳途径，是国际显示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

激光显示具有大色域、高亮度、低能耗、长寿命、无污染等优点，在大屏幕激光家庭

影院、数字电影、军事指挥、展览展示、便携显示终端以及空间科学等领域有着广泛

的应用，有望造就一个千亿元/年的市场。 

当前国内外激光显示技术总体研究水平已初步具备了产业化基础，均进入了产业引导

期。我国激光显示技术/产业发展与国外基本同步，在核心材料、器件创新和综合技术

研发上有着良好的基础，已经具备将激光显示研究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的条件，通过

开展产业化攻关，抓住显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发展自主创新的激光显示产

业，扭转“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的局面，圆中国人看中国电视的中国梦 

个人简介：毕勇，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二级），博士生导师，现任中科院理

化技术研究所应用激光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 863 计划“十一五”和“十二五”新材

料领域重点项目总体专家组专家，“十一五”“十二五” 863 重点项目首席科学家，

IEC-TC110“激光显示器件”标准专家组专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北京市百名科技领军人才，北京市科技新星等计划，长期从事激光显示技术的研

究和产业化工作，承担并完成了多项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电子发展基金等课

题，领导开发了全球首台激光数字电影放映机，引领国际该领域的发展；研制的国际

领先的激光前投影机成功应用于 2008 北京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获

先进个人和优秀团队奖励。领导的研发团队解决了多项激光显示关键技术，2015 年研

发成功国际世界首台 100 英寸三基色 LD 激光电视，提高了我国该领域创新能力。

先后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和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一等奖，申请专利 120 

余项，发表论文 8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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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白光照明技术及其应用 

廖良生 

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有机光电技术研究所 

 

    摘要：节能降耗、保护环境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性共识，而提高照明效率、充

分利用电能是其重要举措之一。在半导体照明领域，除了无机发光二极管（LED）以

外，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也正在成为一种新型高效的照明光源。白光 OLED 照明

器件是一种发光柔和的面状光源，它与具有高亮度点光源特点的无机 LED 形成了很好

的互补关系。白光 OLED 光源可直流驱动，光源柔和，没有频闪现象，直接观看时也

不会刺伤眼睛，是一种理想的健康护眼光源，特别适合于室内的大面积照明，在未来

照明领域中具有诱人的应用前景。因此，研究和开发 OLED 照明技术，建设 OLED 照

明工程，继而推动这一领域的产业化，对提高光源效率、缓解电力供应压力、减少由

于发电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白光 OLED 已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其照明性能已接近荧光灯水准，但其

综合性能及经济指标离实用阶段还有一定距离。器件的发光效率、工作寿命、颜色稳

定性还有待提高，白光 OLED 照明的规模量产技术还有待完善。为了有效提高成品

率，降低制造成本，形成价格优势，还有很多技术屏障需要克服。为此，本报告将根

据我们自身在装备制造、材料合成、器件制备、灯具设计等方面的研发实践来论述有

机白光照明的技术发展及其相关应用。 

 

个人简介：1996 年获南京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复旦大学从事博

士后研究并留校任副教授。2000-2009 任美国柯达公司研究员。

随后回国任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教授。曾任常务

副院长（2009-2016），现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产

业技术研究院有机光电技术研究所执行所长。 

申请各国专利 200 多项（含已授权的美国专利 41 项），曾为

柯达公司有机发光技术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发表 SCI 论文

250 多篇。主持国家级项目 8 项，其中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国家“863”计划

重大项目课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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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柯达公司“杰出发明人”奖，2009 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曾被聘为“十

二五”国家科技重点专项（半导体照明专项）专家组专家。现被聘为江苏省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信息学科组专家、《影像科学与光化学》编委、美国《Applied Physics Letters》

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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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光子技术初探 

陆延青 

南京大学 

 

摘要：当前液晶显示已随处可见，然而，液晶的非显示光学应用同样有着巨大的市场

潜力。我们曾在液晶的光通信器件研制方面有较长期的积累，近年来，我们致力于将

液晶应用于不同波段（可见-近红外-太赫兹）的光场调控，进而努力拓展基于液晶的其

他光子技术。我们提出一种利用液晶光控图案化取向实现光场产生、调制和变换的技

术，研制了一套基于数字微镜阵列（DMD）的微区液晶光取向系统。基于此系统，我

们制备了系列不同液晶模式、不同参数的液晶取向微结构，并对其衍射特性进行了研

究，实现了对涡旋光、艾里光、矢量光等复杂光场的动态变换和调控，实现了具有特

殊衍射特性的液晶三维超结构。这些工作可望在光操控、光通信，甚至在量子信息处

理技术中得到应用。 

 

个人简介：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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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Understanding of Energy-Level Divergentivity and New 

Concepts in Quantum Optoelectronics 

Xiaomin Re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formation Photonics and Optical Communications (BUPT), 

Zh. I. Alferov Russian-Chinese Joint laboratory of Information Optoeletronics and 

Nanoheterostructures,and BUPT-HTGD Joint Laboratory of Quantum Optoelectronics and 

Bivergentum Theory,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China 

e-mail: xmren@bupt.edu.cn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energy-level divergence (ELD, called as energy-level dispersion in 

early publications) and a theory of divergent (or fractional dimensionality) electron-states 

architecture (D-ESA or FD-ESA) in crystal materials were initially proposed in 2012. Then, 

in 2013, another relevant concept, i.e. the wave-space convergence (WSC, called as 

spatial-extension shrinkage and briefly denoted as SES in early publications) was proposed. 

The emergence of such a pair of concepts immediately led to the effort to establish an 

essentially new theory of physics, called as Bivergentum Theory and a series of changes in 

physics, for example, from Schrödinger equation to full-cosmic-scope wave equation, from 

Newton‟s law to full-cosmic-scope law of motion, from Einstein‟s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to full-velocity-scop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happened. However, it has been found that, 

at leas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nergy-level divergentivity in the past years missed one 

important thing that the divergence of any single energy level actually indicates the existence 

of a pair of separate states corresponding to the upper-half and the lower-half (in energy) parts 

of the ELD function. It also means that any energy level determined by solving the Scrödinger 

equation (the microcosm-extremity case of the full-cosmic-scope wave equation) actually 

consists of two coincident but essentially separate states. So, a new physical picture related to 

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 is presented. Based on this new understanding, the ELD function is 

properly modified by proposing a new type of special mathematical function and, 

consequentially,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equivalence of the full-cosmic-scope wave equation 

to Scrödinger-Pauli equation or even to Dirac equation if the relativistic effects could be 

properly incorporated becomes an interesting topic. Furthermore, a more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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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he quantum superposition states based on the ELD concept is given and an 

assumption of vacuum quantum field resonance which may lead to insightful understanding 

of quantum entanglement is proposed. This work may have an essential impact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noheterostructures and quantum optoelectronics, for example, the concepts 

of „general quantum well‟, „general quantum wire‟, „general quantum dot‟ as well as „typical 

fractional dimensionality heterostructure‟ and „near-critical-point dimensionality 

heterostructure‟ might be useful for conceiving higher-performance optoelectronic devices. 

 

Acknowlegement：This work has or had been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No. 2010CB327600),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61020106007, 61108048, 61674020), International Science & Technology Cooperation 

Program of China (No. 2011DFR11010), Special Research Fund for Ph.D. Disciplin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o. 20130005130001), the Fund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formation Photonics and Optical Communications (BUPT), P. R. China, the 111 Project 

(No. B07005), and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Base of 

Information Optoeletronics and Nanohetero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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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任晓敏，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原副校长）、信息光子学与

光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阿尔费罗夫信息光电子学与纳异质结

构中俄联合实验室执行主任，北邮-亨通量子光电子学与弥聚子论联

合实验室主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光学学会副理

事长、会士，IET Fellow。曾担任国家 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

家 863计划光电子主题专家组副组长；曾赴意大利都灵电信研究中心

与实验室（CSELT）做高级访问学者，曾任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光电子中心高级研

究员。长期从事新型光电子器件与光通信技术、异质兼容外延生长与光电子集成技

术、半导体纳异质结构、晶体电子态系维度理论以及光纤光栅、光子晶体光纤与器件

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的研究兴趣延伸至基础物理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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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快激光 3D 微纳制造 

孙洪波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摘要：与光刻和纳米压印等现有微纳制备技术相比，飞秒激光 3D 打印技术的显著优势

是适用于透明介质、半导体、陶瓷、金属、高分子等几乎各种材料体系，并且能够对

透明材料实施三维加工，实现立体结构的一次成形制备。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这一

技术已经在从微光学、微电子、微机械、微流控、传感、仿生等各个前沿领域展示了

诱人的应用前景。本报告首先简要介绍激光微纳加工技术的特色和物理机制，在此基

础上重点介绍这一技术在空间与特种光学、智能微纳机械、柔性光电子器件和光量子

集成芯片等领域的应用。 

个人简介：孙洪波，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组部万人计划学者、全国百篇优秀博

士论文指导教师。研究方向为微纳光学工程，具体从事基于超快光

谱技术的光电、电光转换机理和基于光与物质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微

纳加工技术及其应用研究。围绕这一研究内容，发表 SCI 论文 300

余篇，SCI 论文引用 12000 余次，H 因子 55；研究结果被 Nature、

Science 和 Laser Focus World 等杂志专题介绍 100 余篇次，100 余次国际会议邀请报

告。目前任 Optics Letters、Light Science &Applications 和 Nanoscale 等等十余个国内外

杂志编委或顾问编委，目前任中国光学学会微纳光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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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工艺技术和硅光技术 

吴汉明 

灿芯创智微电子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摘要：报告回顾了人类文明史以来的生产力发展与信息技术的相关性。对近两个世纪

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中信息产业起的作用做了介绍。介绍了国内外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背景。同时列举了我国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在应对这些挑战

中取得的一些成绩。对产业过去 50 年摩尔定律的发展技术历程做了解读。提出了正在

逼近的后摩尔时代提出了寻找机遇的可能途径。介绍了目前在集成电路工艺中五大技

术挑战中最严峻图形转移工艺的现状，包括 EUV 光刻技术在产业化应用中的瓶颈。最

后列举了集成电路工艺对硅光技术发展支持的例子。 

个人简介：吴汉明，参与、主持了包括国家重大专项在内的 0.13 微米

至 14 纳米七代芯片制造技术的研发。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完成了国

家 973 项目“量子点和磁存储器技术研发”项目。负责我国首台高密

度等离子体刻蚀机理论模型工作。建立了以代工工艺为基础的 IC 设计

公共 IP 技术服务平台。在国内外主流刊物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100 多

篇。拥有发明专利 84项，其中 30多项国际专利。有的研究成果被世界

著名高校教科书收入为教案。先后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三项省部级一等

奖。曾获《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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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化镓基光电器件研究进展 

杨  辉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中科院纳米器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摘要：氮化镓（GaN）属于直接带隙半导体材料，禁带宽度大、光-电转换效率高、高频

高功率性能和电离辐射耐受性优异，是第三代半导体的代表性材料，已成为现代信息

和能源器件的明星材料。GaN 发光二极管是现代白光照明的最重要发光光源，GaN 微

波功率电子器件可大幅度提升通信与雷达的带宽和距离，高压大电流 GaN 开关晶体管

也已成为国际上发展高效电力电子器件的重要方向。本报告介绍开展的 2项氮化镓基器

件研究的最新进展，一为面向激光显示技术的 GaN 蓝、绿激光器，二为面向太赫兹雷

达成像应用的 GaN 基太赫兹波混频探测器，分别介绍在 GaN 激光器和高频电子器件中

解决的主要问题、发展现状与前景。 

GaN 蓝光激光器的发展已极大地促进了激光显示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三基色纯激光

显示技术对绿光激光器的迫切需求使 GaN 绿光激光器的研究成为热点。本报告介绍我

们在 GaN 基蓝光和绿光激光器方面的研究进展，包括 GaN 材料的同质外延生长，蓝光

InGaN 量子阱的生长，绿光 InGaN 量子阱的生长模式及其对光学性质的影响，绿光

InGaN量子阱的界面调控，低温生长AlGaN:Mg的杂质并入与电学性质的关联。目前，

所研制的蓝光激光器连续工作光功率达到 2.2 瓦，绿光激光器连续工作光功率达到 0.1

瓦。 

室温高灵敏度太赫兹探测器是太赫兹雷达成像应用的核心器件，是发展太赫兹技术的

主要瓶颈之一。本报告介绍基于 AlGaN/GaN 二维电子气的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的太赫

兹混频机制和由此开发形成的自混频探测器及外差混频探测器。目前，GaN 太赫兹混

频探测器的频率覆盖范围达到了 0.1-3.1 THz，自混频探测器的噪声等效功率小于 10 

pW/Hz1/2（达到 GaAs 肖特基二极管检波器的灵敏度水平），外差混频的噪声等效功率

小于 3 fW/Hz（混频损耗小于 30 dB）。理论计算预测 GaN 太赫兹混频器的灵敏度可优

于 GaAs 肖特基二极管混频器。 

 

个人简介：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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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止轨道高分辨率光学成像可行途径及微纳加工要求 

周伟敏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摘要：静止轨道米级分辨率光学成像卫星，结合轨道固有特点，可实现广域范围内的

高时、空分辨率、广域持续监测，可对突发事件进行详细监测与评估，在军、民用方

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静轨高分成像已成为国际航天活动的新热点，是一个国家

综合国力和创新能力的体现，对国家科技进步、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有效通光口径尺寸严格制约着静止轨道光学卫星的成像分辨率，实现静止轨道米级

分辨率，口径则需要 10 米量级。本报告介绍了实现静止轨道米级分辨率光学成像的五

种技术途径，即固面单口径镜成像、膜基反射单口径式成像、分块固面拼接传统成

像、光学干涉合成孔径成像及薄膜光学成像（表面微纳结构）。分别介绍了各途径的成

像原理、特征、航天发展计划及目前研究状态。分析了静轨高分光学成像卫星发展趋

势及启示。依据技术特点及国外发展路线，最终确定薄膜光学成像体制为静止轨道米

级高分辨率光学成像的最可行途径之一。进而详细介绍美国薄膜光学成像研究现状，

薄膜光学成像卫星在质量、面型精度宽松度、在轨热环境稳定性、包络收拢能力等方

面的强大优势。 

 最后详细介绍了薄膜光学成像主镜微纳结构特点，在衍射效率等技术指标方面的要

求，并对微纳结构精细加工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个人简介：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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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光学与硅基光电子学 

周治平 

北京大学 

email: zjzhou@pku.edu.cn  web: http://spm.pku.edu.cn 

 

摘要：微纳光学与硅基光电子学是近年来学科发展最活跃的前沿阵地。无论是在基础研

究，还是在技术开发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凡的进展和热度。本报告将具体讨论各自的

特点、相互之间的关系、应用场景、以及发展趋势和所面临的挑战。 

个人简介：如上 

mailto:zjzhou@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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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微纳光子器件与系统 

 

主席： 

祝宁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陈光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 23 研究所） 

共主席： 

秦  华（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程序委员会： 

苏翼凯（上海交通大学） 

储  涛（浙江大学） 

刘  永（电子科技大学） 

汪志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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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制造：光电子集成器件 

陈向飞 

南京大学 

chenxf@nju.edu.cn 

摘要：精准是实现高性能和高效的重要手段，如大飞机的发动机中的机械和材料精准

制造、高端集成电路的紫外光刻、个性化的精准医学等。在面向通信的光电子集成器

件上，由于对于通信波长严格的要求，对于器件的微结构精准制造要求更高。面向各

种丰富的通信应用，光电子集成器件的微结构千差万别，但是之间的差距可能要精准

到一个原子水平以下。这给当前的光电子集成制造手段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其对于制

造的尺度精准度要求甚至超过微电子。本论文提出基于重构-等效啁啾（REC）技术是实

现激光器阵列及相关光电子集成器件精准制造的一种非常有前途的低成本方案，并讨

论了在可调谐激光器上的重要应用。 

 

个人简介：陈向飞，南京大学微结构国家实验室（筹）和现代工程与

应用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光学学会和中国通信学会的

高级会员，美国光学学会会员和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高级

会员。 

1996 年 7 月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1996－1999 在南京邮电大学从事

光纤通信研究；2000-2006 年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从事光纤通信研

究，副教授；2006 年 3 月受聘为南京大学教授，创建微波光子技术实验室和南京大学

微波光子技术研究中心。主要成果是发明了基于自主重构-等效啁啾技术（REC 技术）

的半导体激光器，以此研制出单片集成阵列激光器，阵列波长数创造出国际新记录。 

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了科技部“86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等十多项

项目。在 Optics Letters 等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90 多篇，申请和获得发明专利

30 多项。2006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3 年获首届中国通信学

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获科技部、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指导的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团队组第二名（2013 年），均为第一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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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基光电子集成器件 

储  涛 

浙江大学 

tchu@semi.ac.cn 

摘要：随着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通信和互连技术越来越

不能满足数据传输与信号处理环节对于传输容量、通信速度、信号延迟、传输距离与

电能消耗的要求，硅基光电子集成技术基于 CMOS 工艺兼容的低成本高密度集成制造

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材料和技术优越性，为上述问题的圆满解决提供了理想的途径，

正在迅速发展。硅光芯片集成技术将逐渐成为构建现代信息社会关键硬件基础的主体

技术。报告将结合世界各先进研究单位以及本研究组针对多层次光通信、光互连的最

新研究进展、系统介绍光通信、光互连用硅基激光器、调制器、波分复用、模分复

用、偏振控制、光开关、探测器等全系列硅基光子集成器件的研究思路、方法、成果

和发展趋势，并对其在通信、互连、微波、传感等领域的应用可能性展开讨论。 

个人简介：储涛，教授，“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1991 年毕

业于四川大学，1991-1995 年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43 研究所

工作；2002 年获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博士学位、2001-2003 年任

日本 JSPS特别研究员，从事新型光电仪器研究；2003-2009年任日

本光产业技术振兴协会研究员，2006-2011 年任 NEC 中央研究所主

任、主任研究员；2009-2011 年任日本国家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AIST）主任研究员、主管。2010 年入选第 5 批千人计划（创新长期），2011-2016 年

在中科院半导体所工作，。2017 年 1 月起任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

教授。 

自 2003 年起从事光子晶体、硅基光电子器件集成技术研究，申请中美日专利约 10 项，

发表论文 80 余篇，承担 973、重点研发计划、基金重点等国家项目和企业合作项目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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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基片上模式调控器件 

戴道锌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 

dxdai@zju.edu.cn  

摘要：单一复用技术已难以满足光互连中日益增长的带宽需求，发展新的复用技术并与

现有技术相融合是实现超大容量的必然途径。模式复用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利用多个

模式通道实现并行传输，显著提升了单波长载波的通信容量。其关键正是波长/偏振多

维度兼容的模式复用器，而难点在于：如何突破以往基于单模条件的器件设计框架、

对各阶模场进行有效操控，从而实现高阶模-基模的选择性转化耦合与激发。本文对近

年来的硅基片上模式调控器件进行了讨论分析。 

个人简介：戴道锌，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 IEEE Photon. 

Technol. Lett.、Opt. Quant. Electron.、Photon. Res.等国际 SCI 期刊副编

辑/执行编辑。主要从事硅光子器件与集成研究，在 Nature Comm.、

Light Sci. Appl.、Laser Photon. Rev.、Optica、ACS Nano、Opt. Lett.、

Opt. Express 等著名国际光学期刊发表论文 150 余篇（包括第一/通信作

者特邀综述论文 11 篇），已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4 项、美国发明专利 1

项（US8693509）。在美国 OFC、IPR 等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作特邀报告 50 余次；多次

担任顶级会议美国 OFC、IPR 等技术委员会委员。相关成果入选了《Optics Express》创

刊 20 周年百篇高引论文，全部论文 SCI 引用 3550 余次（H-index=34），连续入选

2015-2017 年 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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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光流片与设计服务平台 

郭  进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38 研究所 

phenixgj@hotmail.com 

摘要：硅基光电集成技术结合了以微电子为代表的集成电路技术的超大规模集成、超

高精度制造的特性和光子技术超高速率、超低功耗的优势。硅光集成作为依存在

CMOS 工艺之上的一个新兴技术方向，从设计方法、设计工具和流程、基于工艺平台

的协同设计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参考和借鉴了微电子对应的内容。特别是最近几年，众

多 CMOS 晶圆厂及中试平台不断采用先进的工艺进行硅光芯片的制备，为此项技术打

开了向大规模集成应用发展的大门。硅光芯片的设计者能比较便利地享受晶圆厂和中

试线成熟工艺的流片服务，这是硅光芯片能实现广泛商业化的前提之一。本报告将介

绍中国电科 38 所硅光流片与设计服务平台 SPP（Silicon Photonics Platform）的目标和定

位，结合对 imec 200mm@110nm 硅光中试线与中科院微电子所 200mm@180nm 硅光中

试线关于硅光工艺的最新进展、工艺路线图和 PDK 开发路线图的介绍，展示通过 SPP

平台设计与流片的部分研究成果，最后提出了硅光 fabless 设计服务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 

个人简介：郭进，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三十八研究所光电集成中心主

任，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硅基光电集成、光子芯片 CMOS 工艺、

自动化辅助设计方面的研究。2000 年与 2002 年分别取得清华大学微

电子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2008 年 8 月获得比利时鲁汶大学电子工

程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加入 imec 和根特大学光电子联合实验室

工作。2011 年 3 月回国就职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三十八研究所，

成立光电集成中心并担任主任职务。先后参加欧盟第 6 框架和第 7 框架下的光子集成项

目，主持和参加国内各类基金项目 10 余项。 

mailto:phenixgj@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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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义能带调控的纳米光电子器件 

黄翊东 

清华大学 

yidonghuang@tsinghua.edu.cn 

摘要：类比于晶体中电子的能带结构，各种粒子、准粒子的能量-动量关系可以看作是

一种“广义能带”。光电子器件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各种粒子及准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微纳结构对于各种粒子广义能带的调控直接改变了各种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产

生各种独特的光电效应。本报告介绍通过微纳结构对光子、声子、表面等离子激元的

广义能带进行调控，从而实现新功能光电子器件的研究进展。通过设计二维光子晶体

调控光子能带，研制出新型光子晶体慢光波导，实现了尺寸只有 8m 17m的超小

型宽带慢光波导光开关（工作带宽 24nm，消光比 15dB）；通过设计光声晶体

（Optomechanical Crystal），同时调控光子、声子的能带，操控光子与声子的相互作

用，研制出异质结构光声晶体悬臂微腔，实现了同类结构中报道的最高声子频率

（5.66GHz）；基于对超材料的广义能带——色散特性的分析，提出在双曲超材料中存

在“无阈值切伦科夫辐射”现象，通过研制集成在双曲超材料表面的飞行电子结构，实

验观测到了 “ 无阈值切伦科夫辐射 ” ，辐射波长 500~900nm ，电子能量仅为

250~1400eV，比目前报道的同类实验所需几十万 eV 的电子能量降低了 2~3 个数量级，

这一结果不仅实现了片上集成自由电子光源的雏形，也使得在芯片上研究飞行电子与

微纳结构的相互作用成为可能。 

 

个人简介：黄翊东 199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学位），

1991-1993 年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留学。1994 年成为 NEC 光-无线器

件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2003 年作为清华大学“百人计划”人才引

进，2005年被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7年被评为“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7-2012 年担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系

主任，2013 年起担任系主任，并于 2015 年兼任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

息研究院院长。她致力于微纳结构光电子学领域的研究，发表论文 300余篇。引用逾千

次。现为中国电子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分会理事，中国光学学会常务理事、基础光学专

业委员会委员、微纳光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计量科学咨询委员会

委员，ACS Photonics 杂志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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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正方形微腔激光器模谱调控及应用 

黄永箴，翁海中，肖志雄，杨跃德，肖金龙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集成光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北京 100083 

yzhuang@semi.ac.cn 

摘要：正方形微腔中的高 Q 驻波模式受腔结构的微扰影响较小，适于实现光子集成。

这里，我们介绍在变形正方形微腔对激射谱的调控及其在光生微波、THz 波以及光频

梳方面的应用。我们设计了一种图形电极的正方形微腔激光器，实现了模式频率间隔

可调的双模激射。通过光外差技术，我们还把双模正方形微腔激光器的输出经饵光纤

放大器放大后，在高速光探测器（UTC-PD）上实现了亚 THz 波产生。我们采用弧边方

形微腔激光器来提高谐振腔的 Q 值和横模间距，进一步提高了双模激射的频率间隔。

另外，我们还研制了耦合的双正方形微腔激光器，通过电注入调节两个正方腔谐振模

式的相对位置，实现了光-光谐振效应对激光器调制带宽的增强，并利用耦合谐振腔的

双模激光输出在高非线性光纤上实现了四波混频的频谱展宽，实现了相干光频梳输

出。 

个人简介：黄永箴 1989 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进

入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1994 年在英国电信实验室做访问学

者。1997 年获聘半导体所研究员，2002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现担任集成光电子学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主任，半导体所学术

委员会主任。针对光互连对微纳光电子集成器件及芯片的需求，近

十几年来系统地开展了适于集成的微腔半导体激光器及其应用研

究。开创了多边形微腔半导体激光器研究，率先系统研究了直连波导定向输出微腔激

光器及其集成，和光注入微腔激光器的动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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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al wavelength routing chip using multi-project wafer photonic 

integration platform 

刘  永 

电子科技大学 

YongLiu@uestc.edu.cn;LiuYong6328@126.com 

 

Abstract: This talk presents an optical wavelength routing chip using multi-project wafer 

(MPW) photonic integration platform. Three mature standardized MPW photonic platforms, 

including indium phosphide (InP), silicon photonics, and TriPleX (Si3N4/SiO2), are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wavelength routing chip is explained. By using InP-based MPW 

service, the concept is transferred to make a monolithically integrated wavelength routing 

chip. The chip has four inputs and four outputs, and has integrated four wavelength converters 

based on cross-gain modulation and cross-phase modulation effects in semiconductor optical 

amplifiers and a 4 × 4 arrayed-waveguide grating router. Error-free wavelength switching for 

a non-return-to-zero 2
31

-1 pseudorandom binary sequence at 40 Gb/s data rate is performed. 1 

× 4 and 3 × 1 all-optical routing functions of this chip are demonstrated with power penalties 

as low as 3.2 dB. 

 

Yong Liu received the Master’s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China, in 1994, and the Ph.D. 

degree from 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indhoven, The 

Netherlands, in 2004. In 2003, he was awarded an IEEE/LEOS (now 

called IEEE Photonics) Graduate Student Fellowship. Since 2007, he 

worked as a professor 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 Technology 

of China. He has (co) authored more than 200 journal and conference papers. He received 

Chinese National Science Fund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in 2009 and Chinese Chang 

Jiang Scholar in 2013.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optical nonlinearities and applications, 

optical signal processing, and optical fiber technologies and photonic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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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石墨烯的近场热传递效应与热光伏器件应用 

马云贵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杭州市，310058 

yungui@zju.edu.cn 

 

摘要：石墨烯在太赫兹与远红外波段具有很强的等离激元与表面波聚光特性，在红外热

辐射调控上具有很强的应用潜力。在本报告中，我们将介绍利用石墨烯的等离激元场增

强与近场耦合特性，通过倏逝波隧穿来获得远高于黑体辐射的热能传递效率。讨论这种

特性与氮化硼等声子共振型材料的模式杂化耦合，来增强热光子态密度，进一步增强热

传递效率。在理论基础上，我们首次完成了实验验证研究。在宏观尺度上证实了石墨烯

等离激元在近场热传递的显著增强作用，也实验验证通过石墨烯与掺杂硅的等离激元近

场耦合，可以获得高于石墨烯对的热传递效率。在此基础上，我们理论研究了利用石墨

烯与硅界面形成的肖特基结效益，来构造高效率近场热光伏器件的物理与技术可行性。 

个人简历：马云贵，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2011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5 年获浙江省杰出

青年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分别于 2000 年和 2005 年在兰州大学

获得本科和博士学位，2001 至 2002 年赴日本信州大学交流学

习。2005 年被聘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 Research Fellow，

2009 年被聘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Temasek 研究所 Research 

Scientist，2011 年被聘为浙江大学光电信息工程学系特聘研究员，2014 年转升教授。目

前主要从事新型光电磁调制技术、人工光电磁材料与器件以及亚波长微纳光学等方面

的前沿及应用课题研究，承担着相关方向的科技部 863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项目。迄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人身份在 Nature Materials、Physical Review Letters、

Nature Communications、NPG Asia Materials 等国际一流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做

国际会议特邀报告 20 余次, 研究成果得到了 Nature News、Physics Org、MSNBC 等国

际媒体的关注和传播报道，多次参与组织本领域 PIERS 国际学术会议并担任分会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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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化窄线宽 1550nm 激光光源 

苏  辉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huisu@fjirsm.ac.cn 

 

摘要：随着 100Gb/s 光传输系统的大规模商用化部署应用，在未来十年里 400Gb/s 超高

速光网络市场将会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其中窄线宽激光光源是超高速相干光通信系统

的核心光器件。本项目我们首先从材料上着重优化其阈值增益、光场限制因子、线宽增

强因子等与激光线宽相关联的关键因素；并调整应变补偿量子阱空穴能带，降低材料阈

值提高增益。进一步地，采用掩埋异质结结构达到了对载流子和光场在横向上的限制，

降低阈值和发散角，提高注入效率。在芯片上适当采用具有一定弯曲的波导结构，并结

构优化设计的宽波段低反射膜，降低了腔面反馈的模式增益；并在光纤布拉格光栅的耦

合曲面结构进行设计，提高耦合效率，对光栅的耦合强度值进行优化，达到在宽电流范

围内的单纵模工作。项目实现了 1550nm 单纵模激光输出线宽<50KHz，光谱边模抑制比

≥40dB，器件相对强度噪声≤-140dB/Hz。此外，中科光芯公司也着重开发用于高速光通

信的 1310nm 10G 直调 FP/DFB 激光器，人眼安全 C 波段的高功率 DFB 激光器；项目的

研发和产业化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个人简介：苏辉，男，福建福安人，1971 年 11 月生，博士，中组

部“千人计划”第十批人才，中国科学院引进的“百人计划”人才，

福建省“百人计划”人才，现任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研究员及福建

中科光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93 年获武汉大学物

理系学士学位；1998 年获得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博士学位；

1998-2004 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电子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获光学

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从事半导体量子点激光器的研究。其间 2003 

年下半年在 ZIA LASER 公司兼职做 Research Scientist 做半导体锁模激光器的研发。

2004-2006 年，在美国伊利诺依州香槟分校做博士后，从事半导体中的快光与慢光现象

与红外探测器的研究。2006-2009年，在美国EMCORE公司做Staff scientist 和Senior staff 

scientist，从事半导体激光器的研发。 

 

mailto:huisu@fjirsm.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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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基纳米束滤波和开关器件 

苏翼凯 

上海交通大学 

yikaisu@sjtu.edu.cn 

 

摘要：我们首先介绍硅基纳米束波导的结构和原理，其功能等效于一个 FP 腔。将该纳

米束腔放入一个环路内，即构成了波长交织器。此交织器的面积是 64 μ m × 70 μ

m，工作波长为1507 nm至 1600 nm，信道间隔为18 nm，3-dB和10-dB带宽分别为 16.8 

nm 和 21.2 nm，消光比优于~10 dB，插损为~0.7 dB。将该纳米束结构放在二个直波导

中间并加以热调，即形成一个超小体积的 2×2 的热光开关，实验中达到 1.23 纳米/毫瓦

的高调节效率和低至 0.16 毫瓦的开关能量。最后，我们演示一个悬空结构的硅基纳米

束可调滤波器，金属加热电极沉积在硅波导的脊型结构上直接进行加热，加上悬空结

构带来的热隔离，从而实现了高达 19.32 nm/mW 的热调效率，可调范围达到 34nm。 

个人简介：苏翼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杰青、长江。IEEE 光子学

会上海分会主席、APL Photonics Associate Editor（2015-2018）、

Photonics Research Associate Editor （2013-2019）、Optics Letters 

Topical Editor（2008-2014）、IEEE JSTQE Guest Editor（2008/2011）。

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学士、199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

1994）、美国 Northwestern University（博士、2000），1999 年部分

时间及 2001-2003 年于美国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工作，2004 年至今任上海交通大学教

授。研究方向为光电子器件及集成、传输与交换光子学。发表论文 300余篇，被引用超

过 3400 次（Scopus 检索），受邀请在国际会议上做报告约五十次。拥有授权美国专利

6 项，中国发明专利 50 多项。多个国际会议共同主席（ACP 等）、国际会议技术委员

会委员（CLEO、OFC、ECOC、LEO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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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on-chip N-dimensional grooming photonic signal 

processing 

王  健 

华中科技大学 

jwang@hust.edu.cn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ever-increasing demand for high-speed data traffic, it is 

highly desirable not only for optical fiber transmission but also for optical data processing to 

exploit multiple physical dimensions of lightwaves, i.e. the combination of advanced 

multi-level modulation formats and multiplexing techniques, such as m-ary phase-shift keying 

(m-PSK), m-ary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m-QAM), orthogonal frequency-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 wavelength-division multiplexing (WDM), polarization-division 

multiplexing (PDM). Moreover, photonic integrated circuits have facilitated possible 

integration of complete op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on a single chip. Silicon photonics 

offers a promising integration platform for on-chip photonic signal processing, which features 

distinct advantages of low power consumption, small footprint for high-density integration, 

and complementary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CMOS) compatibility for low-cost mass 

production. In this scenario, a laudable goal would be to develop on-chip grooming photonic 

signal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exploiting multiple physical dimensions of lightwaves. 

In this talk, we will review advances in on-chip N-dimensional grooming photonic signal 

processing using silicon nanophotonic devices: 1) N-dimensional signaling in silicon slot 

waveguides; 2) wavelength conversion of OFDM m-QAM signals using a silicon waveguide; 

3) multi-channel wavelength conversion of Nyquist 16-QAM signal using a silicon 

waveguide; 4) wavelength conversion and optical regeneration of m-PAM signals using a 

silicon waveguide; 5) optical data exchange using m-QAM signals; 6) high-base optical 

computing (addition/subtraction) using m-PSK signals; 7) selective conversion using 

graphene-silicon microring; 8) on-chip 640-Gbit/s throughput, granularity-flexible 

programmable optical filtering and reconfigurable optical add/drop multiplexing (ROADM) 

on silic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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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 Wang received the Ph.D. degree in physical electronics from the 

Wuhan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Optoelectron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in 2008. He worked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in the optical communications laboratory 

in the Ming Hsieh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of the Viterbi 

School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from 2009 to 2011. H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at the Wuhan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Optoelectron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Jian Wang has devoted his research efforts to innovations in photonic integrated devices and 

frontiers of high-speed optical communications and optical signal processing. He has more 

than 300 publications, including 3 book chapters, 2 special issues, 3 review articles, 5 invited 

papers, 42 tutorial/keynote/invited talks (invited talk at OFC2014, tutorial talk at OFC2016), 

8 postdeadline papers, and more than 100 journal papers published on Science, Nature 

Photonics, Scientific Reports, Optics Express, Optics Letter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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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基光波导放大器 

王兴军 

北京大学 

xjwang@pku.edu.cn 

个人简介：王兴军，男，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首批青

年长江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科技委主题责任专家，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科技部 863重大项目负责人。2005年获工学

博士学位，2007-2009 年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JSPS 学者），

2009 年加入北京大学，任副教授、教授。中国光学学会光电技术专

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光学工程学会委员会委员、中国宇航学会

光电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亚洲光子学、国际光学仪器与技术等国际学术会议技术委

员会委员。半导体学报、中国光学、激光杂志等期刊编委。近 5 年承担 863、973、自

然科学基金等十余项国家级研究课题，其中主持 8项。在国内外主要期刊和重要学术会

议共发表论文 130 余篇，SCI 收录 50 余篇，其中影响因子 10.0 以上 1 篇，3.0 以上 30

余篇，SCI 他人引用 800 余次，国际会议邀请报告 15 次，发明专利 8 项。撰写中英文

专著 2 本。 

 

 

 

 

 

 

 

 

mailto:xjwang@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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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集成的硅基光发射器件研究 

徐开凯 

电子科技大学 

kaikaix@uestc.edu.cn 

 

摘要：硅基光源具有与硅 IC 兼容的突出优点，是未来硅 IC 实现片内光互连、解决金属

互连因线宽太窄造成引线电阻过大影响电路正常工作的难题所用的最佳光源，但是硅

基光源与化合物光源相比，发光强度十分微弱。因此，提高硅基器件的发光效率是硅

基光电互连集成领域的研究热点、难点。针对此问题，提出 MOS 栅控硅发光新结构，

借助引入的电场控制端，实现对载流子分布控制，将反向击穿电压降低，击穿区域从

点扩展到面，实现发光效率的提升，从根本上克服高速硅 IC 光互连中硅光源发光效率

低的缺点。进一步从 MOS 电容结构两侧积累电荷量大小入手、以缩短 MOS 电容的充

放电时间为主要目标，开展外加电场对硅基电光调制器件调制速度提升的研究。提出

与标准 CMOS 工艺兼容的 MOS 型场致硅基电光调制器件结构，优化类 MOS 电容结构

两侧扩散区载流子浓度的分布，降低在此区域的光损耗，使 MOS 电容充放电过程逐渐

向瞬态逼近，载流子穿越耗尽区的时间在强电场的作用下近一步降低，从而大大提高

调制效率、提升调制速度，有望从根本上解决硅基电光调制受硅材料自身特性限制的

瓶颈，为真正实现多端口可控硅电光调制，高速响应、集成化发射光源提供有力支

撑，为未来集成光子集成器件发展带来新一轮技术变革。 

 

个人简介：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博士，研究员，电子科技大学百人计划

入选者，四川省千人计划入选者，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国家重点实

验室（电子科技大学）成员、新型微纳器件与系统技术国家重点学科

实验室（重庆大学）客座成员，IEEE Senior Member。研究成果受到

了同行的肯定，特别是得到了光电集成技术创始人、以色列

Ben-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 教授 Dr. Herzl Aharoni【美国光学

学会会士（OSA Fellow）、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 Fellow）、美国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SPIE Fellow）、英国物理学会会士（IOP Fellow）、英国工程

技术学会会士（IET Fellow）】的认同。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入选 IEEE EDS 光电器

件技术委员会，成为当届全球 11 名委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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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光电子材料、器件与集成技术的一些进展 

余思远 

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siyuan.yu.all@gmail.com 

 

摘要：光通信、光互联、光传感、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信息光电子技术的基础是光电

子材料、器件与集成技术。光子集成最为核心的科学问题仍然是有源与无源光子功能

的集成。近年来，在其中几个最主要的技术方向上，中山大学集成信息光电子芯片与

系统研究团队围绕上述科学问题，面向应用功能，开展了基础技术攻关和集成器件研

制工作。 

在硅基、氮化硅基光子集成方向上，集中攻克低吸收低应力氮化硅材料制备、硅和氮

化硅波导损耗、光纤耦合、功能单元和有源混合集成等关键技术。实现了低损耗 SOI

和氮化硅波导、高效率宽带波导—光纤阵列耦合、各种基本单元光子器件、以及多种

有源光子材料和器件的混合集成芯片。并实现了双层硅基波导三维集成。 

在磷化铟基光子集成方向上，集中攻克了大深度、大高宽比结构的高质量刻蚀工艺，

实现了脊波导 DFB 激光器和高性能三维单片集成 4x4 光开关阵列芯片等高难度器件。 

在砷化镓基光子器件与集成芯片方向上，基于合作方提供的外延量子点材料，实现了

基于量子点高精度定位技术的高效率、高质量量子点微腔耦合单光子发射器件，并实

现了超宽光谱覆盖的 1300nm 波段硅基量子点 DFB 激光器阵列芯片。 

在纳米光子器件方向上，基于硅、氮化硅介质超表面实现了基于变换光学的大直径平

面透镜和轨道角动量模式复用解复用器件以及基于近场光场调控的特殊光束发射器

件。 

个人简介：余思远 2010 年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现任中山大学光

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副

院长，国家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其研究范围跨越光电子物理、材

料、微纳光子器件与集成芯片以及光通信网络技术。主要研究成果

包括世界首例集成轨道角动量光涡旋发射阵列芯片（Science, 2012.10

封面报道）、世界首例量子光学集成芯片（Science, 2008.05 封面报

道）、集成高速光开关阵列、集成微环半导体激光器及全光逻辑门器

件研究等。发表国际期刊和高级别国际会议论文超过 200篇，并且是多项国际专利的发

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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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光子与微纳光学集成的技术思考 

周  涛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29 研究所 

zhj_zht@163.com 

 

摘要：微波光子技术融合了微波和光子两大学科的优势，在宽带性、高速性、并行性

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是宽带电子信息系统的重要实现路径之一，而光电集成是其

关键的技术支撑，微纳光学是实现高密度集成微系统和展示微波光子优势的基础。因

此，本报告简要介绍了微波光子技术的原理和特点，分析了微波光子在宽带信息系统

中的技术优势和应用前景，展望了宽带信息系统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微纳光学材

料、器件和集成工艺的能力需求，结合系统需求分析了现有基础器件和制备工

艺的不足，思考了微纳光学和光子集成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存在的挑战。 

 

个人简介：周涛，男，1978.3 出生，2003.6 获得浙江大学光学工

程博士学位，同年加入中国电科集团 29 所，现为中国电科二十九所

首席专家、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长期从事微波光子学前沿技术和电子对抗系统技术研究，先后

承担了国防 973、863、预研、自然基金面上项目等十余项国家和国

防级项目，获得国防进步奖、国防发明奖等相关奖励，相关成果获

得国防发明专利授权 2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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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孙洪波（清华大学） 

吴汉明（灿芯创智微电子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程序委员会： 

张学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周常河（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钟敏霖（清华大学） 

陈根余（湖南大学） 

陈岐岱（吉林大学） 

黄  河（中芯集成电路（宁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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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大面积光栅的两种途径及其实现过程 

巴音贺希格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bayin888@sina.com 

摘要：衍射光栅（简称光栅）是一种具有纳米精度周期性微结构的超精密光学元件。它

作为核心色散单元器件，在天文学、光谱学、光通信、激光器等众多领域具有重要应

用。光栅的主要制作方法有机械刻划和全息光刻两种。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做大”

和“做精”是两大世界性难题。机械刻划是制作大面积、高精度光栅的传统方法，也

是制作中阶梯光栅等低刻线密度大槽深光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光栅刻划机是制作光

栅的母机，被誉为“精密机械之王”。制作面积达 400mm×500mm 中阶梯光栅的刻划

机，要求在约 20km 行程范围内保证光栅刻槽间距误差小于 10nm，其研制难度极大。

光栅刻划机由上千个元件、部件构成，而且各部件加工精度、整机运行精度、环境控

制精度以及光栅刻划刀调节精度等各个环节的技术指标都几乎达到极限程度。扫描干

涉场曝光是制作大面积全息光栅的一种新技术，其原理是使用两束高斯激光束束腰处

相叠加形成干涉条纹，并通过工作台的 X 方向和 Y 方向二维运动以步进扫描曝光方式

将干涉条纹记录于光刻胶上。为此，研制大型扫描干涉场曝光系统是基础，这要涉及

到重载荷长行程纳米精度工作台设计方法、精密部件加工工艺、光机结构测量及系统

装调技术、曝光光束质量控制方法及技术、干涉场测量及调整技术、干涉场相位锁定

技术、光栅衍射波前控制方法及技术、关键环境控制技术等多方面的内容。 

 

个人简介：巴音贺希格，1962年生，理学博士，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光栅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光栅制造与应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平面光栅标量与矢量理论、

凹面光栅消像差设计方法、光栅与光谱仪器一体化设计方法、光栅制

作检测技术研究以及大型高精度光栅制造专用光电设备研制，现负责

国家重大仪器专项（基金委）“1.5米扫描干涉场曝光系统的研制”

项目和973计划项目“大面积光栅纳米精度制造中的基础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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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技术研究进展 

陈长军 

苏州大学 

 

摘要：本报告首先介绍了增材制造的国内外的发展现状，然后介绍了增材制造的发展

趋势与面临的挑战，并介绍了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工作。  

 

个人简介：陈长军  博士，教授，苏州大学激光加工中心主任。

江苏省 333 人才入选者，苏州市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高层次紧

缺人才入选者。江苏省激光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苏州工

业园区激光产业联盟秘书长。国家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评审专

家，国家增材制造标准委员会委员。发表论文 200 多篇，获得

授权发明专利 20多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0多项。承担国家和

地方项目 10 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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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秒激光直写晶体波导的研究进展 

陈  峰 

山东大学物理学院 

drfchen@sdu.edu.cn 

 

摘要：晶体材料在光学与光子学中具有重要的应用，被广泛的用于激光产生、频率转

换、信息处理及存储等许多领域。利用飞秒激光直写技术，可以在晶体材料中写入各

种类型的光波导结构。飞秒激光脉冲诱导晶体中写入区晶格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造

成折射率的变化（增大或者减小），从而形成波导结构。飞秒激光可以诱导产生一类和

二类折射率改变，由此形成单线、双线、多线、包层、类光晶格等多种类型的波导结

构。采用合适的写入方案，可以制备二维及三维波导结构，波导也因此具备多种多样

的模式分布。此外，与非晶态的玻璃介质不同，晶体中的三维波导制备需要特殊的方

案。本文总结了近年来飞秒激光直写晶体波导领域的研究进展，包括波导的制备方

法、波导类型与模式、波导的应用（波导激光、频率转换等），并指出该领域未来几个

潜在的发展方向。 

个人简介：陈峰，博士，教授。现任山东大学物理学院院长。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英国物理学会会士，美国光学

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学会基础光学专业

委员会委员，山东物理学会理事长，山东电子学会副理事长，

Optical Engineering、Scientific Reports 编委，德国洪堡学者。研究

方向为光学晶体波导、离子束材料改性、飞秒激光微加工、波导激光与信号处理、集

成光子学结构等。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00 余篇，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邀请报告 40 余

次，连续入选 2014、2015、2016 年度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mailto:drfchen@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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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微细结构的飞秒激光微加工及其应用 

陈  烽 

西安交通大学 教育部微纳制造与测试技术国际联合实验室，西安 710049 

chenfeng@mail.xjtu.edu.cn 

 

摘要：具有微/纳米结构特征的复杂微细结构加工在航天、航空、信息、能源和生物医

学等领域方面都具有十分广泛和重要的应用。与传统的加工方法相比，激光微加工技

术具有能量最大限度集中、易操作、高柔性、高质量、节能环保等突出优点，尤其是

超快激光微加工由于其极小的热和机械损伤、加工精度高，可广泛用于金属、半导

体、电介质和聚合物等各类材料上的微加工及表面处理，成为国际上近年来微加工技

术的热点。本报告中将介绍超快激光在复杂微细结构，尤其是具有特殊功能性微细结

构加工的相关研究进展，并探讨其重要应用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趋势。 

 

个人简介：陈烽，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 微纳制

造与测试技术国际联合实验室副主任，陕西省光学学会理事/副秘书

长，《应用光学》杂志编委，《激光制造商情》编委。1997 年在中

国科学院获博士学位。1999 年任瞬态光学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

员和学科带头人，2002 年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方向包括：飞秒激光微纳制造、激光仿生微纳制造、超快光子学和微纳光子学

等。在飞秒激光微加工领域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重大科学仪器开发专项课题、国家 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项目。

mailto:chenfeng@mail.x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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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秒激光精密加工微纳光学元件 

陈岐岱 

吉林大学 

 

摘要：基于蓝宝石和石英等硬脆材料的微纳光学元件具有常规光学元件无法比拟的光

学成像和光束整形能力，能够大幅度简化光路结构，降低系统重量和尺寸，在航天、

航空和激光技术等领域都有紧迫需求。然而，由于尺寸小，无法利用金刚石车床数控

铣磨等技术进行加工，如何制备硬脆材料微纳光学元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难题。飞秒

激光加工技术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其基本思想是利用超短激光脉冲聚焦

的“焦点”与物质发生非线性相互作用，最小可在深亚波长至纳米尺度诱导光物理、

光化学变化而改变使局部材料特性，进而通过计算机控制“焦点”图案化扫描，实现

高精度三维微纳结构制备。我们通过引入柱透镜和相位掩模版的飞秒激光光场裁剪技

术和干法刻蚀辅助的飞秒激光加工技术，有效提高了飞秒激光加工硬脆材料的表面质

量和加工效率。制备得到了大面积亚波长光栅结构、蓝宝石基菲涅耳波带片和达曼光

栅、折衍混合透镜和仿生复眼等系列高性能微纳光学元件。 

个人简介：陈岐岱，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工作围绕飞秒激

光加工的器件功能化、加工效率提升和走向实用化等领域难题开展研

究，在 IEEE 学会杂志和包括 Nature Communications、Advanced 

Materials、ACS Nano、Laser Photonics Review 和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在内的领域一流杂志发表第一作者、通信作者论文 65 篇。所

有论文被 SCI 论文他引 3026 次，H-index 37。论文被 Laser Focus World 

等知名科学杂志和学术媒体专题报道（Highlight）30 余篇次。应邀在国际学术会议做邀

请报告 12 次，因在固态光化学领域的开拓性工作，获 2015 年日本化学学会 

“Distinguished Lectureship Award”。获吉林省和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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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电材料中的三维纳米制造 

程  亚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光机所 

 

摘要：我们讨论利用飞秒激光在玻璃或晶体衬底上形成三维微纳

结构，从而突破光学加工中难以避免的衍射极限的限制。 

简介：程亚，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院长，教

授，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超快非线性光学和超

快激光微纳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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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尺度制造 

房丰洲 

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 

 

摘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支柱产业。近期，德国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了“工业 4.0”战略，对我国推进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鉴于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工业水平之

间的较大差异，我国总体追求“工业 4.0”的时机尚未成熟。为加速实现李克强总理所提

出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必须在制造领域寻找新的突破口，实现制造

业的跨越式发展。纵观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和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以经验和技艺为

基础的手工成型制造时代；基于机器精度的可控制造时代；接近物质基本组成的原子

和近原子尺度的制造(Atomic or Close-to-atomic Scale Manufacturing, ACSM)时代，即

“制造 III”。原子尺度制造不同与传统的制造，其理论远远超出常规制造的理论和技术

范畴，更多的依赖于新的科学原理和理论基础，在光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生

物医药和国防安全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是下一代制造技术发

展的重要方向，对我国下一轮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具有战略意义。 

关键词：工业 4.0；制造 III ；原子尺度制造 

个人简介：房丰洲，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教授，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1982 年起工作于

制造领域，长期从事精密制造、微纳制造及光学制造的研究。在

纳米加工基础理论、方法、及技术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开拓性研究

工作，先后完成实际工业应用项目百余项。国际纳米制造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anomanufacturing）发起人和第一任主

席；纳米制造与计量学报（Nanomanufacturing & Metrology）主编；国际生产工程院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Production Engineering）Fellow、SME 学会（Society for 

Manufacturing Engineers）Fellow、国际纳米制造学会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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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激光系统中高阈值、大口径衍射光栅研制进展 

邱克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blueleaf@ustc.edu.cn 

 

摘要：为获得高功率激光输出，高阈值、大口径衍射光栅被应用于脉宽压缩、光束采样

及表面减反射等。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苏州大学、中科院上海光学与精

密机械研究所组成的研究团队，从 2002 年开始为我国的高功率激光系统进行衍射光栅

研制，所研制的光栅包括采样光栅、皮秒脉冲压缩压缩光栅及飞秒脉冲压缩光栅。项

目组于 2009 完成第一块 200mm*400mm 脉冲压缩光栅研制， 2013 年完成了 20 多块

430mm*350mm 脉冲压缩光栅，并提供给相关单位使用。 

十二五期间，针对纳秒、皮秒脉冲压缩光栅，我们已完成米级尺寸光栅的第一阶段技

术攻关，发展了大口径光栅研制所需的光学加工、镀膜、光刻胶涂布、全息曝光、离

子束刻蚀以及光栅综合清洗技术。所研制的 1025mmх 350mm 脉冲压缩光栅在上海神

光 II 装置进行压缩实验，2016 年 7 月，实现了 1035 焦耳（8 皮秒）输出，标志着我国

高能拍瓦激光系统输出能力已跨入世界水平。目前我们研制出 1400mm*420mm 脉冲压

缩光栅，平均衍射效率达到 97.3%，  衍射效率均匀性 RMS0.3%，光栅阈值

1J/cm
2
(10Ps)，相关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对于飞秒激光脉冲压缩光栅，我们已对镀金光栅、金-介质膜光栅进行了技术攻关。使

用我们所研制的 970mm×370mm 光栅，用户单位实现了 5 ×10
15 瓦世界最强激光输

出。 

对于光束采样光栅，多块 430mm*430mm 光栅已用于我国多个强激光系统的物理实

验，并完成了在采样光栅表面制作精细光栅结构实现表面减反射的初样研制，351nm

波长 0 级透射率增加至 95%，光栅抗激光损伤阈值得到显著提高。 

 

Fig.1 米量级皮秒、飞秒脉冲压缩光栅及小批量采样光栅 

mailto:blueleaf@u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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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邱克强，副研究员。2008 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主要从事 X 射线波段、紫外、可见光及红外波段的全息-离子束

刻蚀衍射光栅研制。近年来在大尺寸衍射光栅的离子束刻蚀与清洗技

术、X 射线透射光栅研制技术、全息离子束刻蚀矩形、正弦、三角形

等光栅槽型的精密控制技术领域取得突破进展。发表相关论文 20 余

篇，包括 Optical Express，Analyst, Chinese Optical Letters，Microelectric Engineering，

Nuclea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in Physics Research Section B 等学术杂志，相关技术已

获专利授权 1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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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内部的飞秒激光微纳结构制造 

邱建荣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 

qjr@zju.edu.cn 

 

摘要：飞秒激光是一种实验室能够实现的极端的物理条件。利用飞秒激光与物质的

高度非线性相互作用，可在透明介质如玻璃内部诱导实现有三维空间选择性的各种高

度可控的微纳结构。报告将介绍我们在相关领域的一些发现、这些现象产生的物理机

制以及潜在的应用。重点介绍我们发现的离子价态和团簇选择性操控、单光束诱导的

偏振依赖纳米光栅、沿激光传播方向形成的周期性纳米空洞以及各种纳米粒子的选择

性析出等现象及其在微纳集成光学器件中的应用。 

个人简介：浙江大学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带头人。曾

获日本稀土学会学术奖（足立奖，1999 年）、德国 Abbe 基金

的国际 Otto-Schott 研究奖（2005 年）、日本陶瓷协会学术奖

（2007 年）和美国陶瓷协会 G. W. Morey 奖等奖项。兼任国际

玻璃协会理事、中国硅酸盐学会特种玻璃分会副理事长、中国

光学学会光学材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硅酸盐学报副主编和 J. Non-Cryst. Solids 等

SCI收录英文期刊 Associate Editor 等。研究方向为信息功能材料以及飞秒激光与材料相

互作用。发表 SCI 收录论文 500 余篇。其中 Adv. Mater., J. Am. Chem. Soc.,Chem. Soc. 

Rev.等影响因子大于 3的 300余篇，论文被SCI他引 13500余次，最高单篇 SCI他引 650

余次。2012 年曾被评为华南理工大学“最受学生喜爱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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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微纳光纤器件制备技术及传感应用 

王义平 

深圳大学、广东省光纤传感技术粤港联合研究中心 

ypwang@szu.edu.cn 

 

摘要：微纳光纤器件在光纤传感领域具有重要应用。本报告主要介绍深圳大学“广东

省光纤传感技术粤港联合研究中心”近年来在新型微纳光纤器件制备技术及其传感应

用领域的研究进展。新型微纳光子器件制备技术包括飞秒激光制备技术、紫外激光制

备技术、CO2 激光制备技术、电弧放电技术、氢氧焰加热技术和光纤研磨技术等。利

用这些技术在常规单模光纤、光子晶体光纤、光子带隙光纤、少模光纤、多芯光纤等

光纤上制备了不同类型的微纳光子器件，例如光纤光栅、并联式光纤光栅、串联式光

纤光栅、光纤微流通道、光纤微腔干涉仪、光纤端面气泡、圆形光纤气泡、椭圆形光

纤气泡、纺锤形光纤气泡等。并且进一步研究了这些新型微纳光纤器件在温度、应

变、弯曲、扭曲、折射率、浓度等领域的传感应用，尤其研究了蓝宝石光纤光栅在超

高温传感领域的应用。此外，还研究了基于微纳光纤器件的 SPR 技术和氧化锌纳米线

在生物化学传感等领域的应用。 

个人简介：深圳大学光电工程学院、国家杰青、“万人计划”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特聘教授、博导。1995年获西安工业学院精密仪器学士

学位；2000 年获重庆大学精密仪器及机械硕士学位；2003 年获重庆

大学光学工程博士学位，然后到上海交通大学做博士后；2005年香港

理工大学，博士后；2007 年德国耶拿光子技术研究院，洪堡学者；

2009 年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欧盟居里学者；2012 年受聘深圳大学特

聘教授，组建了“光纤传感技术研究团队”、“广东省光纤传感技术粤港联合研究中

心（主任）”、“深圳市物联网光子器件与传感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和“深圳市光

学材料飞秒激光制备工程实验室（主任）”。研究方向：光纤传感技术、光纤光栅、微

纳光子器件、飞秒激光微加工、光子晶体光纤等。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欧盟

玛丽居里国际引进人才基金奖、德国洪堡研究基金奖等 10 项奖励。主持了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等 23 项课题。授权中国和美

国专利 25 项。发表学术论文 260 篇（SCI 收录 156 篇，SCI 引用 2135 次，H 指数: 23）。

主办大型学术会议 3 次、大会报告 2 次、特邀报告 35 次。 

mailto:ypwang@szu.edu.cn
http://cofs.szu.edu.cn/
http://cofs.szu.edu.cn/
http://cofs.szu.edu.cn/
http://cofs.szu.edu.cn/
http://cofs.s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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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直写技术直接制备电子线路板及电子元器件技术进展 

曾晓雁，吕铭，刘建国, 欧阳韬源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 

xyzeng@mail.hust.edu.cn 

 

摘要：激光直写技术就是采用激光技术在基板或者零件表面制备导线、电阻、电容、

电感及传感器等电子元器件的工艺与方法。根据制备工艺方法不同，分为一步法与两

步法两种方式。前者包括激光诱导化学镀、激光诱导化学气相沉积、激光诱导固相沉

积、激光微熔覆，后者包括激光直写活化-化学镀/电镀，或者激光直写图形化-化学蚀

刻复合加工工艺等。与传统的蒸发/溅射镀膜-光刻腐蚀、丝网印刷、微笔直写、喷墨打

印等工艺方法相比，激光直写最大的技术特点是，可以在三维基板表面实现导电线路

或者电子元器件的制造，且结合强度高，因此近年来一直是电子制造领域的研发热

点。另一方面，陶瓷材料因其热导率高、介电常数低、机械性能强、绝缘性能好等众

多优点，已成为新一代集成电路、半导体模块电路及功率电子模块的理想封装基材，

陶瓷布线技术也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发展。 

针对现有陶瓷电路板制造技术存在技术环节多、设备昂贵、生产周期长、基材通用性

不足等缺点，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自主研发了激光微熔覆制造技术与激

光活化-化学镀复合制造技术，在线路板和电子元器件的制造与应用方面开展了系列研

发工作，在导电线路的线宽、导电性、与基板结合强度方面取得重要的技术突破，也

为相关电子器件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技术路线。本报告将报告相关的实验结果与应用情

况。 

个人简介：曾晓雁，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教授，工

学博士。长期从事激光材料加工技术研究工作，具体涉及激光增

材制造技术、激光制造技术与激光光谱分析技术研究。已经取得

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并在航空航天、兵器、石油化工等领域中得到

应用，为企业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国内外重要

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320 多篇，获得发明专利 70 余项，大部分都

在工业领域得到实际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省部级科技奖励多项。 

 

mailto:xyzeng@mail.h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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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下一代）身份证及相关技术展望 

周常河 

暨南大学光子技术研究院 

 

摘要：随着 Iphone X 手机可以获取人脸深度信息，三维人脸的获取和识别技术成为了

目前的研究热点。因此，也有必要探讨和研究三维（下一代）身份证的必要性、可行性

以及其中的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问题。目前二代身份证已经实施了十多年，随着技术

的发展，身份证也应紧跟时代进步的潮流，将新技术引入到下一代身份证中。所谓三

维身份证不仅是指电子芯片内存储的人脸信息是三维的，而且目前身份证上二维人脸

图像也应更新为三维的。目前摄像头大量使用，例如，对驾驶员或行人等，有时只能

得到侧面人脸信息，此时采用虹膜、指纹等识别手段并不方便。此时，三维人脸获取

和识别技术就有独特优势。三维身份证的实施包含一系列的基础科学问题和关键光学

技术，例如，三维人脸光学获取、三维人脸特征表达、三维人脸光学显示、识别、证

件制造及应用技术等问题。周常河申请了 ” 三维身份证及其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

这个专利已经得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授权（201210253349.7）。三维人脸的光学测量、

表达与显示等是技术发展的方向，有望申请系列专利，并应用到其他领域，例如其中

的三维人脸印刷技术也可能供新一代人民币采用或参考。三维（下一代）身份证的实

施，将全面提高我们国家在三维光学测量、三维人脸显示、三维人脸的特征表达、三

维人脸的计算机识别，电子芯片制造等技术水平，全链条促进多个相关产业的全面升

级，拉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使得我们国家的下一代身份证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个人简介：周常河，暨南大学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科

院百人计划获得者，美国光学学会 OSA Fellow。德国洪堡基金资

助，在德国达姆斯达特技术大学及斯图加特大学开展研究工作; 美国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发现了分数泰伯效应中素数分解等一系列规

律，为任意开口比的泰伯阵列照明器提供了设计工具；发明了圆环

达曼光栅、达曼波带片、三维达曼光栅、扭曲达曼光栅等一系列新

型衍射光学器件；发明了利用达曼光栅的大尺寸光栅制造技术，用于解决我们国家大

尺寸光栅的制造难题。在国际知名光学刊物和会议上发表有关论文 200余篇。已授权发

明专利 90 多项。《Chinese Optics Letters》执行主编，美国光学学会编辑委员会委员等，

曾任 Optics Express 副主编、Applied Optics 专辑编辑等。专著《达曼光栅原理及应用》

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会议执行主席承办了第 296 期东方科技论坛“三维身份证

（下一代身份证）的基础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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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  元（电子科技大学） 

刘  健（深圳华大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任  斌（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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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onic Hot Electrons Doping of 2D Materials 
Zheyu Fang 

School of Physics,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Mesoscopic Phys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E-mail: zhyfang@pku.edu.cn  

Abstract：Plasmonics deals with the phenomena of collective vibration of electrons in the 

interface between metallic and dielectric media. With the advanced nanofabrication 

techniques, a broad variety of nanostructures can be designed and fabricated for plasmonic 

investigations at nanoscale. In this presentation, we will demonstrate our latest results of the 

design of new plasmonic nanostructures and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surface plasmon 

nanostructures with 2D materials by using Scanning Near-field Optical Microscopy (SNOM), 

which is one of the unique characterization tools for nano-optical detection, and other 

techniques, and discuss some fundamental properties for both localized surface plasmons and 

surface plasmon polaritons arise a new insight and understanding for the electro-optical 

devices, such as plasmonic PL control, active plasmonic modulator and detectors for energy 

harvesting. 

个人简介：方哲宇，物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优

博，国家自然基金委优青，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持科技部

973 课题。主要研究微纳光子学器件原理、材料及应用，在纳米尺度

光学聚焦、波导、光电探测方面取得系列代表性成果。在高水平国际

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80 余篇，引用 3000 余次。相关工作多次被

Science 等期刊亮点推荐和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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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微流传感技术研究进展 

龚  元 

电子科技大学，光纤传感与通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ygong@uestc.edu.cn 

 

摘要：微流（Microfluidics）芯片检测技术具有低成本、样品用量小、高通量等诸多优

势，应用广泛。另一方面，光纤因横向尺寸小，易与微流芯片集成，且微结构光纤是

理想的一维微流通道，易于低成本批量制造。因此，光纤与微流结合，有较强的互补

优势，在传感应用方面已展现出了重要应用前景。该报告将系统介绍电子科技大学课

题组在光纤微流传感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具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基于光力、光热

的光纤微流传感技术，以及光纤微流激光传感技术，并探讨光纤微流传感技术在微流

速、化学浓度、生物样品检测方面的进展。 

 

个人简介：龚元，2008 年博士毕业于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2015-2016 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生物医学工程系做访问学

者，现为电子科技大学光纤传感与通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合

著英文专著 2 部，在 Biosensors & Bioelectronics、Lab on a Chip、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Sensors and Actuactors B 等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被引用 1100 余次，相关论文入选 JPCC 期刊 Back 

Cover、国际会议 Postdeadline Paper。获授权美国发明专利 1 项、中国专利 20 余项。发

明的光腔检测技术入选国际 ISO 光学元件检测标准，参与起草光纤传感领域国家计量

规范2项。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科学院院长奖等。受邀参与组织国内外学术

会议 10 余次，担任 SCI 期刊 Optics & Laser Technology 客座编委（Guest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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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共振光纤生物医学传感器 

郭团 

暨南大学 

 

摘要：等离子体共振传感技术是当今实用化最强、最有可能实现单分子检测的生物医

学检测技术。高灵敏度的等离子体共振传感技术与高数据通量的光纤载体相结合，为

现代生物传感研究提供了可实现在体原位检测的全新方法。本报告将介绍全新的等离

子共振增强型倾斜光纤光栅超高灵敏传感技术，该技术可提供“绝对式/相对式”多参

量同时检测手段，通过能量汇聚的“共振场”取代传统“倏逝场”，实现 10-8 RIU 超

高精度折射率测量（为光纤折射率测量精度最新世界记录），并攻克了光纤波导

（RI~1.45）与气体介质（RI~1.0）大介电常数差异条件下等离子体共振激发的技术难点，

将光纤等离子体共振测量介质由液体拓展至气体，实现了对生物分子 pM 量级和气体分

子 ppb 量级的高精度检测。报告将系统介绍课题组在高精度生物医学检测（包括细胞密

度、尿液蛋白、血糖含量等活体样本原位检测）领域取得的研究进展，并讨论该技术未

来发展趋势和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个人简介：郭团，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获得者，广东省首批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

主要从事先进光子器件、光纤传感、生物光子学等领域研究。主持

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9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省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广州市产学研协同创新重大专项等。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权威期刊发表 SCI 论文 80 余篇，撰写 SCI 特邀综

述论文 5 篇、论文总他引 1500 余次（SCI h-index:18）。国际会议做特邀报告 20 余次，

第一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5 项（已授权 5 项）。担任国际 IEEE 协会 Photonic 

Technology i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共主席，国际期刊 Journal of Sensors 副主

编，Sensors 客座主编，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资深会员，美国光学学会资深会员，

中国光学学会光电技术专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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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微纳单晶材料与光电器件的研究 

揭建胜 

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 

jsjie@suda.edu.cn 

 

摘要：有机微纳单晶材料具有较高的载流子迁移率和较长的激子扩散长度，其光电性

能显著优于相应的非晶薄膜体系，成为当前有机半导体材料领域的研究热点。我们围

绕新型有机微纳单晶材料的可控制备、有序阵列与图案化组装及其光电器件的应用展

开系统研究。在图案化组装方面，我们首次提出利用两相界面（液/液、液/固或气/固）

诱导有机微纳单晶有序阵列与图案化组装的新策略，一步实现了较大面积有机微纳单

晶材料的定向阵列与图案化排布。进一步我们将具有高对准、高分辨率的光刻技术与

传统的旋涂或滴涂等涂膜方法相结合，实现了大面积单晶有机纳米线阵列的精确图案

化组装。纳米线阵列可以沿光刻胶模板生长，且阵列的位置与形状可以通过光刻技术

在微纳尺度上精确控制光刻胶图案来实现。此方法可以快速（1 分钟内）实现晶圆级有

机单晶纳米线阵列的精确定点、定位生长，为制备高集成度的纳米器件带来了希望。

我们在实现有机微纳晶体大面积图案阵列化排布与生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相关

集成器件的研究。我们的研究促进了有机微纳单晶材料在光电器件领域的应用。 

个人简介：2004 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2011 年加入苏州大学

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FUNSOM）任教授。在 Adv. Mater.、Nano 

Lett.、ACS Nano 等在内的国际重要刊物发表论文 160 余篇，论文

SCI 引用 5200 多次，H 因子=39，其中 12 篇论文引用超过 100 次，

10 篇论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6 篇论文被“Nature Materials”、

“Nature China”、“Materials Views”等期刊与网站作为亮点专题

报道。任英国物理学会（IOP）期刊 Materials Research Express 国际编委、中国化学快报

青年编辑，以及 2016 年美国光学协会（IOP）国际会议 Light,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Congress 大会主席。主持了包括国家重大研究计划（973 计划）课题、国家自然基金重

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等在内的多项国家级基金。2008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014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 

mailto:jsjie@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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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微纳结构增强的低维红外光电探测器

胡伟达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wdhu@mail.sitp.ac.cn 

摘要：高性能红外光电探测器是气象遥感、深空探测和夜视侦察的眼睛，是其远距离探

测本领的核心元部件。以传统碲镉汞、锑化铟、铟镓砷、量子阱为代表的高性能红外

探测器已经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气象遥感、对地观测、天文、医学成像等领域。随

着人类对红外光电探测不断增长的需求，大幅降低红外光电探测器的尺寸、重量、功

耗、成本（Size, Weight, Power, and Price，简称 SWaP2）已经迫在眉睫。要满足上述应

用需求，必须要寻找新型的窄禁带半导体低维材料和结构。本次学术报告综述了近几

年来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胡伟达课题组在人工微纳结构增强的新型半导体低维

红外光电探测器机理和研制方面的进展，同时也展望了红外光电探测器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 

个人简介：胡伟达，1979 年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国家优秀青年基金、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上

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人才计划、中科院卓越青年科学家获得者。

Infrared Physics & Technology 副 主 编 、 Optical and Quantum 

Electronics 执行主编、美国 SPIE DCS Defense and Security - Infrared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NUSOD、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lasmonics and Nano-photonics 等系列国际会议程序委员。现工作于中科院上海技术物

理研究所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从事红外探测器的机理和应用研究。 

 

mailto:wdhu@mail.sit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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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纳米结构阵列自组装及其光学传感应用 

李越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固体物理研究所 

yueli@issp.ac.cn 

 

摘要：金属周期纳米结构阵列，由于金属纳米单元之间的等离激元耦合，会产生光/电/

磁新效应，是下一代光、电器件的重要基础。然而传统方法不易实现高效、低成本金

属纳米周期结构阵列的大面积制备。我们基于激光辐照技术，发展了尺寸均一球形金

属纳米颗粒的批量制备方法，为自组装方法构筑金属周期微/纳结构阵列提供了理想单

元；发展了金属纳米颗粒二聚体（Dimer）、2D、3D 金属微/纳结构阵列自组装新方法，

发现了 2D 金属周期纳米阵列的双通道光学特性，提出了光学传感新原理；实现了超强

光学响应的可视化传感检测；揭示了 3D金属周期微/纳结构的等离激元强耦合效应，实

现了可见光波段宽带超强吸收。金属纳米结构阵列的成功自组装，为下一代光/电/热器

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基础。 

 

个人简介：李越，男，现任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科院

固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 入选

者。 

2005 年在中科院固体物理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先后

在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 德

国马普学会胶体与界面研究所（MPI）工作。2011 年到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中科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主要从事金属微/纳米结构阵列

及其器件化相关的科研工作。已在 Chem. Soc. Rev., Coord. Chem. Rev., 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Int. Ed., ACS Nano, Adv. Mater., Adv. Funct. Mater., Small, Acta 

Mater. 国际学术期刊等已发表 SCI 论文 110 余篇，受邀担任 Nanotechnology 等杂志的

客座编辑，Current Nanoscience 等多个 SCI 杂志的编委。发表论文被引用 5500 余次。 

H-index: 40。安徽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安徽省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 

mailto:yueli@iss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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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等离激元与微流系统单分子表面增强拉曼超灵敏检测 

李志鹏，武雅琪，杨龙坤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纳米光电子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zpli@cnu.edu.cn 

摘要：基于微流芯片的单分子光谱技术在材料科学，分析化学和生物诊断方面具有重要

的实际意义。近几十年来，表面增强拉曼散射(SERS)被广泛接受为探测微弱单分子光

谱信号的可行方法。然而，受制于 SERS 材料重复性低、易受干扰等问题，以及化学反

应物或分析物吸附导致的芯片“记忆效应”，使进一步提高 SERS 微流控芯片的灵敏度

十分困难。 

我们提出一种直接在微沟道中制备高增强能力 SERS 基底的标准流程（图 1A），并在

微流芯片上实现了极微量分子的光谱测量，灵敏度达到了单分子检测水平。我们首先

利用光化学还原法，在沟道内制备出银纳米颗粒聚集体作为初始的 SERS 基底；经过去

离子水冲洗之后，再使用更高的激光功率对其进行二次曝光，真正“催熟”SERS 基

底。在“催熟”过程中，“记忆”在纳米颗粒上的反应残余物经历二次光还原，成为

新的纳米颗粒，从而产生更多的 SERS“热点”，极大的提高了纳米颗粒聚集体的增强

能力（图 1B）。同时，其他不利于光谱测量的残余分子也由于光致漂白作用而被消除。

实验证明，这种二次曝光还原法很大程度上去除了微流芯片中的“记忆效应”。在高

品质 SERS 材料的支持下，浓度检测极限达到 0.1 pM（图 1C）。在单分子光谱学中，

二元分子统计法是国际上公认的单分子光谱可靠判据（图 1D）。我们将该方法应用于

该微流光谱检测系统，实验证明在 0.1 pM浓度下，SERS芯片的检测水平达到了单分子

量级，检测重复率达到 50%。这种单分子的 SERS 芯片技术对推动单分子动态监测、超

灵敏光谱检测的芯片化有重要意义。 

 
图1：（A）芯片检测流程；（B）二次生长前后纳米结构形貌变化SEM图；（C）重复率随检测物浓度变化规律；（D）二

元分子法测量结果。 

mailto:zpli@cnu.edu.cn


 
| 64  专题三：传感与成像 

 

关键词：表面增强拉曼；单分子检测；微流芯片；二次生长 

 

个人简介：李志鹏，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表面等离

激元纳米尺度光调控与纳米光信息元件研究，在量子纳米天线偏振

调控、光学力操控、纳米波导元器件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发表 SCI

文章 40 余篇，第一或通讯文章包括 PNAS，PRL，Advanced 

Materials，Nano Letters，ACS Nano 等，并受邀在 ”Advances in 

Physics: X”拟写纳米天线的综述文章。系列工作 SCI 他引 1600 余次，

4 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H-index=25。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霍英东青年教师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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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技术中的“传感与成像” 

刘健 

华大智造 

 

摘要：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在 2003 年顺利完成，基因组测序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直接导致了基因组成本的大幅下降以及检测的基因组数量越来越多。这些进展给科

研人员以及医疗诊断人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使得人们对基因组变异导致的表型变

化以及疾病发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基因测序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当然也包括中国）

自 2014 年起纳入医疗器械的监管，正式进入医疗领域。 

而导致这一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当之无愧的是这 10 余年“下一代测序”（NGS）的迅

猛发展，使得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成本也已经下降到 1000 美元/人，最快一个星期之内便

可以从样本到结果。以 Illumina为代表的，NGS中最为典型的检测技术便是基于荧光标

记的荧光显微成像技术，是基于传感与成像的光学技术。整个检测过程简单的概括

为：DNA 待测序列有序结合带有荧光标记的核苷酸，荧光标记在光源的激发下产生荧

光，荧光通过显微和分光系统被高灵敏度的探测器（相机）检测成像，根据所获得的荧

光图像反向进行图像处理获得碱基序列信息。这一过程传感与成像是提高通量和检测

精度的关键，也是不断迭代优化的重点。我们就此重点展开讨论。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已经不满足于 NGS 所带来的变化，进一步的研究三序、甚至四

代测序，其中以 PacificBio 为代表的三代测序依然使用传感与成像的思路，而以

OxfordNanopore 为代表的第四代测序，已经不再以光学为基础，在此，也希望光学的

同仁能够一起突破重重极限，为测序技术的进一步的突破做出贡献。 

个人简介：刘健，现任深圳华大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2014 年 1

月加入华大，先后在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及华大智造任职仪器开发

总监、仪器开发中心主任等职务，负责以基因测序仪及周边配套设

备为代表的仪器研发及生产工作，和团队一起完成了 BGISEQ-500、

BGISEQ-50 从立项到推向市场的整个过程，BGISEQ-500 为中国首款

高通量、长读长并可以量产的临床级别测序仪，目前已经取得 CFDA

许可，生产 700余台；BGISEQ-50为继BGISEQ-500之后的又一力作，更低成本、更加

便捷。参与数项科技部863项目和战略新兴产业专项，申请专利数十项。在加入华大之

前先后在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美国丹纳赫集团徕卡显微系统（上海）

有限公司从事检验设备和病理设备的设计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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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手机的生化传感检测与分析 

刘清君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生物传感器国家专业实验室 

qjliu@zju.edu.cn 

 

摘要：随着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其高速的分析处理能力、高清的图像采集装置和优

秀的人机交互界面，尤其是其所能提供的完善的互联网服务，都已使得智能手机逐步

成为了与便携式传感技术相结合的研究热点，可望成为一个全新的面向用户个体的移

动检测新平台。多年来，我们对电化学传感检测在智能手机上的实现进行了系统研

究。包括在对电极材料、嵌入式系统开发、APP 编写等手机检测共性技术探索的基础

上，对基于智能手机的电化学阻抗谱检测、电化学循环伏安检测、电化学发光检测、

近场通信（NFC）传感检测，以及光电联用传感检测等生化传感方法的系列研究。报告

将以此为基础，对该技术在医药、食品、环境和公共安全等不同领域即时检测

（point-of-care testing,POCT）应用进行系统介绍。 

 

个人简介：刘清君，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副院长，

生物传感器国家专业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在《Chemical 

Review》等刊物发表 SCI 论文 70 余篇，出版中英文著作 6 部，主编

了“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生物医学传感与测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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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ance of Zika Virus Using Host-Mimicking Nanodecoys  

Wei Liu 

Key Laboratory of Artificial Micro- and Nano-Structur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Physics and Techn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wliu@whu.edu.cn. 

Abstract：Zika virus (ZIKV) infection has recently emerged as a pandemic associated with 

severe neuropathology in newborns and adults.
1-3

 Safe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against ZIKV 

is therefore an urgent global health priority. Here, we show a host-mimicking nanodecoy that 

can divert ZIKV away from their cellular targets.
4,5

 The nanodecoy, which consists of a 

gelatin nanoparticle core camouflaged by host cell (aedes albpictus cell) membranes, absorbs 

ZIKV and inhibits the ZIKV infection of Vero and Hela cells. Using ZIKV-infected type-I 

interferon receptor deficient mouse model,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nanodecoys markedly 

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of mice and ease the decrease of mice body weight. In addition, we 

observed in the brain and spleen that the nanodecoys cure the ZIKV-caused inflammatory and 

degenerative changes. We anticipate that this study will open new possibilities in the 

preparation of biomimetic nanoparticles against many virus that threaten public health. 

 

Fig. 1. (a) Scheme and (b) TEM image of a host-mimicking nanodecoy that absorbs ZIKV. 

Scale bar, 50 nm. (c) Survival rate and (d) body weight change of mice after various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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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量子点的生物传感及成像应用 

缪  鹏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miaopeng@sibet.ac.cn 

 

摘要：碳量子点（CDs）是一种新型的零维碳基纳米材料，具有许多独特的物理化学性

质，如较高的化学稳定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优异的光致发光性能、良好的水溶

性、较低的光漂白和低毒性。迄今为止，已有大量报道关于蓝色和绿色的碳量子点的

合成。然而，关于红色和近红外的发光碳量子点的报道却很少。在本工作中，我们基

于热分解的方法制备了红色发光碳量子点。实验中使用柠檬酸和硫脲作为原料，可以

提供丰富的氮元素和硫元素。合成的球形量子点平均直径为 2.9nm（图 1A 和 1B）。通

过傅里叶变换红外（FTIR）光谱可以表征该材料表面所带有的基团（图 1C）。此外，

我们研究了材料的荧光特性：激发波长采用从 360nm到 580nm的不同波长，由图 1D可

知，在 560nm的激发光下观察到 618nm处具有最强的发射光，量子产率（QY）为 10％。 

Fe
3+是许多生理功能所必需的离子，且可以有效地猝灭碳量子点。因此，我们将合成的

N,S 元素掺杂的碳量子点应用于 Fe
3+的检测。如图 2 所示，随着 Fe

3+含量的增加，

618nm 处的荧光强度逐渐降低，线性关系拟合为（F0/F）=0.16[Fe
3+

]+1.13，符合

Stern-Volmer 方程，猝灭效率（F0/F）与 Fe
3+的浓度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此外，如图 3

所示，在 37℃下将 Hela 细胞与碳量子点孵育 6 小时后，观察到细胞内区域出现显著的

红色发射。将 Fe
3+加入到 Hela 细胞中，在 37℃下再培养 4 小时，该图像显示出非常弱

的红色荧光发射，这表明碳量子点对活细胞中 Fe
3+具有优异的反应性。 

mailto:miaopeng@sibet.ac.cn


 

微纳光学技术及应用交流会  71 | 

 

Figure 1. TEM image (A) and 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spectrum (B) of the prepared N,S-CDs. 

Inset shows its size distribution histogram. (C) FTIR spectrum of the CDs. (D) Fluorescent spectra 

of the CDs with different excitations. 

 

 

Figure 2. (A) The fluorescence quenching spectra of CD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Fe
3+

. (B) 

Stern-Volmer plot of CDs quenched by F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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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Images of Hela cells treated with DAPI and CDs in the absence and presence of Fe
3+

. 

 

 

个人简介：缪鹏，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生物大分子光电传感及纳米生

物学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在量子点制备、生物大分子偶联以及核酸、

细胞的生物传感研究中取得突破进展。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分系统、江苏

省自然科学基金、苏州市科技计划等多个项目/课题。截至 2017 年 8

月，已发表 SCI 收录论文 60 余篇，出版英文专著/章节 2 部，授权发

明专利13件，H-index为20。曾获中国科学院院长奖、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奖青

年奖、入选全球 Top 1%高被引作者（英国皇家化学会，2017）。担任 Scientific Reports

编 委 ， 担 任 Chemical Science, Analytical Chemistry, Nanoscale,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等多个期刊的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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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石墨烯增强型布里渊光机微谐振环超敏气体传感器 

饶云江、姚佰承 

电子科技大学 

yjrao@uestc.edu.cn 

 

摘要：气体传感是光学技术中一个重要的应用方向，其旨在追求越来越高的灵敏度。

进年来，石墨烯以其独特的电子特性，在材料科学、光电子学和微纳机械科学中展现

了突出的潜力，其中之一就是实现单分子灵敏度级别的固体电子传感器。然而，在光

学领域，由于石墨烯的单原子尺度限制了其与光波的作用效率，基于全光折射率解调

的石墨烯光学传感器研究遭遇瓶颈。目前，亚 ppm 量级是包括石墨烯干涉仪、石墨烯

谱分析和石墨烯 SPP 等绝大多数石墨烯光化学传感技术的极限。这里，我们提出了一

种全新的石墨烯传感机制——基于前向相位匹配的布里渊光机谐振。将石墨烯沉积在

高Q值WGM微流谐振腔内壁，我们实现了基于全光非线性的高质量光机谐振，将传统

石墨烯光传感器件中的“电子-光子”响应拓展到“电子-声子-光子”响应。研究表

明，在石墨烯表面的分子电学吸附通过改变晶格结构，完成对石墨烯弹性模量的调

制，进而通过受激布里渊散射实现测量，其对氨气分子的灵敏度达到 200kHz/ppm，分

辨率为 200Hz，探测极限为 1ppb，动态范围超过 5个数量级。该工作为基于石墨烯光机

和光传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平台。 

个人简介：饶云江，长江学者教授，杰青，。IEEE/OSA/SPIE Fellow。

1982 年获得四川大学学士学位，1990 年获得重庆大学博士学位，1990

年-1992 年，英国 Strathclyde 大学博士后，1992 年-1999 年英国 Kent 大

学研究员/高级研究员。1999 年回国后，先后任重庆大学教授和电子科

技大学教授。  

饶云江教授是国际光纤传感和激光领域知名专家，在光电精密测量与

光纤技术领域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系统的、突出的创新性成绩，在国际上创造了多

次“首次”，其主导的光纤点式和分布式传感研究以及光纤随机激光研究享有世界声

誉。饶云江教授主持了多项英国及中国国家级项目，解决了一系列学术难题，先后获

得多项国家和国际科学和教学奖项。目前已出版专著 3 部，发表国内外学术论文 300 余

篇，Google 他引 9200 余次，最高单篇引用超过 1200 次，H 因子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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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维层状材料的表面增强拉曼散射及其应用 

童廉明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纳米化学研究中心 

北京，100871 

Email: tonglm@pku.edu.cn 

 

摘要：以石墨烯为代表的二维层状材料具有优异的电学、光学等物理性质，在纳电

子器件、光电响应器件、能源器件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材料、化学、物

理、信息、能源等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当分子吸附在二维材料表面，分子和二维材料

之间发生电荷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将调制分子的有效极化率，因而增强分子的拉

曼散射截面，体现为二维材料的拉曼散射增强效应。这一体系在表面增强拉曼散射的

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比如，不存在电磁增强，而完全是化学增强的贡献；分子

的拉曼信号稳定，背景干扰低；由于材料表面的原子级平整，整个表面的增强程度均

匀，有利于分子检测的定量研究；容易与金属纳米结构相结合，获取较高的增强银

子。本报告将介绍石墨烯拉曼散射增强效应（GERS）[1]，及其衍生的二维材料拉曼散

射增强，包括石墨烯和氮化硼的化学增强机制[2-3]、各向异性二维材料的拉曼散射增

强特性[4-5]，并将介绍基于石墨烯 /金属纳米颗粒复合结构的拉曼散射增强效应

（G-SERS）在痕量物种的定性[6-7]和定量[8]检测方面的实际应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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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拉曼散射光谱以及表面等离激元增强光谱方面的研究，研究

兴趣包括：二维层状材料的拉曼散射光谱、基于二维层状材料的表面增强拉曼散射效

应、石墨烯增强拉曼散射及其在实际检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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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控芯片平台及其光传感与操控技术 

王光辉 

南京大学 

wangguanghui@nju.edu.cn 

 

摘要：微流控芯片技术是把生物、化学、医学的整个反应和分析过程集成到一块芯片

上，自动完成整个以前在实验室完成的复杂的实验全过程。这其中包括样品制备、反

应、分离、检测等基本操作流程。其在环境监测、食品安全、药品研发、快速高效的

进行病毒检测以及便携式健康检测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正在成为工业界和学术

界的研究热点。光学检测手段是一个重要的检测方式，其可以实时的检测反应的进

行，并具有高速、并行、高灵敏度等特性。近年来，光传感及光操控技术得到了迅猛

发展，国际上的研究者们演示了一系列新颖的传感原理和方法。然而真正以应用为导

向的集成化平台却鲜为见到。本研究把离散的光传感及光操控技术有机地融合到了微

纳流控系统中，探索把先进的光电传感及操控技术集成到检测芯片中的方法，开展了

以生物医疗检测应用为导向的光电传感技术研究，最终使得生物医疗检测的智能化集

成化的成为现实。 

个人简介：王光辉，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副教授（2013

至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2012）；主持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

课题一项  （ 2016-2019 ）；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一项 

（ 2014-2016 ）；  以第二申请人参与自然基金重点项目一项

（2016-2019）；近年来在国际上主要期刊发表或合作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H index 为 12 总引用数 550 次。 

研究方向：微纳光器件及微纳光传感技术；离心力微流控芯片及其在

生物医疗中的应用；光纤微流控及其在流式在线检测技术；光学集成

纳流控芯片的大规模集成技术。 

 

mailto:wangguanghui@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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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Performance Optoelectronic Devices Composed of Graphene 

and 2D Materials    

Jian-Bin Xu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SAR, China 

School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Shenzhen Institut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zhen, 

China 

E-mail: jbxu@ee.cuhk.edu.hk 

Abstract ：Atomically thin two-dimensional (2D) layered materials are an interesting class of 

materials owing to their unique electronic, optical, thermal and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few years, advances in graphene- and 2D materials-based optoelectronic devices have 

been remarkably achieved, which give rise to the hope on their possible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from visible to terahertz (THz) light waves. However, the performance of 

conventional 2D materials-based optoelectronic devices is largely limited due to the miniature 

interaction length between 2D material and light on a nanometer scale. In this presentation, 

we present our efforts on the 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high-performance 2D materials-based 

optoelectronic devices (including photodetectors from visible to the near-infrared spectral 

wavelengths, and THz modulators), by utilizing the distinctly special electronic and optic 

properties of 2D materials and their intrinsic nature. A few examples will be demonstrated.  

Acknowledgement: This work is in collaboration with Profs. H. K. Tsang, Emma 

Pickwell-MacPherson, H. W. Zhu; Drs. Z. F. Chen, Z. Z. Cheng, X. D. Liu, X. M. Wang, X. 

M. Li, Mr. L. Tao, Mr. H. Li, et al.  The work is in part supported by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Hong Kong, particularly, via Grant Nos. AoE/P-02/12, 14207515, 14204616, and CUHK 

Group Research Scheme, as well a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ITS/088/17.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or the support, particularly, via 

Grant No 6122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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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许建斌博士于 1983 年和 1986 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理学学

士及硕士学位。其硕士论文指导教授为张淑仪院士。1988年初赴德

国康斯坦茨大学(精英大学)深造，师从德国著名固体物理学和应用

物理学家 Klaus Dransfeld 教授(德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纳米科

学技术研究，期间专注于扫描探针显微术和近场显微术及其在能量

传递方面的应用。1993年夏获得德国自然科学博士。其后加盟香港

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 

自 2002 年至今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终身教职)，并担任南京大学长江

学者讲座教授，湖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院, 深圳大学，暨南大

学客座教授, 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长期从事纳米科学技术，固体电子学物理及材料，

以及半导体光电子器件物理的研究工作。在微纳米尺度表征，纳米热传导、MOS 栅极

绝缘层，氧化锌，有机半导体器件界面物理，以及石墨烯及二维电子材料制备及器件

物理，新型太阳能电池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并在国际同行中产

生重要影响。已发表 400 余篇学术论文， 其中 SCI 收录 350 余篇。迄今论文同行引用

SCI 指数逾 5100 次，论文引用 Google Scholar 指数逾 6600 余次。 

香港工程师学会(HKIE) Fellow, 美国电气暨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资深会员，美国

物理学会及美国材料研究学会会员。现任香港材料学会秘书长，《微电子学报》编委，

《自然》集团《二维材料及应用》编委，中国真空学会理事。在 MRS、ICMAT、

ChinaNano 、EDSSC 等多个重要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担任顾问委员会、程序委员会委

员, 或分会主席，作席邀请报告百余次。迄今担任三十余种科技期刊特约评审员，其中

包括《自然》物理类子刊，JACS，《先进材料》，IEEE 会刊，Nano Letters, ACS Nano

等。作为首席研究员，主持并完成近三十多项香港研究资助局研究基金以及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基金等研究项目，特别是 2007 年度及 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香港

研究资助局联合研究基金(合作单位：南京大学)，2008年度香港研究资助局合作研究基

金(CRF)等。同时，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筹划并执行 2013 年度香港研究资助局主题

研究基金(TRS)-“智能化太阳能技术—采集、存储和应用”项目（基金额度逾六千万港

币），以及 2012 年度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先进电子封装材料创新团队”项目（依

托单位：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基金额度逾五千万人民币）。 

自 1995 年筹建并主持香港中文大学纳米技术实验室。自 2007 年至今出任香港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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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材料研究中心主任，2011 年至今出任工程学院纳米能源材料研究计划总招集人。

于 2009 年度暨 2012 年度(延续)，与南京大学施毅教授合作，两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基金奖(即原“国家海外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奖”)。荣获香港中

文大学工程学院杰出学人校长奖，及香港中文大学杰出研究奖。他的研究团队与他人

合作，荣获国家教育部 2014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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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ubble Optofluidic Resonators for Bio-sensing 

Lei Xu 

Department of Opt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udan University, China 

lei_xu@fudan.edu.cn 

 

Abstract ：Whispering gallery mode (WGM) resonators are high cavity quality factor (Q) 

resonators, they are good candidates for high sensitive bio and chemical sensors. Among 

various kinds of WGM sensors, Micro-bubble resonator (MBR) provides an excellent 

candidate because it combines high Q optical resonator and optofluidic channel in one device. 

In the past years, we focused on fabricating high Q MBRs, and exploring various kinds of 

techniques to achieve ultrahigh bio sensing ability. We successfully packaged the device to 

overcome the environmental fluctuations; we generated Fano resonant spectral profile to 

increase the sensing sensitivity; we fabricated a new type of resonator: plasmonic MBR to 

perfectly combine plasmonic resonator with optical resonator; finally we explored optical 

spring effect in MBR and find a new way to obtain effective mass of optomechanical 

resonances. 

Lei Xu received BS and Ph.D. degree from Fudan University in 1984 and 

1990 respectively. H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with Department of Opt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udan University. He has over 100 journal papers 

and was co-editors of books on photonic glasse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mainly optical microcavities, microfluidics and bio-sensors. 

mailto:lei_xu@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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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 Cavities on Optical Fiber End-Facets and Applications in 

Biomolecule and Ultrasound Sensing 

杨  天 

上海交通大学 

tianyang@sjtu.edu.cn  

 

Abstract:Integrating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PR) devices upon single-mode fiber (SMF) 

end facets renders label-free sensing systems that have a dip-and-read configuration, high 

compatibility with fiber-optic techniques, and in vivo monitoring capability. Such devices are 

not only low cost replacement of the bulky equipments in centralized laboratories, but more 

importantly are highly desirable for point-of-care immunology tests with very short 

turn-around times, which, at the same time, are often operated by less trained personnel. At 

the same time, Such devices are a kind of promising candidates for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imaging, which requires a small form factor, a high sensitivity and a large bandwidth.  

The endeavors to endow the optical fiber end-facets with the SPR refractive index sensing 

function have been faced with two critical challenges: matching the high performance of the 

free-space counterparts, and high yield fabrication of high quality nanostructures on the tiny 

end facets of fibers. In this talk, I will describe two kinds of plasmonic crystal cavities on 

SMF end face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protein interaction analysis and ultrasound detection. 

The first kind is a gold nanoslit coupling array surrounded by a distributed Bragg reflector, 

producing a cavity mode in the SPP band . The second kind is a second-order distributed 

feedback gold nanoslit array with a phase shift section, producing a defect state mode in the 

SPP bandgap . The images of the sensor head and the sensing system are shown in Fig. 1. A 

refractive index detection limit on the order of 10-6 RIU and measurement of nM 

concentrations of protein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using this system. Ultrasound detection 

has also been demonstrated with an over 100 MHz bandwidth, an almost omni-directional 

angular response, and a preliminary noise equivalent pressure of 5 KPa within a 20 MHz 

bandwidth . 

 

mailto:tianyang@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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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e:Tian Yang got the B.S.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in 2000, the Ph.D.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n 2006, took a postdoctoral 

fellow then research associate position at Harvard University from 

2006-2009, and joine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Joint Institute as a faculty member in 2009. He is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f the Nanophotonics Laboratory and the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f 

Optics and Optoelectronics at the UM-SJTU Joint Institute.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are 

fiber end-facet devices for biomolecule and ultrasound sensing, single molecule event SERS 

detection and photon-phonon interaction, nonlinear plasmonics and surface plasmon la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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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场调控与超分辨光学成像 

姚保利，雷铭，但旦，周兴，千佳，严绍辉，杨延龙，闵俊伟，于湘华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瞬态光学与光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yaobl@opt.ac.cn 

 

摘要：光场调控是指通过对入射光场的振幅、相位和偏振态空间分布的调制，来改变

聚焦透镜焦场的三维空间分布，在超分辨光学显微成像、超高密度光学数据存储、光

学微操纵、光学微细加工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远场超分辨光学显微成像由于具有

非接触、可对活体细胞进行纳米级分辨率功能成像等优点，已成为目前光学超分辨显

微的主流技术，其中，光场调控技术是突破光学衍射极限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报告从

光场的基本物理特性出发，介绍光场的振幅、相位和偏振态这三个物理量的空间分布

光场调控方法，重点介绍基于光场调控技术的结构光照明超分辨和三维显微成像技术

及其应用。 

 

简介：姚保利，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二级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瞬态光学与光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0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物

理系；1997 年于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获光学专

业理学博士学位；1997－1998 年在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做博士

后。中国光学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理事，陕西省光学

学会和物理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学会高速摄影和光子学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中国光学学会生物医学光子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光学学会全息与光信息处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超分辨光学显微成像技

术、光学微操纵技术、数字全息显微成像技术、矢量光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研制出

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结构照明超分辨显微成像系统，分辨率达到 90nm 同类技

术国际最好水平。研发的激光光镊产品成功投放于市场并出口加拿大。在国内外学术

期刊上发表论文 200 多篇，参与出版专著 6 部，授权发明专利 17 项。2001 年获陕西省

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号；2004 年获第五届陕西青年科技奖；2008 年获中国科学院王宽

诚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2013年入选陕西

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超分辨光学成像创新团队”带头人；2015 年获日本“高速成像

奖”。 

mailto:yaobl@opt.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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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多功能等离激元图像器件 

周张凯，王雪华 

物理学院，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 

 

摘要：等离激元是材料表面的自由电子与电磁波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表面耦合波。这种

表面波本质上就是光场在材料表面的演化，因此它具备天然而高效的光场调控能力。

高效的光场调控能力很自然地带来出色的颜色输出控制，因此使得等离激元材料在图

像器件领域的发挥了重要应用。等离激元图像器件具有超小像素、高分辨率、优异的

耐久保存能力等优点以及变色的特殊功能，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1,2]。虽然这

个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很多令人欣喜的进展，但是还存在样品制作成本高，样品面积

小，以及图像器件功能性缺乏得缺点。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我们在独立研发的氧化铝

模板优化溅射法的基础上[3]，制备了大面积（厘米量级）的具备信息加密功能等离激元

图像器件[4]。特别的，我们制备等离激元图像器件还具备优异的抗运动干扰能力，因

此能够应用于制备柔性可穿戴设备，形成可视化的传感探测。我们的研究切实地将等

离激元图像器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为等离激元图像器件的商业应用打开了一扇大

门。 

个人简介：周张凯，男，2011 年于武汉大学获得光学博士学位，目前

为中山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光学与光学工程系副主任，主要从事微纳

光学中等离激元结构相关的基础以及器件应用研究。近年来，周张凯博

士在本领域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SCI论文47篇，这些论文中以

他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 22篇，其中 9篇论文发表于中科

院所评 SCI 一区杂志（包括 Nat. Commun., Phys. Rev. Lett., Nano Lett., ACS Nano, Small

等）。周张凯博士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已结题）、中英合作交

流项目（已结题），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自由申请项目，并以学术骨干

身份参与一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一项国家重点科学研究计划（已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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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陈林森（苏州大学） 

共主席： 

王琼华（四川大学） 

滕  枫（北京交通大学） 

孙  钱（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唐建新（苏州大学） 

程序委员会： 

曹良才（清华大学） 

刘举庆（南京工业大学） 

钱  磊（深圳 TCL 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宝全（苏州大学） 

夏  军（东南大学） 

钟海政（北京理工大学） 



 
| 86  专题四：发光与显示 

基于体全息的高分辨率三维显示技术 

曹良才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光电工程研究所，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 

clc@tsinghua.edu.cn 

 

摘要：全息显示技术能完全重建三维场景的波前信息，给观察者带来真实的三维显示

体验，是大数据时代下具有前景的下一代显示技术之一。传统的三维显示技术收到空

间带宽积的限制，目前还无法真实反映三维场景的全部信息，我们提出采用全息图基

元的物光波前编码和记录方法，将三维场景的全视差信息编码为相位型计算全息图，

写入体全息材料中成为波前编码的全息图基元，可以大大提升三维场景的写入效率和

显示系统的数据密度。同时，利用体全息的布拉格角度选择特性，采用材料多角度复

用、物光多角度复用和偏振-角度混合复用等工作模式，可实现光-光调制的动态全息显

示、视场拼接全息显示和分通道波前重建全息显示，能够在体全息材料的同一位置实

现了上百个全息图基元的复用记录，基于体全息的三维显示技术能够将系统的空间带

宽积提升一到两个数量级。 

 

个人简介：曹良才，博士，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

导师。2005 年获得清华大学光学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

至今。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

学者。研究领域包括光学信息存储、光学信息处理、计算全息三维显

示和数字全息三维成像等。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科技

部 973 项目子课题 3 项、重大科学仪器设备专项子任务 2 项等。已发

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60 余篇，申请专利 16 项，在国际会议作邀请报告 20

余次。中国光学学会光电技术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光学学会理事、美国光学学

会（OSA）全息和衍射光学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OSA 和 SPIE 高级会员。 

mailto:clc@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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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 3D 光制造与应用 

陈林森 

苏州苏大维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21 世纪是光子世纪。微纳结构与光子的相互作用，是产生新材料的重要途径，

光子器件与材料的结构排列精度和结构形貌对其特性有重大影响。微纳 3D 光制造技术

是下一代革命性技术，会给相关产业带来颠覆性变化。从超透镜（metalens）、光场显

示（3Dlightfielddisplay）、深度感知（depthsensing）、增强现实 3D 重现，到超材料

（metalmaterial），微纳结构的 3D 光制造是能否实现低成本大规模制造的关键问题。 

 “微纳 3D 光制造”本质上就是在微纳尺度下通过结构光场调控，实现复杂三维形貌和

亚纳米精度的结构排列，来实现新颖功能。数字化微纳 3D 光制造是未来实现超透镜、

超材料和光场显示与成像放大的基础技术。也是需要基础理论、实验研究和工程化技

术同时并进的研究领域，需要有独特与先进手段支持，原创性解决方案和功能材料。

器件的深度研究，才有可能使得我国在相关光子材料与器件领域的创新在新一轮发展

中保持核心竞争力。 

本报告介绍了微纳 3D 光制造的面临的基础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包括亚纳米精度光场

调控机理与实现手段、微纳 3D 形貌的关键工艺与应用举例。也介绍了报告人所在团队

在微纳 3D 光制造领域所取得的重要原创性工作和应用进展，包括在微纳 3D 直写技

术、亚纳米精度的光场调控与 3D 显示、柔性衬底的光子材料与证卡可视识别解决方案

（结构光与人脸 3D 识别）等内容。 

报告指出，与金刚石数控车床推动了超精密光学加工的变革相似，对“微纳 3D 光制

造”的深入研究与产业应用，将会推动下一轮光子器件/材料的发展与重大变革，带来

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个人简介：陈林森 数码激光成像与显示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主任，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首席专家，苏州大学研究员、

博导，苏州苏大维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61 年生，1982 年苏州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1986 年研究生毕

业，后赴美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做研究访问学者。98年后，

在苏州大学担任教授和高技术产业研究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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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微纳光学、柔性光电子材料与器件、激光全息、微纳混合直写与纳米压印技

术、增强现实光子器件等研究和应用。主持项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江苏省

科技奖一等奖 3 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4 项；省（部）市科技奖 20 余项，发明专利 200

余项，在 ACS Nano、Adv. Mater、OL、OE 等发表 100 余篇论文。创建的苏大维格（深

交所 A 股创业板上市），成为我国微纳光学与柔性制造领域的开拓者，大幅面纳米直写

与压印装备、纳米印刷、微纳光子器件（纳米波导芯片、光子晶体薄膜、超薄导光器件

和大尺寸透明导电材料与器件）在国内外广泛应用，多项核心技术和产品填补国内外行

业空白。与 MIT、密西根大学、芬兰 VTT等建立国际合作关系。 

研究兴趣：光子材料/器件、增强现实光子和 3D 光场显示器件（Augmented 

Reality）、结构光器件与 3D 形貌识别，下一代柔性材料与器件，光子视读识别解决方

案等。 

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首届江苏省专利发明人奖、江苏省

创新创业人才奖和苏州杰出人才奖等荣誉。江苏省“333 工程”第一层次人才培养对

象。兼任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微纳加工与制造产业技术国家战略联

盟副理事长、曾任中国光学学会全息与光信息处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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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规则几何纳米结构的表面等离激元光场局域特性调控研究 

陈焕君，许宁生，邓少芝 

中山大学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省显示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stsdsz@mail.sysu.edu.cn  

 

摘要：微纳结构的表面等离激元是纳米光子学和纳米光电子学领域中受到关注的研究对

象，而如何实现表面等离激元独特和新奇物理特性的功能应用，是当前的热点。我们

小组近期特别关注其新功能研究以及其在前沿研究领域，如太赫兹到中远红外波段的

潜在应用。本报告介绍我们小组近期对二维原子晶体有序纳米结构的表面等离激元光

场局域特性调控研究结果，从理论和实验上展示了采用单层石墨烯规则几何纳米结构

图案可以剪裁光场实现在二维空间的局域分布、表征了其特性、揭示了其规律[1]。具

体地，我们采用电子束刻蚀加工方法，制作了图形化的单层石墨烯纳米结构。通过结

构引入边界形成石墨烯表面等离激元波的多重反射和干涉，实现了对中红外波段（10.7 

μm）较高的光场局域和聚焦[1]。通过设计石墨烯纳米结构的形状和尺寸，构造不同的

“纳腔”结构，实现了对石墨烯表面等离激元及光场局域的剪裁[1]。另外，我们小组

还研究了石墨烯掺杂对表面等离激元特性的影响，通过对单层石墨烯进行硝酸根化学

掺杂，将单层石墨烯的表面等离激元的强度提高了约 2倍、波长由 150 nm提高到了 280 

nm[2]。上述研究对普遍关注的如何实现低损耗、可调谐的表面等离激元效应等前沿问

题提供了新思路，为石墨烯在中红外波段纳米光子和光电子器件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

实验参考和技术储备。 

参考文献： 

 [1] Zebo Zheng, Juntao Li, Teng Ma, Hanlin Fang, Wencai Ren, Jun Chen, Juncong She, Yu 

Zhang, Fei Liu, Huanjun Chen*, Shaozhi Deng*, Ningsheng Xu, Tailoring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 localizations by twodimensional graphene nanostructures, 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 2017, 6, e17057; doi: 10.1038/lsa.2017.57. 

[2] Zebo Zheng, Weiliang Wang, Teng Ma, Zexiang Deng, Yanlin Ke, Runze Zhan, Qionghui 

Zou, Wencai Ren, Jun Chen, Juncong She, Yu Zhang, Fei Liu, Huanjun Chen*, Shaozhi 

Deng*, Ningsheng Xu, Chemically-doped graphene with improved surface plasmon 

characteristics: an optical near-field study, Nanoscale, 2016, 8, 16621−16630. 

mailto:stsdsz@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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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邓少芝，本科和硕士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博士毕业于中

山大学，任职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她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获得者、国家纳米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现任中山

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微电子学院院长、光电材料与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广东省显示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

国际真空纳电子学大会执行理事会执委、中国真空学会理事会副秘书长、中国真空学

会电子材料与器件专业委员会主任。她的研究领域为微纳电子光子，学术兴趣包括冷

阴极高频电子与光电子、真空微纳电子与器件、微纳结构电子光子与器件等研究方

向，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中国青年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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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显示关键技术与产业趋势 

郭汝海 

青岛海信激光显示股份有限公司 

guoruhai@hisense.com 

 

摘要：自然界 90%信息需要人眼来获取，最主观和直观获取信息的方式是图像和视

频。所有史诗级的画面都将从光学显示开始，未来发展将向万物互联，无处不显示的

方向发展，人们将无时无刻离不开显示技术。 

目前显示技术正向着尺寸越来越大、分辨率越来越高、色域越来越宽、对比度越来

越高、视场角越来越大、越来越节能环保以及柔性透明等方向发展，涌现出 LCD、

LED、QLED、Micro-LED、OLED 以及激光显示等一系列传统与新型的显示技术，它

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和缺点，有着自己独特的应用场景和领域。谁是下一代主流的

显示技术越来越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相比于其它显示技术，激光显示技术具有大尺寸显示、色域空间大、亮度高、维护

成本低、寿命高、以及柔和护眼、节能环保等优势，特别是适用于家用的激光电视的

横空出世。采用超短焦镜头的激光电视产品，通过搭配特殊的投影屏幕，其产品形态

和使用方式、画质性能和功能指标，完全符合了消费者家庭客厅使用的需求。激光电

视由于采取反射式成像方式，使用户的视觉疲劳度大大减轻，满足消费者对健康护眼

的诉求。因此激光显示技术在大屏显示领域具有独特技术优势，其中涉及的关键技术

就成为研究领域重点关注的方向。 

激光显示的关键技术包括：（1）高亮度、高效率、具有高色域的激光光源模组关键

技术；（2）具有高清分辨能力和良好可制造工艺性的超短焦投影镜头设计技术；（3）

高效率、紧凑、优先级的整机精准导流散热技术；（4）长寿命、高可靠性的光学引擎

技术；（5）匹配激光显示的画质芯片及几何校正技术；（6）高增益、高对比度、高色

彩还原性的仿生屏幕技术等。 

本报告将详细阐述以上关键技术的研究现状和进展，并针对激光显示产业趋势进行

简要分析汇总，预测激光显示技术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 

 

 

mailto:guoruhai@hisen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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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1976 年生人，于 2007 年获得哈尔滨工业大学理学院光学

专业理学博士学位，获光华奖学金及国防科工委优秀毕业生等称号。

于同年加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从事光电对

抗武器装备研发，负责激光光路的光学设计及跟瞄光学系统总体设

计，任光学总体负责人。迄今发表论文5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2篇，

参与编写 2 本专著，主持 1 本译著，承担国防军工项目 4 项，2009 年

受聘副研究员，中科院硕士生导师。 

自 2016 年加入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任激光显示研发部门技术研发总监兼基础预研所所

长，主要负责新型激光显示技术开发及部门技术规划工作。参与国家重点研发专项 2项

及负责一项国防“十三五”预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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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点发光器件 

金一政 

浙江大学 

yizhengjin@zju.edu.cn 

 

摘要:量子点是一类具有波长可调、色饱和度高、发光效率高、光热稳定性好、可溶液

加工等优异性质的发光材料。在过去几年中，量子点发光二极管原型器件的效率和寿

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预示着以量子点发光二极管为基础的印刷显示技术有希望应用

于新一代的低成本、大面积、节能、高色域、超薄柔性显示器件。这个报告将简要总

结我们课题组在过去几年中在该领域的一些工作，包括材料传输层的材料化学、原型

器件的结构设计、优化和工作机理等内容。 

个人简介: 金一政博士是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特聘研究员。他的研究兴

趣包括溶液工艺光电器件的材料化学、器件工程和器件物理。近年来

在可溶液加工的氧化物半导体材料和高性能发光原型器件等方向取得

了系列进展，在Nature、Nat. Comm.、Chem. Soc. Rev.、J. Am. Chem. 

Soc.、Adv. Mater.、Nano Lett.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总引用3000余

次，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

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等荣誉。 

mailto:yizhengjin@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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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Electronics f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Displays 

LIU Juqing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iamjqliu@njtech.edu.cn 

 

Abstract ： Carbon electronics have attrac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due to their unique structures and novel properties, making them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next generation electronic technologies, largely because traditional silicon 

electronics are approaching their fundamental limits in terms of miniaturization and capacity. 

In this present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displays, will be introduced briefly. Our objective is to advance our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perties of carbon-based electronic materials, then we are 

using them to create new emerging devices through solution process, with the merit of 

potential low cost, large area and simple fabrication process. The devices we study include 

carbon-based electrical memories for data storage and carbon-based light emitting devices for 

displays and lighting. 

CV:Dr. LIU Juqing is currently Professor at Institute of Advanced 

Materials (IAM) at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His mainly research interest is 

the 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carbon electronics, organic/plastic electronics, 

flexible and stretchable electronics, the devices include electrical memories 

for information storage, light-emitting devices for information displays, and 

field effect transistors for logical circuits. He has been honored as Excellent 

Young Scholar of China by NSFC and the Jiangsu Specially-Appointed 

Professor. 

mailto:iamjqliu@nj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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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全荧光型和荧光/磷光混合型白光 OLEDs 

马东阁 

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华南理工大学 

msdgma@scut.edu.cn 

 

摘要：OLED 是新一代的显示和照明技术，作为固体照明光源，由于具有平面发光、

无影、光线柔和、无眩光、无蓝光伤害以及轻薄、大面积柔性和透明发光等特点，在

室内照明、通用照明、汽车照明、医疗照明和博物馆照明等领域显示了巨大的应用市

场。本报告报道了我们基于 TADF 和 exciplex 为蓝光主体的高效率白光 OLEDs 的最新

结果，设计了高效激子限制发光区结构，实现了激子的有效调控，制备出了高效率全

荧光型和荧光/磷光混合型白光 OLEDs，大大改善了器件在高亮度下效率降低问题。制

备的全荧光型白光 OLEDs，最大外量子效率和功率效率分别达到了 20.8%和 75.4 

lm/W；而制备的荧光/磷光混合型白光 OLEDs，最大外量子效率和功率效率分别达到了

28.3%和 102.9 lm/W，在 500 cd/m
2 亮度下为 26.9%和 73.5 lm/W，在 1000 cd/m

2 下仍高

达 25.8%和 63.5 lm/W。 

 

个人简介：马东阁，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光

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2001年中科院“百人计划”人才引进，2009年“新世纪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6年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学术带

头人。国际期刊 Organic Electronics 副主编， Light ： Science & 

Applications  的 “Organic Optoelectronics”责任编辑， Frontiers of 

Optoelectronics、Polymer Sciences和“液晶与显示”等杂志编委。已在

Mater. Sci. Eng. R、Adv. Mater.、Chem. Soc. Rev.、Adv. Funct. 

Mater.、Appl. Phys. Lett.等国际SCI著名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

篇，他人引用12000余次，H指数58，入选汤森路透2014、2015和2016年材料学科高被

引用科学家，申请中国发明专利20余项，授权12项。主要的研究兴趣为有机光电器件

与物理及其应用开发，包括有机发光二极管及其照明应用、有机光电探测器与应用、

有机半导体异质结和有机半导体的电输运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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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点发光二极管技术：材料，器件和打印技术的开发 

钱磊 

TCL 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qianlei@tcl.com 

 

  摘要：量子点具有量子产额高，发光波长连续可调，色纯高，易制备以及稳定性好

等优点，被认为是下一代的新型发光显示材料。基于量子点的发光二极管技术近年来

发展迅速，其器件效率和寿命都在逐步接近有机发光二极管的水平。 

  我们团队 2008 年提出全溶液 QLED 器件结构（S-QLED），首次在量子点发光二极管

中引入纳米氧化锌做为电子传输层，显著提高了器件的效率和寿命。随后通过优化量

子点核壳结构的过渡层组分，将红绿蓝三基色器件的外量子效率都提升到了 10%以

上。 

  2016年我们团队通过分步合金的方法制备了新型高质量的蓝色量子点，在 460-470纳

米的发光范围之间获得了超过 90%荧光效率的蓝色量子点，并基于此量子点制备了超

过 15%外量子效率的 QLED 器件。 

  今年我们团队进一步优化了量子点的合成工艺以及器件制备条件，极大改善了QLED

器件的寿命，其中红色器件在 1000 尼特亮度下 T95 超过 2000 小时，绿色器件在 1000

尼特亮度下 T75 页超过了 1000 小时，尽管蓝色器件效率仅存在差距，但也提升到了

1000 尼特 T50 超过 35 小时的水平。 

器件稳定性的显著改善为 QLED 技术的产业化从材料方面提供了技术基础。近期我们

团队通过墨水配方研发以及打印工艺优化，制备了 5 寸，80PPI 的全色 AM-QLED。 

 总之，量子点发光二极管做为一种新型的发光显示技术，正在快速的接近产业化。 

个人简介：钱磊，男，1974 年 9 月生，博士。主要从事无机/有机

复合薄膜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在发光显示的应用

研究。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60 余篇，包括 Nature 

Photonics，Nano Today等，并分别在 2014 和 2015 年两次获得 SID 会

议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 

首次利用全溶液涂布技术制备了高效率的量子点发光二极管

(S-QLED)，具有节能、高亮度和长使用寿命等优点；开发了印刷式太阳能电池生产技

mailto:qianlei@tc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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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极大的降低了光伏产品的生产成本。 

2009 年在美国创办了 Nanophotonica 公司，先后任 CEO 和研发副总裁，致力于将

S-QLED 显示技术推向市场，并为世界知名的显示器生产商提供研发服务和技术支持；  

2015 年 8 月加入 TCL 工业研究院，任副总工程师，参与组建 QLED 材料与器件研究团

队，从事 QLED 的器件物理机制、结构设计和纳米功能材料的制备等研究以及相关产

业化生产的关键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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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on-Si LEDs and Laser Diodes 

孙 钱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qsun2011@sinano.ac.cn 

 

Abstract：There is a great potential in cost reduction for light emitting devices by epitaxially 

integrating III-Nitride semiconductors on large diameter Si. However, hetero-epitaxial growth 

of Ga(Al)N on Si encounters a large mismatch in both lattice constant and 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 often resulting in a high density of defects and even micro-crack networks. 

By carefully engineering Al-composition step-graded AlN/AlGaN multilayer buffer between 

Si and GaN, we have not only successfully eliminated the crack formation, but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dislocation density.  

This talk presents the R&D progress of Ga(Al)N-on-Si blue/UVA LEDs and blue/violet laser 

diodes. Upon the high-quality Ga(Al)N-on-Si template, InGaN multiple quantum well (MQW) 

active region is overgrown and caped by p-AlGaN electron blocking layer and a thin p-GaN 

cap-layer, which are processed into vertical structure LED chips. GaN-on-Si LEDs not only 

have been adopted in directional lighting applications, but also hold a strong hope in 

micro-LED technolog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display with an extremely low power 

consumption and an ultra-high resolution. 

Besides blue and UVA LEDs, we have achieved electrically injected blue, violet, and UVA 

edge-emitting laser diodes with a ridge structure on Si at room temperature. GaN-on-Si laser 

diode as a disruptive technology can slash the cost of visible laser diodes and propel the 

development of laser based display and lighting industry. In addition, InGaN-based 

electrically injected microdisk lasers have also been realized on Si. GaN-based laser could be 

a useful alternative on-chip light source for monolithically integrated III-nitride photonics. 

 

 

 

 

mailto:qsun2011@sinano.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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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孙钱，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获得

者，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组部首批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现

任中科院苏州纳米所研究员、博导、器件部副主任。长期致力于硅基

III 族氮化物半导体材料生长与光电子及功率电子器件制备研究。通过

与晶能光电有限公司的产学研实质性合作，带领团队研发出硅衬底

GaN 基高效 LED 的外延及芯片技术，并在全球率先产业化，年销售逾

3 亿元。2016 年成功研制了国际上首支硅衬底 GaN 基激光器。近 5 年来主持承担了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863 计划课题、中科院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江苏省科技成果

转化专项等。迄今为止，在 Nature Photonics、Applied Physics Letters 等期刊上发表了

70 余篇被 SCI 收录的学术论文，总引用 1000 余次，是 20 余项美国和中国发明专利的

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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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光电器件的光学过程调控 

唐建新 

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 

jxtang@suda.edu.cn 

 

摘要：以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和有机光伏太阳能电池（OPV）为代表的有机光电

器件作为一类新型光电器件，在信息显示、新能源等领域显现了广泛的应用前景，特

别是在移动智能终端、穿戴式设备实现了成功应用。然而，目前对器件界面光学过程

调控手段仍比较有限，还有许多关键的科学问题亟待解决，制约了有机光电器件性能

的提升及其实际应用。例如，传统结构的 OLED 只有约 20%的发光能被利用，其余部

分因界面全反射模式、波导模式和等离子损耗等因素无法利用；OPV 的光吸收效率和

外量子效率往往只有 60-70%。因此，进行有机光电器件的光学耦合过程的界面特性与

功能调控的研究，有望实现 OLED 光提取效率和 OPV 光俘获效率的更大空间的提升，

推动高效有机光电器件的发展和实际应用。针对该挑战，我们结合多种光刻和软纳米

压印技术进行微纳结构加工，在有机光电器件中设计制备了仿生蛾眼纳米结构，用于

改善器件的光学耦合过程，系统研究了不同结构的微纳结构对器件光学耦合过程的调

控影响，实现了 OLED 中光提取效率和 OPV 中光俘获效率的大幅提升，包括：获得了

高效率的绿光 OLED 器件，效率达到 366 cd/A；实现了柔性白光 OLED 效率达到 160 

lm/W；实现了单结聚合物 OPV 效率超过 12%。该光学耦合调控技术具有各类发光波长

的普适性、出光角度的非依赖性，而且与大尺寸半导体照明器件和太阳能电池的制备

工艺兼容。 

mailto:jxtang@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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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唐建新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 年获浙江大

学学士学位，2006 年获香港城市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香港城市大

学、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从事研发工作。2008 年加入苏州大学功能

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被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累计发表 SCI 论文

120余篇，申请专利 10 余项(授权 5项)。主持青年 973计划、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作为

首席科学家承担科技部青年"973 计划"项目，获得国家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江苏省“六大人才高

峰”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

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有机发光器件（OLED）和有机光伏电池器件（OPV）的新型

器件结构、光电转换过程调控；有机异质结界面的电子态结构、载流子输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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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基半导体纳米材料的光学特性及 LED 器件的研究 

 滕  枫 

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发光与光信息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awtang@bjtu.edu.cn, fteng@bjtu.edu.cn 

 

摘要：半导体纳米材料(量子点)由于其尺寸可调的发光颜色和较高的色纯度等优势在照

明与显示领域展现出了潜在的应用潜力，目前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含有镉和铅等重

金属元素的 II-VI 和 IV-VI 族半导体纳米材料。然而这些半导体纳米材料由于其复杂的

制备工艺和较高的毒性限制了其在光电子器件方面的进一步推广应用。近年来，铜基

半导体纳米材料由于其制备方法简单且低毒低成本的优势有望在新型照明与显示器件

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最近几年，我们课题组采用一步反应法，借助于阳离子扩散机制，以不同晶型和不

同形貌的 Cu2-xS 纳米晶为基础制备出一系列不同类型的铜基半导体纳米材料[1-3]，并

研究了不同晶型和形貌的 Cu2-xS 纳米晶的局域等离子共振吸收特性（LSPR）[4-6]。在

成功制备出具有铜离子空位的四方相 CuInS2 纳米材料的基础之上，将锌离子引入到

CuInS2纳米材料的晶格中成功制备出Cu-In-Zn-S纳米晶，通过改变Cu/Zn原料比可将纳

米晶的发光颜色从绿色调控到红色[7]。通过改变不同的制备技术对铜基半导体纳米材

料的生长机理做了进一步探讨，从而指导合成出更高效率的铜基半导体纳米材料。 为

了进一步证明所制备的铜基纳米晶的发光性能，我们将其分散在 PDMS 聚合物薄膜

中，该薄膜在紫外灯照射下呈现较强的不同颜色的发光[8]。在成功制备出具有高效发

光性能的铜基半导体纳米材料的基础之上，我们采用全溶液处理方法制备出了多层无

镉量子点发光二极管，该发光二极管的启亮电压仅为 1.8-2V，其中黄光的最高亮度超

过 3000 cd m
-2

, 最高外量子产率为 2.4%；并在不改变器件结构的基础之上，以有机层

和黄色纳米晶复合作为发光层制备出了白光器件，该器件的 CRI 大于 90[9]。 

mailto:awtang@b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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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1674011，61735004）和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4172050）项目的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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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ihang Ye, Aiwei Tang,*Feng Teng,* et al. Langmuir, 2013, 29: 8728-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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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ongxu Zhu, Aiwei Tang,* Feng Teng, * et al. J. Phys. Chem. C 2017, 121, 

15922−15930. 

[7] Zhenyang Liu, Aiwei Tang,* Feng Teng, * et al. J. Mater. Chem. C. 2015, 3: 

10114-10120. 

[8] Zhenyang Liu, Aiwei Tang,* Feng Teng, * et al. Org.Electron. 2016, 36: 9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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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滕枫 男,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主要从

事有机聚合物材料及纳米材料激发态相关的物理及器件研究工作， 包

括发光器件、光伏器件、纳米光电器件以及其他与激发态相关的工

作，在相关领域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00 余篇，SCI 他引 1400 余次。先

后承担国家基金面上项目多项及重点项目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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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息光学元件的虚实融合裸眼 3D 显示 

张汉乐，邓欢，王琼华 

四川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qhwang@scu.edu.cn 

 

摘要：显示的虚拟图像和真实空间场景无缝融合能为观看者带来逼真的视觉效果。我

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全息光学元件的虚实融合裸眼 3D 显示，该显示采用具有微透镜阵列

功能的全息光学元件，并利用集成成像 3D 显示原理，实现了 3D 图像重建和虚实融合

效果。该全息光学元件为体全息光栅，记录了多束平行光束经过微透镜阵列后产生的

多组会聚球面波阵列与参考光束的干涉条纹。在该显示中，投影机投射的微图像阵列

光束被准直并满足布拉格匹配条件照射到全息光学元件，全息光学元件将微图像阵列

重建为全真 3D 图像；而对于真实物体的光线，其不满足布拉格匹配条件，因此可以直

接透过全息光学元件被观看到，最终实现虚拟 3D 图像与真实物体无缝合成的虚实融合

效果。我们搭建了该显示的实验装置，获得了预期的效果。与增强现实相比，该显示

实现了多人共享显示，且不存在调节和集合的矛盾所致的立体观看视疲劳问题。 

 

个人简介：王琼华分别于 1992 年、1995 年和 2001 年在电子科技

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5-2001 年在电子科技大学任

职到副教授，2001-2004年在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光学中心从事博

士后研究，2004 年夏任飞利浦电子元件（上海）有限公司高工，

2004 年至今任四川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是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万

人计划”领军人才、Optics Express 等期刊的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获得 6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获准授权 5 件美国专利和 80 件中国发明专利；出

版专著 2 部（《3D 显示技术与器件》（独著）和《现代工程光学》（合著），科学出

版社）；发表学术论文 360 余篇，其中被 SCI 收录 170 余篇。研究方向为信息显示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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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息视网膜成像的增强现实显示技术 

夏  军 

东南大学 

xiajun@seu.edu.cn 

 

摘要：本文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增强现实的视网膜成像技术，利用一个相位型空间光调

制器结合计算机全息图算法，实现了直接在视网膜上进行全息重建。本文从理论出

发，给出了相位型空间光调制器输入相位与眼球前平面光场的计算关系 1，讨论并比较

了基于 GS 的全息图计算方法和基于双相位编码的复振幅调制全息图计算方法 2 的特

点，同时讨论了复振幅调制在全息显示消除散斑方面的应用，最后实验验证了应用于

视网膜全息成像的计算机全息图算法的有效性。实验证明，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利用

一个纯相位空间光调制器在眼球里进行多平面的全息重建，同时在视网膜附近重建振

幅信息，使得眼睛聚焦在某个平面时，该平面的图像能够恰好投影在视网膜上。整过

过程模拟了自然场景中人眼调焦和观察的过程，不同于双目视差的三维显示方法，本

文提出的视网膜成像技术是一种真三维全息重建，不存在视觉辐辏调节冲突。本文提

出的方法对于真三维全息显示应用于增强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1】J.Xia, et al., Three-dimensional electro-holographic retinal display,49th Annual SID 

Symposium,2011, oral, s41.1. 

【2】Y. Qi, C. Chang, and J. Xia, Speckleless holographic display by complex modulation 

based on double-phase method, Opt. Express 2016,24, 30368-30378. 

 

个人简介：夏军，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 年

在东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7 获国家高等学校学科创

新引智计划资助在荷兰 Delft 大学做访问学者。全国专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图像图形学会立体图像技术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光学学会全息与光信息专业委员会

委员。研究方向包括三维光场显示、全息显示、微显示芯

片、增强现实等。在三维显示技术方面，主持承担了多项

科技部 973 项目、863 项目、总装预研重点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获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 30 多项，曾获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 项。 

mailto:xiajun@s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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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O WGM 激光增强与模式调控 

徐春祥，祝秋香，秦飞飞，卢俊峰，王悦悦 

东南大学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xcxseu@seu.edu.cn 

 

摘要：近年来，由于具有低光学损耗、低阈值、高品质因子等优势，ZnO 回音壁模激

光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然而如何获得更高性能的激射并实现对激光模式和强度的

调控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电磁场（光场）激发下，金属表面自由电子的集体振荡

形成空间上高度局域的电子振荡波，即表面等离激元（SPs）。这种空间上高度局域的

独特优势正满足了现代科技对器件高度集成的发展要求，并吸引了全球众多科学家的

研究兴趣。如果将半导体与金属的 SPs 组合起来，则既可以用半导体的光学增益补偿

SPP的损耗，又能将光场有效地限域在界面附近的纳米空间中，这一方法将成为实现激

光增强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们已经设计出与 SPs 耦合的不同尺寸大小的 ZnO 回音

壁模（WGM）微腔，并在激光增强和模式调控方面获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首先，

我们通过 CVD 的方法制备了 ZnO 微米棒和微米梳，通过控制微腔尺寸调控激光的模式

结构。然后，利用 ZnO 微腔之间的共振耦合(Vernier 效应)，成功实现单模激射，其品

质因子高达 10
3 [2]。此外，构建 ZnO/metal、ZnO/Graphene 等复合体系，并观察到 ZnO

自发辐射和受激辐射的增强。[3-5]进一步地，通过引入额外光激发金属表面等离子体的

方式，构建不同界面损耗特性等手段，深入探讨了增强机理并实现增强效果可控的激

光输出。 

关键词： ZnO，回音壁模，激光，模式调控，表面等离激元 

 
图 1 ZnO 紫外激光增强与模式调控方法示意图 

 

mailto:xcxseu@s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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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徐春祥教授，1997 年获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博士学

位。2002 年至 2010 年，任东南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授。 2003 - 2005

年，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研究员。 2010 年

起，加入了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目前，担任这所学校的教授兼副院长。研究方向集中在光电子

半导体纳米材料和纳米技术，如 ZnO 紫外激光，等离子体激元，场发

射和生物传感器。2007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会资助，并参与或主持了“973”，

“863”等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教育部的 20 多个项目，共发表国际期刊 100 余

篇，如 Adv.Mater，Laser＆Photonics Review，ACS Nano，Appl. Phys. Lett.，et al，总

引用量超过 4000 次，同时参编英文专著一部，申请发明专利 40 多项，获教育部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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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共轭分子材料及其载流子性能的研究 

于  贵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yugui@iccas.ac.cn 

 

摘要：近年来，-共轭分子材料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已被用来制备有机场效应晶

体管、发光二极管和太阳能电池等有机光电器件。新型-共轭分子的开发将极大提高

光电器件性能，并推动分子电子学的快速发展。为了制备高性能的光电器件，近年

来，我们课题组设计、合成了系列高迁移率的-共轭分子材料，包括有机小分子和聚

合物，考察了分子结构和聚集态结构对其载流子传输性能的影响，发现二芳基乙烯基

团是非常优秀的聚合物构筑单元，并合成了系列 D-A 型共轭聚合物。我们在聚合物的

主链上引入取代基和杂原子，其中氟原子的引入可改变聚合物的能级结构、主链的共

平面性、分子内和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和薄膜的形貌及其载流子传输性能，考察了

分子结构和聚集态结构及杂原子对性能的影响。 

 

个人简介：于贵，现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988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分别于

1993 年和 1997 年在中科院长春物理所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9 年在中

国科学院化学所博士后出站，并留所工作至今，2008 年获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2009 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2 年

获得政府特殊津贴，2014 年作为负责人的"分子材料与器件创新团队"

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的重点领域创新团队，2016 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 

主要从事有机/聚合物光电功能材料的设计合成、石墨烯的生长、光电磁器件的制备及

其性能的研究工作，在材料的合成和器件构筑及光电磁性能研究等方面均已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和建立了良好的实验条件，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

注。在 Nat. Commun.,J. Am. Chem. Soc., Adv. Mater.和 Adv. Funct. Mater.等期刊上发表

论文 300 多篇，研究结果被 Chemistry World 和 High-Tech Materials Alert 等杂志介绍和

评价，发表的论文被他人引用14000多次，H因子为59。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

第六届北京青年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mailto:yugui@icc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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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半导体三重激发态的有效调控和利用 

赵  强 

南京邮电大学信息材料与纳米技术研究院 

有机电子与信息显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iamqzhao@njupt.edu.cn 

 

摘要：近年来，作为有机光电子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有机半导体材料及其光电应用

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传统有机半导体大都基于纯有机体系，只能利用单重激发态，

无法有效利用三重态。而金属有机半导体在金属原子的旋轨耦合作用下，突破了这一

局限，可同时利用单重态和三重态激发态，具有优异的磷光发光性质，如高的发光效

率、长的发光寿命、高的光稳定性及易调节的发光波长，被广泛应用于有机发光二极

管、发光电化学池、有机信息存储等光电子器件。 

我们长期从事金属有机半导体磷光材料及其光电应用的研究，针对其“分子结构-电

子组态-激发态性质-功能应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关键科学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1-14]。

本次报告中，我将详细介绍本课题组在有机半导体三重激发态的有效调控及光电应用

方面取得的研究进展：（1）通过共价键和非共价键方式调控磷光有机半导体材料的三

重激发态性质，发展高性能磷光材料，并制备高效有机发光二极管；（2）发现外界物

理刺激可有效调控有机半导体的三重态激发态，实现其发光性质的显著调节。基于这

一性质，并利用三重激发态独特的长发光寿命，通过时间分辨光学成像技术，拓展了

这类材料在信息存储与安全保护方面的应用。 

个人简介：赵强，2007 年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随后前往日本名古

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8 年加入南京邮电大学。现为南京邮电大

学有机电子与信息显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为有机光电子学，重点围绕高性能有机半导体的设计、制备

及 其 光 电 应 用 开 展 了 系 统 性 研 究 工 作 。 近 年 来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Chemical Reviews、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

Advanced Materials、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 SCI 论文 140 余篇，被 SCI 引用 6000 余次，h 因子为 42。

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20 余项。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江苏省高校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江苏青年光学科技奖等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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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江苏省“333 高层

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江苏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

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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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钛矿量子点显示技术 

钟海政 

北京理工大学  

摘要：量子点具有丰富的色彩特性和低成本的加工技术，是备受关注的新一代显示技

术。钙钛矿量子点是显示应用的“明星”材料。针对显示应用需求，我们发现了钛矿

材料的聚集诱导荧光特性，建立了室温再沉淀和微乳液制备钙钛矿量子点技术，获得

了颜色可调、发光效率高的钙钛矿量子点材料；阐明了尺寸减小和有效包覆提高量子

点荧光量子产率的物理机制；发展了钙钛矿量子点光转换膜的“原位制备策略”，获

得了高性能的光转换膜。在以上基础上，实现了宽色域量子点 LED 器件和显示样机。 

 

 

 

个人简介:  2003 年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2008 年在中国科学院

化学研究所有机固体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攻读期间在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 6 个月的学术交流；2008-2010 年在多伦多

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0 年加入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

2013 年晋升为教授。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人

事部留学归国人员择优资助、北京市科技新星和北京市青年英才

等人才计划。主要从事量子点材料及其照明和显示应用等方面的

研究。在新型低毒三元铜铟硫和钙钛矿系列量子点材料制备及其

照明和显示应用方面有突出贡献。截至目前，已发表 SCI论文 85篇，被他人引用>3000

次，其中第一或通讯论文 49 篇，8 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单篇最高他引 320 次，H 因

子 28。申请中国专利 12 项(授权 9 项)，提交国际发明专利申请 3 项，为 2 本专著撰写

章节，在包括“欧洲显示 2015 年会”、美国电化学年“显示材料分会”等重要国内外

会议上做邀请报告 2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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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杂化钙钛矿平板忆阻器和纤维忆阻器及杂化钙钛矿材料的

忆阻性质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影响 

肖新宇，董斌，邹德春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2 号，100871 

dczou@pku.edu.cn 

 

关键词：杂化钙钛矿材料，忆阻器，太阳能电池，I-V 特性 

摘要：忆阻器，是继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之后人们发现的第四种电学基本元件。近

两年，人们发现，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材料也具有忆阻性能。2016 年 1 月，我们报道

了世界第三例杂化钙钛矿平板忆阻器，其结构为 FTO/TiO2/MAPbClxI3-x/Al（图 1a），最

高开关电流比为 1.9×10
9（图 1b），为目前杂化钙钛矿忆阻器领域的世界纪录。此外，

在无封装的条件下，器件能够稳定保存 1 周以上（图 1c）；且在经过 160 次连续测试之

后，器件仍能保持明显的忆阻特性（图 1d），这充分说明器件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图 1 平板忆阻器及其性能测试。a)结构示意图，b)器件 I-V 性能，c)长期稳定性测试，d)持续稳定性测试 

 

2016 年 7 月，我们进一步报道了世界首例杂化钙钛矿纤维忆阻器，其结构为

Ti/TiO2/MAPbClxI3-x/Au（图 2a）。我们通过在纤维基底上构造 TiO2 多孔层结构，大大

提升了钙钛矿前体溶液在纤维曲面基底上的附着能力；并借助自制的涂丝机（图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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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长程均匀的膜层涂覆。制备的纤维忆阻器最高开关比为 20（图 2c），且具有良

好的稳定性和可重现性。 

通过将忆阻器的物理模型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物理模型结合，我们成功构建了同时

包含忆阻器的物理参数和太阳能电池的物理参数的 I-V 特性方程，并通过编程求得了该

方程的数值解，得到了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常见的 I-V 特性的拟合曲线，证明了材料的忆

阻性质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多种 I-V 特性产生的物理根源。该成果使得钙钛矿太阳能电

池的本征物理模型更加清晰化，有利于从机理层面出发精准指导高性能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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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纤维忆阻器及其性能测试。a)结构示意图，b)制备过程示意图，c)器件 I-V 性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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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邹德春教授 1983 年获西北工业大学学士学位，1987 年获日本

群马大学硕士学位，1990 年获日本九州大学博士学位。

1990-1997 年先后在三菱化学，东京农工大学，卡西欧计算机

公司从事研究；1998-2001年3月任九州大学副教授；2001年 5

月被北京大学作为发展光电功能材料及器件物理领域的学术带

头人引进回国，2002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11 年受聘 973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主要从事光电功能材料以

及器件物理的研究，在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如 Adv. Mater., Energy Environ. Sci., J. Am. 

Chem. Soc., Coord. Chem. Rev., Chem. Comm., J. Mater.Chem., Appl. Phys. Lett.等发表论

文 150 余篇，申请专利十多项，合作出版中、日、英著作 7 部，日文译著 1 部，前后数

十次应邀在相关领域大型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作特邀报告。在薄膜光电器件尤其是柔

性化、大面积化有系统的研究积累。开辟的柔性纤维光伏电池研究新领域已成为国际

能源技术领域里的研究热点之一，使我国在国际新能源技术领域占据了一席领先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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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五：超构材料及柔性光电器件 

 

主席： 

周治平（北京大学） 

罗先刚（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冯  雪（清华大学） 

共主席： 

陈  沁（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程序委员会： 

冯一军（南京大学） 

李贵新（南方科技大学） 

徐  挺（南京大学） 

林  佼（深圳大学） 

侯 波（苏州大学） 

宋国锋（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廖洪恩（清华大学） 

林  媛（电子科技大学） 

黄秀颀（国显光电/维信诺有限公司） 

蒲明博（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赵  青（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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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构材料光吸收器及其光电器件应用 

陈  沁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Qchen2012@sinano.ac.cn 

 

摘要：光电器件面向不断提高的高速、高集成和低功耗的技术需求，需要持续的减小

器件体积。然而，受限于衍射极限和吸收系数等性能参数，光电器件的量子效率和响

应度等的提升又需要器件维持一定大小的尺寸。这种矛盾限制了当前光电器件的进一

步发展。电磁超构材料是一种亚波长的人工结构材料，其电磁特性主要由结构特征决

定，因此不同于传统受限于本身电磁响应的自然材料，其电磁特性具有极大的设计自

由度和不同寻常的功能。超构材料光吸收器就是一种典型的电磁超构材料，可以在十

分之一波长尺度下实现近 100%的全向光吸收，极大增强了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对于

有源光电器件和传感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此报告将介绍近年来我们在超构材料光吸收

器方面的基础问题研究进展，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光探测器、光调制器和光传感器，

讨论这种亚波长结构体系在光与电两方面的优化融合途径，探索器件加工制备的可行

性，并展现超紧凑的光电器件性能的有效提升，为硅基光电集成、高速光无线通讯、

光学传感等领域应用提供参考。 

 

个人简介：陈沁博士现任中科院苏州纳米所研究员，博导。入选

中科院百人计划、英国皇家学会牛顿高级学者、江苏省双创人才

和江苏省创新团队。2006 年博士毕业于中科院半导体所，并获得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英国从事五年博士后研究工作后，于

2012 年回国加入中科院苏州纳米所至今，一直从事半导体微纳光

电器件研究，包括微腔激光器、硅基光探测器、电光调制器和光

传感器。近年来面向硅基光电集成和片上检测传感应用，聚焦于

微纳结构的光场调控及其新型硅基光电器件在能源和信息等领域中的应用。已发表包

括ACS NANO，Laser&Photonics Reviews等第一及通讯作者SCI期论文四十余篇，总引

用超过 1000 次。已授权美国发明专利 3 项。现为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副主编和

Scientific Reports 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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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al Plasmonsand Controllable Quenching of Super-radiance in 

Deep Subwavelength Optical Coatings 

 

Nicholas X. Fang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icfang@mit.edu 

 

Abstract: Recently, exciting new physics of plasmonics has inspired a series of key 

explorations to manipulate, store and control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energy at 

unprecedented dimensions. InthistalkI willreport our recent efforts on controlling light 

absorption and emission process through quantum effects in sub-20nm scale coatings.  

For example, surface plasmons of different chirality can be excited in two dimensional 

materials that support transverse currents. We propose a method to optically excite and 

characterize the electromagnetic response and surface electromagnetic modes in a generic 

gapped Dirac material under pumping with circularly polarized light. The valley imbalance 

due to pumping leads to a net Berry curvature, giving rise to a finite transverse conductivity. 

Guided by our theoretical work, we argue the appearance of nonreciprocal chiral edge modes, 

their hybridization and wave guiding in a nanoribbon geometry, and giant polarization 

rotation in nanoribbon arrays. We also demonstrate experimentally ultrafast quenching of 2D 

molecular aggregates at picosecond timescale assisted by surface plasmons. Ou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metal-mediated dipole-dipole interaction increases the energy dissipation rate 

by at least five times faster than that predicted by conventional models. Our results can offer 

novel design pathways to the light-matter interaction in a variety of photon-exciton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such as high speed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Bio：sketch:Nicholas X. Fang received his BS and MS in physics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and his PhD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He arrived at MIT in Jan 2011 as Associate 

Professor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ior to MIT, he worked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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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Fang’s areas of research look at nanophotonics and nanofabrication.  His 

recognitions include the ASME Chao and Trigger Young Manufacturing Engineer Award 

(2013);the ICO priz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Optics (2011); an invited 

participant of the Frontiers of Engineering Conference by National Academies in 2010;the 

NSF CAREER Award (2009) and MIT Technology Review Magazine’s 35 Young Innovators 

Awar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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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皮肤柔性光电集成器件及其应用 

冯  雪 

清华大学 

fengxue@tsinghua.edu.cn 

 

摘要：集成器件柔性化并实现与人体环境的融合，需满足要求：（1）人体及其组织大

多是非可展曲面，实现器件与人体的紧密贴合及不影响日常活动，则器件必须具备可

延展柔性特点；（2）生命体征信号一般比较微弱，实现高效、实时动态地感知、处理

和无线传输生理信息等功能，则器件必须具备高性能。通过力学设计和减薄技术实现

无机 LED 和硅基探测器的可延展柔性，厚度只有 10-50um，并可与生物组织集成。基

于界面断裂与粘附发展无机器件的转印与集成方法，器件可拉伸变形 50%以上。该类

皮肤器件具有超薄、超柔、可延展等特性，贴付人体表面，可实现日常活动下的血氧

血压动态监测。 

个人简介：冯雪，男，1977 年出生，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

博导，国家973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现担任清华

大学柔性电子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应用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等，中国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空天与武器装备测试专业组组长等。受邀担任美国机械工程

师学会（ASME）会刊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 副主编、英国物

理学会 Flexible and Printed Electronics 编辑、Nature 出版集团 npj Flexible Electronics 编

辑等。 

 冯雪教授 2003 年 1 月获清华大学固体力学专业博士学位，2004－2007 年在伊利诺

伊大学香槟城分校（UIUC）从事博士后研究，2005－2006 年于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

从事访问博士后研究，2007 年 7 月起就职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冯雪教授主要致

力研究超常规环境下的力学与微器件，分别发展了针对高温／超高温、可延展／超柔

性等超常规环境的新型实验方法、微器件与集成技术，所发展的高温光学及其光电成

像系统用于飞行器考核试验，所发展的可延展柔性电子技术用于健康医疗及复杂环境

下运动监测。先后主持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863 项目、基金委近空间飞行器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基金委国际合作重大项

mailto:fengxue@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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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教育部优秀博士论文基金项目等。至今已发表 SCI 论文 140 余篇，SCI 他引 1400

余次，英文书章 1 篇；已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3 项、自主软件著作权 4 项；先后获得教

育部青年科学奖（2016）、教育部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016，排名第一）、中国机械工

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6，排名第一）、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16）、中组部“万

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计划（2014）、第十二届中国力学学会青年科技奖（2011）、全

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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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柔性可调控等离激元结构及应用 

高  丽 

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ligao@njust.edu.cn 

 

摘要：赋予光学超材料和等离子激元器件弯折、拉伸和卷曲的特性可以开启对电磁波

进行调控的新篇章, 并实现新颖的器件设计和强大的功能性, 例如隐身装置、超级棱

镜，变换光学以及基于等离激元效应的高精度生物传感器件等. 本报告将回顾在可见光

波段产生响应的柔性光学超材料和等离子激元器件的工作, 特别是超级可拉伸，应变可

调控的等离激元器件及与其匹配的微纳加工技术如纳米压印转移技术.本报告还将探讨

利用新型低成本的适用于大面积纳米光学结构的纳米压印转移技术所制备的水可降解

调控的等离激元结构及其在测量空气湿度和汗液流失上的传感应用，并总结和展望完

全可降解及自毁灭的光学器件的研究。 

 

个人简介：高丽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师从美国三院院士 John Rogers 教授，于 2015 年加入南京理工大学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现研究方向为柔性可调控的等离激元器件，

新型柔性二维材料电子器件以及皮肤液晶传感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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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法加工柔性高迁移率聚合物场效应晶体管 

郭云龙, 刘云圻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guoyunlong@iccas.ac.cn 

 

Abstract：High mobility polymeric electron transporting material is key unit for flexible 

organic complementary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CMOS) circuits. However, film 

formation of materials and low transporting mobility and stability of organic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OFETs) limi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get high 

electron transporting polymers and stable OFETs.  

We used strategy of Accepotr1DonorAccepotr2Donor (A1DA2D) or 

AcceptorAcceptorDonor (AA-D) and realized a tuning of hole and electron transporting 

ability in polymer semiconductors. For example, we found that polymers with 

Bis-Diketopyrrolopyrrole (2DPP) moiety own relative lower LUMO (lowest unoccupied 

molecular orbital) levels, which lowers the electron injecting barrier between electrodes and 

polymers. Comparing with polymers with DPP, flexible OFETs based on 2DPP ones show 

much higher and more balanced charge transporting ability. The highest hole mobility and 

electron mobility are 4.16 and 3.01 cm
2
/V s, respectively. This is the best reported flexible 

ambipolar OFETs and inverter circuit shows a gain of 70, which demonstrates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 for more complicated organic circuits. 

 

个人简介： 

1982.9 出生 

2005 河北师范大学理学学士 

2010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理学博士 

2013.07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3.10-2016.3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后 

2016.4-2016.10 日本东京大学特任副教授 

2016.10-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mailto:guoyunlong@icc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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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有机聚合物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有机-无机杂化材料与器件 

在从事分子材料与器件近 10 年的研究过程中，共发表论文 110 篇 ,他引次

数>4500 次。目前为 等杂

志的审稿人。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并做分会邀请报告。 年应国际著名杂志

邀 请 成 为 其 国 际 顾 问 委 员 会 成 员

）。参加和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科技部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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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ed mode theory for artifici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Jiaming Hao 

1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Infrared Physics,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ical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83, China  

jiaming.hao@mail.sitp.ac.cn 

Abstract：Coupled mode theory (CMT) has been found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for 

treatment of the coupling of resonant systems [1-3]. For a well-defined resonance,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mechanical, electrical, optical, etc., the coupling property can be felicitously 

modeled by CMT with a few simple physical concepts. Based on the CMT, we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a generic phase diagram for a one-port single-mode resonator model in our 

previous work, in which the functionality of such a system is governed by two simple 

parameters, i.e., the absorptive (Qa) and radiative (Qr) quality factors. Here we theoretically 

address the optical resonant modes of planar insulator-metal film plasmonic structur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upled-mode analysis. Two rigorous analytical formulas linking Qa and Qr 

with the geometrical parameters and material properties of the system are derived explicitly, 

and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appropriate devices with distinct 

functionalities, such as, perfect absorption, phase modulator, and electric reflector. 

个人简介：郝加明，男，2008 年 6 月获得复旦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香港科

技大学、瑞典皇家工学院、巴黎第十一大学基础电子研究所等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研究

助理、博士后研究员工作。于 2013 年底通过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中国科学院上

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聘为研究员。中组部“千人计划”青年人

才入选者，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A 类)”入选者。郝加明博士主要从事等离激元光子

学、超构材料和变换光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电磁波偏振调控、等离激元多种类可

见光近红外超吸收、零折射率超构材料超反射和隐身现象、新型等离激元红外超薄宽

带高透射高导电薄膜等课题上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mailto:jiaming.hao@mail.sit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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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薄膜的相干完美吸收 

侯  波 

苏州大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houbo@suda.edu.cn 

 

摘要:我们开展导电薄膜电磁性质的实验研究，证实了连续的导电薄膜在两束相干微波

的共同照射下可以取得完美吸收的特性（吸收率 100%），采用 λ/10000 厚度的导电薄

膜的实验也显示了完美吸收具有与频率无关的超带宽性质。这样的宽带相干完美吸收

特性很难在光频段实现，不但是因为两个入射波束的相位要严格一样，而且也要求薄

膜材料具有与频率无关的耗散性质。在微波频段，由于较长的电磁波长，相位的控制

相对容易；同时，导电材料的自由载流子响应具有与频率无关的性质。因此允许我们

观察到这样的超宽带完美吸收现象。我们也推广这一现象至石墨烯，实验显示在相干

入射的方式下，连续的单层石墨烯可以取得完美的吸收率。因此，在此项研究里吸收

材料达到了最薄的尺度——单原子层厚。 

个人简介:侯波，2001 年在重庆大学应用物理系取得理学学

士，2007 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物理系取得哲学博士，其后在香

港科技大学物理系工作至 2008 年 10 月，从 2008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1 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光子学

专业做博士后研究，2010 年 12 月，任苏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特聘教授。 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1）电磁带隙功能材

料，如电磁超材料、吸波材料等；（2）变换光学等新颖波动现象；和（3）表面等离激

元及微纳光子学领域。已在 Nat. Commun.、Phys. Rev. Lett.、Phys. Rev. B、Appl. Phys. 

Lett.等期刊发表论文 50 多篇。作为共同发明人获授权美国专利两项。作为第二完成人

荣获国家教育部 2014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论文

成果荣获苏州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一等奖(2012/2013 年度)和三等奖（2014/2015

年度）。现任自然出版集团 NPG 旗下期刊《Scientific Reports》的编委成员（Editorial Board 

Member），是 Sci. Rep., Appl. Phys. Lett., Opt. Express, New J. Phys., Europhys. Lett.等国际

SCI 期刊的审稿人。 

mailto:houbo@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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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显示 

黄应龙 

京东方显示研究院 

Huangyinglong@boe.com.cn 

摘要：本报告包括三部分： 

1. 世界与显示；2. 产品技术架构及关键技术；3. BOE 的规划和布局。 

计算机与网络的发展，催生产品数量指数级增长，产品创新仍然是产业成长的重要力

量。以软件、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基础，以硬件为表现形式软硬融合的新硬件形态

是产品创新的方向；基础技术的升级换代将创新前所未有的产品形态及生活方式；光

技术带给 ICT 产业的机会与挑战，需要提前洞察布局。未来的世界将是: 显示在眼前,

处理在云端,可见的显示无处不在.OLED 具有对比度>30,000:1，低灰阶表达更准确，亮

度/色度视角好，HDR 效果好，无需背光源，可卷曲等优势。中小尺寸产品趋势是

Curved→ Foldable→Flexible；中大尺寸产品趋势是大尺寸化、高分辨率、广色域，透

明显示、柔性显示。2016 年全球 AMOLED 产业收入为 154 亿美元。至 2023 年，随着

SmartPhone、TV、AR/VR 等产品市场增长，AOMOLED 市场规模将达到 410 亿美元。

柔性 OLED 以其轻薄、可弯曲、韧性优良、节能等特点，从智能手机开始应用并扩展

到各类消费电子终端。柔性曲面搭配 18:9 全屏，提供全新的视觉冲击和体验；随着柔

性 OLED 在轻薄、折叠、节能、画质、寿命上更大的提升，应用会更加多样和广泛。

柔性显示以其轻薄、机械强度高、形态自由将成为端口设备首选.  

报告还将介绍产品技术架构及相关的技术；报告还将对 BOE 的技术完成度和产业布局

进行分析。 

 

个人简介：黄应龙，博士,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 BOE 显示器件研究院 副院长 

现在的研发方向: LTPS/Oxide TFT, 柔性 OLED, TFT-LCD 

 

 

 

 

mailto:Huangyinglong@bo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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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2003.9－2006.7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   获博士学位 

2000.9－2003.6    

吉林大学物理学院       固体物理材料专业   获 硕士 学位 

1996.9－2000.6    

吉林大学物理系         物理学             获 学士 学位 

2006 年 7 月至现在，在北京京东方科技集团从事和主持过多项核心技术的开发、工艺

开发. 作为负责人申请和承担多个国家重大项目，总共获得资金支持 6 1 0 0 万。其

中，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 2 0 1 4 年国家科技部“8 6 3 ”计划项目“8 K×4 K 超高分

辨率显示关键技术研究”,并作为 “863”该项目方向的首席专家。作为氧化物 Oxide 

BCE 技术项目负责人，主导和推动了氧化物技术的工艺开发和面板设计，包括 8Mask

工艺开发、6Mask 工艺开发及 CuAl 兼容工艺三大部分，其中 8 Mask 工艺已顺利通过信

赖性测试，使 BOE Oxide 技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同时做为超高分辨率 98inch 8K 4K

项目和 82inch 10K 4K 项目开发负责人,五个月内研发出了当时全球最大的 98inch 8k 4k

整机，于 2013 年 11 月在深圳高交会进行展示，引起巨大反响。 该项目已获得了 2014

美国 SID Best in Show Display Week 2014，2014深圳 CITE创新产品与应用金奖及 2014

德国 IFA 产品技术创新大奖等殊荣。而 82inch 10K4K 项目，在 8K4K 项目的基础上再

创新高，创尺寸及分辨率之最，引领业界高清显示的潮流，该项目屡获多项国际大

奖： 2015 SID “Best in Show”大奖，2015 IFA 产品技术创新大奖及 CEATEC 2015

“lifestyle innovation category Grand P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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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控与柔性器件 

蒋兴宇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xingyujiang@nanoctr.cn 

 

摘要：微流控芯片在柔性器件、可穿戴生物传感器、生化分析、生物材料合成等领域

可以广为使用。例如，微流控芯片可以精确操纵液体，也可以检测各种生物标志物。

再如，微流控芯片还可以用于一些新型纳米材料的合成，用于载药的复合纳米材料。

这些柔性、小型化、可穿戴的器件对于电子器件-生物体界面非常重要，可以大大提高

电子器件和生命体之间的吻合程度，把电子器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扩展。 

 

个人简历： 

蒋兴宇 教授 博士生 导师 

中国科学院大学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11 号 

1999 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2004 年于美国哈佛大学化

学系取得博士学位，师从美国两院院士 George Whitesides 教授。

2005 年-至今：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蒋兴宇研究员 2010年获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3年获中组部“万人计划”拔尖青

年、2014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曾获中国化学会

青年化学奖， 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发表论文 200 多篇。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微

流控芯片和纳米生物医学。任 Nanoscale（影响因子 7.3）副主编。 

近期文章： 

Cheng SY, Jin Y, Wang NX, Cao F, Zhang W, Bai W, Zheng WF, Jiang XY, Adv Mater, 

DOI: 10.1002/adma.201700171. (2017). 

Lei YF, Tang LX, Xie YZY, Xianyu YL, Zhang LM, Wang P, Hamada Y, Jiang K, Zheng WF, 

Jiang XY, Nat Commun, DOI: 10.1038/ncomms15130. (2017) 

Andersen AS, Zheng WF, Sutherland DS, Jiang XY, Lab Chip, 15, 4524-4532(2015). 

Zhang L, Feng Q, Wang JL, Sun JS, Shi XH, Jiang XY. Angew Chem Int Ed, 54, 3952-3956. 

mailto:xingyujiang@nanoct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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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Sun JS, Zhang L, Wang JD, Feng Q, Liu DB, Yin QF, Xu DY, Wei YJ, Ding BQ, Shi XH, 

Jiang XY, Adv Mater, 2015, 27, 1402-1407. (2015). 

Sun J, Xianyu YL, Jiang XY, Chem Soc Rev, 43, 6239-625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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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光学超构表面 

Nonlinear Photonic Metasurfaces 

李贵新 

光学材料与超构材料实验室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南方科技大学 

ligx@sustc.edu.cn 

摘要：光学超构表面是一种能够对电磁场在亚波长尺度上进行调控的超薄人工界面。其

理念源于三维超材料、形貌类似传统的二元光学结构器件。超构电磁界面的重要性不

仅在于概念上的新颖，更在于对光学、材料、物理等领域的启发。在此，我们将讨论

光的自旋角动量在光-超构界面相互作用过程中的演化及如何利用光的几何相位设计高

效率的全息光学元件。例如，通过设计过高反射率超构界面，可实现连续相位梯度、

广角、宽光谱及高达 80%转换效率的全息显示。此项技术在三维显示、防伪，激光光

束整形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前景。 

光的几何相位也同样适用于研究非线性光学过程。例如，我们从理论和实验上揭示了

非线性光学二次、三次谐波（Second- and Third-Harmonic Generation）辐射过程与超构

界面的旋转对称性之间的关系。我们首次将非线性光学几何相位的概念引入到非线性

光学超构界面的研究中，并在实验上成功验证了如何利用超构电磁表面实现非线性极

化相位的连续可调。受以上工作启发，我们也验证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物理现象：非

线性光学中的旋转多普勒效应，在此一并与大家分享。 

参考文献 

[1]Guixin Li, Shuang Zhang and Thomas Zentgraf, Nonlinear photonic metasurfaces”, Nature 

Reviews Materials, 2, 17010 (2017). 

[2]G. Li, T. Zentgraf, S. Zhang, “Rotational Doppler Effect in Nonlinear Optics”, Nature 

Physics 12, 736-740 (2016). 

[3]G. Li, et al., “Continuous control of the nonlinearity phase for harmonic 

generations”, Nature Materials 14, 607-612 (2015).  

[4] G. Zheng, et al., “Metasurface holograms reaching 80% efficiency”, Nature 

Nanotechnology 10, 308-31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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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李贵新，副教授，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南方科技

大学 

中组部第 12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于 2009 年毕业于香港

浸会大学物理系并取得博士学位，2016 年 10 月回国加入南

方科技大学，2009-2016 年于香港浸会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

物理系、德国帕德博恩大学物理系从事研究工作，任博士

后、研究助理教授等职位。研究领域为光学超构材料、超构表面、纳米光学、非线性

光学等。在包括自然-物理学、自然-材料学、自然-纳米技术、自然综述-材料学、自然-

通讯、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 SCI 研究论文近 40 篇，获授权三项美国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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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构表面光子技术新进展 

李  涛 

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taoli@nju.edu.cn 

 

摘要：超构表面（Metasurface）是通过一薄层亚波长结构单元去局域地控制空间光场的

相位、偏振、及强度等分布的光学设计，有望从原理层面颠覆传统的光学器件和功

能。近五六年来，相关研究已经从最初的原理到功能开发和性能提升，高效的超构全

息技术、媲美显微镜头的超级透镜都先后被报道。然而，在这些鼓舞人心的突破背后

还有若干障碍制约超构技术在光学波段真正走向应用。本报告将针对当前该领域人们

关心的几个主要问题：超构表面的效率，超构透镜的色差、像差调控，超构表面多维

度全息展开讨论，并介绍本研究组在相关方面的最新进展。首先，我们根据广义惠更

斯原理通过多共振方法设计并制备全介质硅基超构表面，实现了透射效率和衍射效率

都高于 90%的灰度全息；其次，针对超构表面宽带消色差的难题，我们近期发展了集

成共振与几何相位设计结合的方案，实现了近红外波段工作带宽达 480纳米的消色差反

射和聚焦；此外，我们还基于表面等离激元（SPP）传播散射，设计 SPP 传播方向复用

的空间全息，突破之前偏振复用仅两个正交态的限制，实现了四重正交的全息显示。

本报告将根据相关的进展进一步探讨超构光子技术的发展趋势。 

 

 

个人简介：李涛，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2013），南京大学首批登峰人才计划（B 类）入选者，

曾先后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进行过访问研究。主

要从事等离激元光子学、超构材料、纳米光子集成等研究，曾获得

2007 中国光学重要成果。近年来在等离激元波束调控与全息技术、

超构表面色差调控、纳米光子集成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受邀做国

际会议邀请报告三十余次。以通讯作者发表 Nature Common.2 篇，

Phys. Rev. Lett. 2 篇，Nano Lett. 2 篇，Light Sci. Appl. 1 篇，Laser Photon. Rev. 2 篇等。

迄今共发表 SCI 论文 70 余篇，被他引 1800 余次，H 指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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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ar hot-electron photodetections 

Xiaofeng Li 

College of Physics, Optoelectronics and Energy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uzhou 

Nan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Key Lab of Advanced Op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of Jiangsu Province & Key Lab 

of Modern Optical Technologies of Education Ministry of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xfli@suda.edu.cn 

 

Abstract: Hot-electron photodetectors are attracting increasing interests due to the capability 

in the efficient below-bandgap photodetection. However,the planar systems without a delicate 

design always show a weak light-trapping capability andthe metallic nanostructures using 

surface plasmons (SPs) are usually complex and challengingto fabricate. Here, the two purely 

planar hot-electron photodetectors with hot-electron collection layers integrated with a 

distributed Bragg reflector and sandwiched into an asymmetrically microcavity are 

reported.Finite-element simulations show that the light incidence can be strongly confined in 

the localized region between the top metal and the adjacent dielectric layer due to the 

excitation of Tamm plasmon resonance, so that more than 87% of the light incidence can be 

absorbed by the top metal layer.While for the microcavity-integrated hot-electron 

photodetector, the absorption in metal can reach 92%, which is 21-fold enhanced compared to 

the reference without a microcavity. This enables a strong and unidirectional photocurrent and 

a photoresponsivity which can even b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nanostructured 

system.Moreover, both of the planar systems show a narrow-band resonance with a high 

tunability, a good resistance against the variation of the incident angle, and the possibility 

formulti band photodetection. 

KEY WORDS: Tamm plasmons; surface plasmons; microcavity; hot elect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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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李孝峰，教授/博导，苏州大学光电学院副院长，

中组部第三批青年千人、江苏省双创、江苏省333等人才计划

入选者。2007 年 1 月博士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获全国百篇

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其后，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伦敦

帝国理工学院工作5年，2012年 1月来到苏州大学，是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培育/面上/青年项目等课题负责人。累计发表

SCI期刊论文超过100篇，是 IEEE、中国光学学会和中国密码

学会高级会员，美国光学学会（OSA）、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和中国光学工程学

会会员；做邀请报告/担任分会场主席 30 余次，获 2015 年首届“江苏青年光学科技

奖”，担任 30 余个国际 SCI 期刊论文评审专家，担任 IEEE Photonics Journal 和 OSA 

Applied Optics 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Scientific Reports 期刊编委。研究方向：微

纳光伏、表面等离子与热电子光电转换、太阳能光电化学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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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时空分辨率光学信息采集与显示 

廖洪恩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 

 

摘要：生物医学影像信息在获取过程中，为了在空间或时间上获得高分辨率，近年众

多新型的成像技术不断地涌现。本报告在介绍生物医学影像信息的采集、分析和融合

等方面相关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及需要应对的挑战的同时，着重阐述和剖析其技术间

的关联。在提高生物医学影像信息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方面，不少技术巧妙地利用

“时间”和“空间”的转换以实现所需的超高分辨率。在影像信息采集、分析的基础

上，还涉及一个信息呈现的重要问题。这方面我们利用具有原创性的医学信息立体空

间透视融合装置，将原位立体视觉“透视眼”功能应用于生命科学、医学、生物医学

工程等学科，也希望能对生物医学应用和相关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新研究领域的开

拓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个人简介：廖洪恩 博士、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

“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生物医学工程系

副系主任。获北京大学学士，日本东京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

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院特任教员、助理教授、准教授，美国哈佛大学

医学院客座研究员等职。在医用影像和医疗器械领域取得系列国际

瞩目的重要成果，首次实现微创手术的立体空间透视导航，并成功

研制出世界上首台用肉眼即可观察到的具有 5米以上图像纵深的立体图像显示装置。在

包括 MedIA, Nature Photonics, IEEE Trans 系列刊物等发表了 220 余篇国际期刊和学会论

文、20 余篇综述文章，合编著书籍 11 部，专利 36 项。获国际医学生物工程联合会

IFMBE 青年学者奖、日本文部科学大臣表彰等十余项国际性奖项。现任亚洲计算机辅

助外科学会理事长、国际医学生物工程联合会亚太区秘书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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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延展柔性器件在脑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林  媛 

电子科技大学 

linyuan@uestc.edu.cn 

摘要：大脑是人体内最复杂的器官，是现代人体科学中未知因素最多的领域,加速脑科

学研究，揭示大脑之谜，不仅是高层次的科学探索，而且是保障人类健康的需要。对

大脑进行深入的研究，需要具有高空间分辨率的、能够最接近皮层神经细胞的、能够

进行原位探测的、能够进行多脑区同步特测的多模态神经信号检测。利用可延展超柔

性微电子与光电子技术，结合动物多电极神经电生理记录、动物生化指标记录、动物

大脑光学成像等技术，对描绘具有超高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的功能神经网络，揭

示大脑之谜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可延展超柔性脑电极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初步研究，

经过优化设计的可延展生物电极探测到了大鼠良好的脑电信号和高质量的稳态视觉诱

发电位响应；同时，针对应用于原位大脑皮层神经信号测试的可延展超柔性器件，我

们在转印制备方法和共性接触设计准则上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可为进一步推

进可延展柔性生物电子器件在脑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提供帮助。 

个人简介：林媛，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1999 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凝聚态物理博士学位，

其后分别在中科院北京物理所、美国休斯顿大学、美国 LosAlamos国

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2006年-2008任美国 Intel公司封装测试

技术研发中心高级工程师，2008 年入选教育部第九批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回国到电子科技大学工作，2016 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功能薄膜材料与器件，目前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可

延展柔性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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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尺度超构材料中的光热效应及热光辐射 

仇  旻 

浙江大学 

minqiu@zju.edu.cn 

 

摘要：超构材料通过合理设计器件的物理尺寸及材料参数可对特定频率的光波段实现完

美吸收，吸收的能量可以高效转换成热，因而在光热转换和热光辐射方面可用于实现低

功耗绿色光电子器件。例如，集成波导中光热转换可以实现光热开关；利用太阳能的光

热转换可用于高效污水处理及海水淡化，亦可实现高效光热太阳能发电；照明领域的光

热转换增强辐射可以提高电能利用效率等等。本报告中，我们讲回顾我们在纳米尺度超

构材料中的光热效应及热光辐射方面的近期研究，包括如基于相变材料的可调谐型吸

收/辐射器，可以灵活地实现对不同频率红外波段光波的吸收/辐射；利用激光的金属及

半导体纳米线的相互作用与光热效应，可以实现金属/金属、金属/半导体等不同结构的

纳米线之间的焊接；结合光力及光热效应产生光泳力，可以实现对金属纳米结构的移动

等力学操控等等。 

 

个人简介：仇旻教授于 1995 年和 1999 年在浙江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和

凝聚态物理博士学位，并于 2001 年获得瑞典皇家工学院电磁理论工

学博士。2001 年被瑞典皇家工学院聘为助理教授，2005 年晋升副教

授，2009 年晋升为光子学正教授。2010 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任浙

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现任浙江大学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2014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资助，2017 年任

“纳米科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主要开展纳米光子学方向研究，共发表

SCI期刊论文200余篇，名列2016年Elsevier全球电力电子工程领域高被引用学者名单。

仇旻教授是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IEEE Fellow）、美国光学学会会士（OSA 

Fellow）以及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SPIE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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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神经科学的植入式微型光电子器件 

盛  兴 

清华大学 电子工程系 

xingsheng@tsinghua.edu.cn 

摘要：随着微电子学与光电子学进入‘后摩尔时代’，微电子和光电子器件与生物系

统的集成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传统的半导体器件基于硬质、刚性、平面、

块状的基底，与柔软、可延展、温度敏感的生物组织并不相容。我们试图开发新型的

微纳器件工艺，结合外延层剥离和转移印刷等技术，制备微型薄膜式的光电子器件。

通过光学、电学、力学的设计，我们可以把高性能的微型器件与柔性异质衬底进行集

成，探索其在可穿戴、植入式等生物医疗领域的应用。本报告中，我计划探讨植入式

的光电子探针，用于生物神经信号的监测和控制。在未来，我们计划继续探索新型器

件工艺，结合电路设计、能量传输、信号处理等多领域知识，开发新型多功能的生物

传感、诊断、治疗系统。 

个人简介：盛兴，2007 年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学位，2012 年毕业于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012 年至 2015 年在伊利诺伊大学

香槟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2015 年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目

前就职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任特别研究员。 

盛兴的主要研究兴趣是设计、制备、集成和表征新型的半导体光电

子微纳米结构与器件，用于新能源以及新型生物医疗技术，曾以第

一作者身份在 Nature Materials, Nature Communications, Advanced Materials 等杂志发表

论文 2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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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折叠 AMOLED 显示技术的挑战和研发进展 

邢汝博 

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 

xingrb@visionox.com 

摘要：显示器件作为数字化生活中人类获取信息的最重要人机接口，正在朝着越来越轻

薄和便携的方向发展。超薄和可弯曲或折叠的柔性显示已经成为显示技术发展的重要方

向。OLED 显示技术不仅在显示的对比度、响应速度、视角、色域等方面表现出较液晶

显示明显的技术优势，尤其对柔性显示表现出优异的适用性，因此使柔性 OLED 显示成

为当前平板显示行业研发和量产的关注焦点。维信诺和国显光电对柔性 OLED 显示技术

进行了多年研发，已经成功实现弯曲半径达到 3mm 的全模组可折叠柔性 OLED 显示屏体

产出。在此过程中，掌握了柔性基板材料和工艺、TFT 驱动背板设计和加工工艺技术、

OLED封装技术、模组整合技术和应力管控技术等一系列柔性OLED显示领域的关键技术。

重点解决了柔性屏体弯曲过程中的 TFT 背板应力损伤导致的器件电性变化甚至失效的问

题。另外，通过柔性 OLED 全模组弯折过程的应力分布仿真优化设计了全模组构建方案，

解决了柔性 OLED 屏体折叠过程中的分层和屏体失效问题。目前，可折叠的柔性 OLED

显示技术已经逐步接近量产，但是在 OLED 的可靠封装技术、触摸屏整合技术、模组表

面的硬化保护技术等方向，仍有一些具有挑战性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关键词： 

柔性 OLED、可折叠显示 

个人简介：邢汝博，2009 年博士毕业于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2016年 1月加入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从事OLED相

关的新技术研发工作。邢汝博近年一直专注于喷墨打印有机

发光显示的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研究领域包括适用于打

印的高图形分辨率基板技术、打印墨水技术、打印发光薄膜

形态和微结构控制技术等。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多项与喷

墨打印OLED技术研发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项目，主要包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与地方合作以及公司内部的技

术开发项目。迄今为止，发表 SCI收录论文十余篇，申请并授

权的发明专利超过 10 项。 

mailto:xingrb@vision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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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onic nanostructuresand their applications at optical 

frequencies 

徐  挺 

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xuting@nju.edu.c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lasmonics and related plasmonic nanostructures have generated 

considerable interes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no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techniques. 

Plasmonics takes advantage of the coupling of light to charges like electrons in metals, and 

allows breaking the diffraction limit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light into subwavelength dimensions 

enabling strong field enhancements. In this presentation, I will briefly review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plasmonics research performed in our lab, including the applications of 

plasmonic nanostructures on photonic devices, metamaterials, electrochemistry and biosensing. 

 

个人简介：徐挺（XU TING），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光学工程博士学位，随后

进入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担任助理研究员。2014年提

升为研究员并兼任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助理教授。2011年获得中国

科学院院长奖，2012 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14

年入选南京大学“登峰人才支持计划”，2015年入选中组部“千人

计划”青年人才引进项目。徐挺教授曾在包括 Nature, 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enceAdvances 在内的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 SCI 论文 30 余篇，起成果主要涵盖了纳

米光子学，表面等离子体和纳米人工结构材料等研究方向。徐挺教授现担任中国光学

学会光学制造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美国光学协会（OSA）及美国物理协会（APS）会员。 

mailto:xuting@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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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光电子器件 

徐  云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xuyun@semi.ac.cn 

 

摘要：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各类慢性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使得人们

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也日益提升。目前临床使用的健康监护设备，虽然可以实现心

电、血氧饱和度等多生理参数的连续监测，但因其便携性、可操作性等问题并不适用

于家庭和个人监护。随着医疗服务逐步向日常监测模式的转变，近年来对于适用于社

区、家庭甚至是针对个体的生理参数监测设备受到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个性化穿戴

式监测系统的发展获得了很好的机遇，同时也必须满足更高的要求。因此，为了实现

对亚健康人群进行必要的实时监护，柔性可穿戴式监测系统的便携与低功耗发展已经

成为研究热点。将电源、多生理信号检测、无线传感器网络和移动通信设备相结合，

形成一套柔性可穿戴监测系统，可有效地增加受监护对象的移动性。同时，更准确、

持续地记录被测者的生理变化，判断其病情的发展趋势，最终做出较为全面的病变分

析。柔性可穿戴式监测系统一般具有操作简单易行、支持长时间监测、智能显示监测

结果、可对数据进行部分保存等特点。由于半导体光电子器件有良好的光电转换效

率，同时有机材料有良好的柔性和可延展性，本课题组采用两者结合的方案对部分器

件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对课题组研制的部分柔性光电器件进行了阶段性总

结。 

 

个人简介：徐云，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

半导体光电子器件包括大功率 FP 腔半导体激光器、DFB、

VCSEL 半导体激光器；红外探测器；以及可穿戴柔性半导体光

电子器件的理论设计及器件研发工作。主持和参与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863”、“973”、重

点研发计划等项目，凝视型半导体面阵探测器重大专项总师，

无机可延展柔性信息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 

mailto:xuyun@sem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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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HEMT 超材料的太赫兹高速动态调控器件的研究 

张雅鑫 

电子科技大学 

 

摘要：在太赫兹科学技术研究领域中，除了产生和探测太赫兹波外，如何高速、高效

的对太赫兹波进行调控长期以来是该领域的一大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太赫兹外部动态

调控器件在通信与成像等应用领域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伴随太赫兹科学技术的发

展，围绕太赫兹调控的问题就一直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然而由于太赫兹波特殊的频

谱位置（位于红外和微波之间），自然界中难以找到一种材料体系对太赫兹波具有高

速、良好的响应特性。 

本论文采用控制 InAlN /GaN 双沟道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HEMT）中二维电子气输运

特性调控超材料单元结构中电磁谐振模式的方法，将双沟道 HEMT 中二维电子气浓度

高、迁移率高的特点与超材料结构谐振特点相结合，实现了对太赫兹波的高速、高效

的幅度调制。实验中发现，基于该方法的幅度调制器调制深度达到了 85%以上、调制

速率达到 1Gbps。在此基础上，本论文近一步通过采用超材料结构中偶极谐振模式与

LC 谐振模式相互耦合增强谐振强度的方法，实现了对太赫兹波大范围的动态相位调

控，在单层结构体系下，实现了 138 度的大相位调制。 

个人简介：张雅鑫，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四川省杰出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首批装备预研教

育部联合青年人才基金入选者。现任“中国电子学会太赫兹分会”秘

书长、四川省太赫兹科学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际 Terahertz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杂志编辑部编辑。他长期从事太赫兹波段

无线通信系统研制以及电子与人工微结构互作用产生和高速调控太

赫兹辐射的新机制及器件的研究；发表包括 Nano Letters、Physical 

Review letters、Laser Photonics Rev、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等在内的 SCI论文 60

余篇。主持包括 4 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 项超 500 万 863 重大项目子课题、1 项 973

子课题以及 3 项 863 面上项目、3 项省部级项目在内的 10 余项项目，获国防科技进步二

等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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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六：纳异质结构与量子光电子学 

 

主席： 

任晓敏（北京邮电大学） 

牛智川（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程序委员会： 

李传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王雪华（中山大学） 

沈国震（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张  霞（北京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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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等离激元超常光吸收及其与在半导体光电子器件中的应用 

崔艳霞 

太原理工大学 

摘要：传统光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原理性的障碍，其中衍射极限问题严重制约了

显微、微加工、光操控等多个领域的发展。表面等离激元效应，一种存在于金属表面

自由电子的相干集体振荡，打破了这一限制。表面等离激元模式的等效波长可远小于

真空波长，并可在亚波长区域显著增强电磁场的强度，实现了纳米尺度的光操控。因

而，表面等离激元器件具有传统光学结构无法比拟的诸多超常特性，如超常光俘获、

近场场增强、超常光透射、超分辨成像等。 

表面等离激元的超常光俘获性能已被世界高度重视。传统器件将电磁能量通过介质弛

豫、电子欧姆损耗、能级跃迁等方式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如热能、电能等。在这

些能量转换过程中，效率往往不高，且材料固有的工作波段一般无法满足实际应用的

需求。基于表面等离激元效应可显著增强器件对入射光波吸收的效率和带宽，并且响

应频谱范围可以通过结构进行设计，突破了传统技术的限制，有望在光热及光电器件

领域发挥重要价值。具有宽带光俘获性能的表面等离激元器件可直接用作太阳能光热

元件，而表面等离激元增强的光电转换器件有望实现更轻薄、更高效的光电器件组

件。 

报告人对基于表面等离激元的宽带/多带光俘获器件及增强型光电转换器件进行了系统

地研究；采用一维周期排列的楔形金属/介质复合薄膜制成了超宽带表面等离激元光俘

获器件，阐释了其物理机理为慢波模式的激发；实验上证实了多尺寸金属纳米腔共振

单元复合可以拓宽光俘获的带宽；采用相位共振模式杂化实现了多带宽光俘获器件；

揭示了在太阳能电池中掺入金属纳米颗粒对器件光吸收及电学性能的影响规律；设计

了多种金属纳米光栅增强型光电转换器件；采用自组装或纳米压印技术将金属纳米光

栅引入太阳能电池提高了光电转换性能；为开发高性能纳米光子/光电子能源器件提供

了新方法、新思路，对提高太阳能利用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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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从事表面等离激元理论与应用方面的研究，以可激发表

面等离激元的金属纳米结构为对象，深入探究了其对光吸收、光传

播等的调控机理，提出了人造慢波超宽带吸波材料等具有新结构、

新机理的纳光子器件；并在传统光电子器件中引用表面等离激元结

构，旨在突破传统器件中由于材料固有的吸波波段及较弱的陷光能

力等不足，实现具有优异性能的纳光电子器件。发表 SCI 收录论文

50 篇，被引 1500 余次，其中 4 篇为 ESI 高被引论文，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 SCI 1 区

论文 4 篇，2 区论文 25 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其它省部级项目 11 项，

申请/授权专利 8 项，获山西省青年三晋学者、山西省青年拔尖人才、山西省高等学校

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香江学者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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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化钨-黑磷异质结载流子层间输运的研究 

赵思淇，何大伟，王永生，张心悟，何佳琪 

北京交通大学光电子技术研究所，发光与光信息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关键词：二硫化钨，黑磷，光生载流子，异质结 

摘要：我们通过差分反射率的时间分辨测量，研究了二硫化钨-黑磷异质结的载流子动

力学过程。样品是通过堆叠单层 WS2 与黑磷片层制成，两者均通过机械剥离的方法制

得。光生载流子由WS2到黑磷快速高效的转移过程被观测到。这证实了WS2/黑磷理论

计算的一类异质结能带结构。伴随着光生载流子由 WS2 到黑磷的层间输运过程，WS2

的光吸收率发生改变，并持续若干纳秒。这些结果促进了范德瓦尔斯异质结层间输运

载流子动力学过程的研究，并进一步推动其在光电子领域中的应用。 

个人简介：何大伟教授，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博导 主要致力于研究

固体中电子的输运过程。涉及的材料包括传统的半导体硅、锗、砷化

镓和新型材料石墨烯、碳纳米管、拓扑绝缘体等。最近几年何大伟教

授的研究小组采用超快激光技术开展了对单层二维晶体及其异质结的

动力学测量，主要研究开发了高空间分辨率的瞬态吸收技术，研究了

新型纳米及功能材料中的载流子能量弛豫及空间输运。在国际权威刊

物发表了系列论文，论文发表在（ Acsnano, Nature Communications, Nanoscale, 

nanotechnology,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 Optics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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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光力学研究进展及展望 

胡慧珠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huhuizhu2000@zju.edu.cn 

 

摘要：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探测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对测量精度要求的不断提高，

计量学的研究已从经典力学统治的宏观世界迈入量子力学主宰的微观世界。量子光力

学是光力学与量子光学结合的产物，为机械振子的控制和测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量子

方法，也为量子操控的深入探索提供了理想平台。这种方法具有前所未有的观测精

度，并可接近甚至突破量子极限,有希望检验宏观尺度的量子理论，具有极其广阔的发

展和应用前景。 

量子光力学的实验研究兴起于本世纪初，在最近几年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形成了多

个研究方向。在超高灵敏传感方面，目前国际上已经在极弱力、极小位移、力矩、加

速度等方面报道了极高灵敏度的测量结果。在量子基态冷方面，结合主动反馈冷却和

腔边带冷却，可将机械振子冷却至平均声子数为 0的量子基态，也就是说允许人们在量

子区域内进行光子或声子操纵，有望观察到宏观尺度的量子效应，进而催生出更多重

大突破。 

总之，量子光力学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充满了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当确信未来的技术发

展将对量子力学及其有效性限制给出更加深入和细致的阐述，也将掀开精密测量的崭

新篇章。 

个人简介：胡慧珠，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曾获国家

863 计划先进个人、中国光学学会王大珩中青年科技人员光学奖，入

选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担任国家级科技计划专家。长期从事光学

惯性与传感技术研究，在去偏干涉型光学惯性传感器技术研发、工

程应用及产业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多项国家重大工程和装

备作出贡献，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

奖等各类国家及省部级表彰。获授权发明专利 20 余项。近年来，将量子光学前沿发展

与应用需求结合，开展了利用量子光力学实现高精密传感测量的相关研究。 

mailto:huhuizhu2000@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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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组织量子点的单光子发射及其固态量子存储 

唐建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js@ustc.edu.cn 

 

摘要：基于自组织量子点的单光子源具有高稳定性、高亮度等诸多优点，不论是在基

础研究还是在技术应用等领域都具有广阔的前景。一方面，我们对量子点单光子源自

身的性质进行研究。例如，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观察到此类单光子的二阶关联函数

在脉冲光近共振激发的条件下，随着激发功率的增大，其形状可以从脉冲型的关联函

数连续地过渡到连续型的关联函数。随后我们引入了一种缺陷态的模型来解释这种现

象，理论模拟的结果和实验观测的结果很好地相吻合。另一方面，我们将自组织量子

点产生的单光子与固态量子存储器相结合，这是构建量子中继器的关键步骤，而量子

中继器又是长程量子通信的核心部件。量子点单光子的确定性性质对量子中继器的效

率至关重要，可以实现指数级的加速。而我们实验中的另一个要素，是对单光子进行

了时间多模式的固态量子存储，最高模式数达到 100，这又可以实现线性的加速。因

此，我们的实验对基于全固态器件的高效量子中继器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 

个人简介：唐建顺主要从事量子光源及其在量子信息和量子基础物

理中的应用的实验研究。在 Nature Photonics (2 篇 )，Nature 

Communications (1 篇)，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 篇)等 SCI 期刊以

第一或者通讯作者形式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2016 年获“饶毓泰基

础光学奖”一等奖。2017 年入选中科院青促会会员。首次实现量子

惠勒延迟选择实验，制备出波动性和粒子性的量子叠加状态，重新

诠释了波粒二象性，突破玻尔互补原理的传统界限。首次实现量子点确定性单光子的

时间多模式固态量子存储，模式数达到 100，创世界最高水平。首次实现非局域量子模

拟器，并模拟研究宇称-时间对称理论中的超光速问题，展示非局域量子模拟器在研究

量子物理基本问题中的重要作用。首次实现能量循环型弱测量方案，提高了对小物理

量的测量精度。 

mailto:tjs@u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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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压印加工技术和光电器件中的应用探索 

李东栋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lidd@sari.ac.cn 

 

摘要：微纳米结构的可控制备对各类光电器件的光捕获（或提取）能力以及电荷的分离

和收集效率至关重要。本报告将介绍我们近年来利用纳米压印制备大面积微纳结构的

进展，以及在光电探测、光电化学器件、太阳能电池等领域的应用探索。重点介绍薄

膜太阳能电池中的结构和界面调控。为了实现高效的光电管理，我们利用低成本的方

法在金属和聚合物薄膜上构筑了一系列的三维周期性纳米结构。以其为基础，探讨了

非晶硅薄膜电池光电性能同三维结构微观尺寸间的关系。结合光电耦合模拟方法，还

分析了这类纳米结构电池中电学参数的微观分布。这些工作对高性能柔性薄膜电池的

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此外，我们还将非晶硅薄膜电池的功能层沉积在玻璃管内

部，开发了管状薄膜电池。由于管状结构具有本征的全方位捕光特性和多种捕光模

式，新型的管状电池获得了 9.12%的光电转换效率。进一步将具有纳米锥结构的减反射

膜帖覆其上，电池效率提升至 9.86%。相对于传统的平面电池，这种新型设计还可显著

减小材料消耗和安装成本，为电池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个人简介：李东栋，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关注光电功能材料

和器件中表界面特性、光子和电子传输等共性科学问题。通过材料

的可控制备、微结构和基本物化性能分析，寻找提高光电器件性能

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在微纳结构的可控制备，硅基薄膜太阳电池的

衬底技术和光电管理及耦合机制，及其他新型(光)电化学器件中等方

面进行了系列探索。参与编写英文专著 2 部，在 Adv Mater、Energy 

Environ Sci、ACS Nano等学术期刊发表SCI 论文 90余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

等人才项目资助。 

 

 

mailto:lidd@sar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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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matter interaction at micro- tonanoscale 

刘新风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纳米标准与检测重点实验室 

 

摘要：首先简要介绍我们课题组的研究方向，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微纳光子学和

时间分辨光谱学。利用稳态和瞬态光谱的手段探测光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理

解微纳材料体系中各种元激发的本征属性以及激发态性质，为相关器件性质的改善和

提高提供基础理论支持和实验解决方案。我们将在报告中重点探讨以下几个工作。1.利

用高质量的回音壁微腔调控单层MoS2中的激子性质。单层材料中激子光谱性质的有效

调控一直是量子光学和微纳光学中最基本和重要的问题。与传统的微加工方法不同，

我们在此工作中探索了高通量低成本的制备方法，并且系统地研究了该微腔对MoS2激

子属性的调控。2.利用单层的 BN 材料为缓冲层，我们解决了大面积可控钙钛矿增益材

料的制备和性能优化。进一步优化实验条件，我们成功获得了钙钛矿微型激光器阵

列。3.从层装材料对称性出发，我们提出了一种获得超薄非线性晶体的方法。通过合适

的制备方法，我们得到了具有优异非线性光学性质的 3R 相 MoS2 晶体。通过实验和理

论相结合，我们对层厚依赖的二次谐波信号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为下一步设计超薄

非线性晶体提供了研究基础。 

个人简介：刘新风，东北师范大学 2000 级本科生。2007 年在东北

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导师刘益春教授。2011年在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获得博士学位，导师裘晓辉研究员。2011-2015 年在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 Sum TzeChien 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5 年进入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工作，被聘为“百人计划”研究员。至今在 Nature 

Materials, Nature Communications, Nano Letters, Advanced Materials, 

ACS nano 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引用 2600 余次(Google Scholar)。授权

中国专利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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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量子点表界面研究及其在光电器件中的应用 

王瑞丽，周文佳，宁志军 

上海科技大学 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ningzhj@shanghaitech.edu.cn 

 

摘要：胶体量子点是一种分散在溶液中的纳米颗粒。胶体量子点可以通过尺寸和形状

变化来调节材料的光学和电学性质，是溶液可处理光电子器件如太阳能电池、光探测

器、发光二极管的理想材料之一。最近几年以来，我们通过量子点表面配体的改进和

配体交换方法的优化，大幅降低了量子点表面的缺陷。同时基于配体工程的方法实现

了对量子点薄膜物理性质的调控，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并构建了一些新型的器件结构。

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大幅提高了量子点太阳能电池以及电致发光器件的转换效率，基于

这些方法的采用，目前胶体量子点太阳能电池经过认证的转换效率从 6%提高到目前的

接近 10%[1-5]，电致发光器件的转换效率超过了 4%。在这个报告中，我将介绍最近几

年来量子点在薄膜太阳能电池以及电致发光器件中的应用，重点介绍我们在量子点的

界表面工程和器件结构上的一些进展。 

关键词：胶体量子点；太阳能电池；胶体纳米颗粒；光电材料；光电器件 

个人简介：宁志军，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助理教授

（终身教授序列)，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首席科学家。2009 年在华东理工大学应用化

学系获博士学位。2009 年到 2011 年在瑞典皇家工学院进行博士

后研究，2011 年到 2014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行博士后研

究。2014 年底加入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任助理教

授、课题组长、博士生导师。发表论文 45 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文章 

22 篇，包括 Nature,Nat. Mater., Adv. Mater 等国际顶尖期刊。以共同作者在  Nat. 

Nanotechnol., Nat. Photonics 等杂志发表文章 23 篇。论文总引用次数超过 4500 次。申

请国际专利 1 项，中国专利 4 项。研究领域主要包括：1）纳米材料的设计和合成，侧

重于有机无机杂化材料如胶体纳米晶和钙钛矿材料；2）纳米材料的界表面化学研究以

及表面修饰与改性；3）纳米材料在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以及光探测器等领域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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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硅量子点的异质结构和光电器件 

皮孝东

浙江大学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杭州 310027  

xdpi@zju.edu.cn 

 

摘要：硅量子点是一种重要的纳米尺度上的硅材料。硅量子点具有传统的体硅材料所

不具有的新颖电子和光学性能[1]。例如，与体硅材料相比，硅量子点能更有效地吸收

和发射光子。硅量子点也促进了新的硅材料工艺的开发。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可以通过

印刷硅量子点墨水的方式来制备硅薄膜，这与传统的通过在真空中沉积硅原子或含硅

基团制备硅薄膜明显不同。基于硅量子点的印刷技术为制备低成本的硅器件奠定了基

础。随着具有无毒、低成本和高稳定性等特点的可穿戴和可生物集成的电子产品的发

展，硅量子点有望凭借其良好的稳定性以及硅的丰富储量和无毒性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目前的研究进展表明，硅量子点在光电领域的应用有望首先从与二维材料如石

墨烯和有机半导体材料形成异质结构上取得突破。近年来，通过把硅量子点与石墨烯

形成杂化结构，我们制备了性能优异的光电探测器[2,3]。通过把硅量子点与有机半导

体材料进行杂化，我们获得了高性能的太阳电池[4]和量子点近红外发光二极管[5,6]。 

 

[1] 谭华, 倪朕伊, 皮孝东, 杨德仁, 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54, 030006 (2017). 

[2] Z. Y. Ni, L. L. Ma, S. C. Du, Y. Xu, M. Yuan, H. H. Fang, Z. Wang, M. S. Xu, D. S. Li, J. 

Y. Yang, W. D. Hu, X. D. Pi and D. Yang, ACS Nano, DOI: 10.1021/acsnano.7b03569 

(2017). 

[3] T. Yu, F. Wang, Y. Xu, L. L. Ma, X. D. Pi and D. Yang, Advanced Materials 28, 

4912-4919 (2016). 

[4] S. Y. Zhao, X. D. Pi, C. Mercier, Z. C. Yuan, B. Q. Sun, D. Yang, Nano Energy 26, 

305-312 (2016). 

[5] W. Gu, X. K. Liu, X. D. Pi, X. L. Dai, S. Y. Zhao, L. Yao, et al., IEEE Photonics Journal 

9, 4500610 (2017). 

[6] X. K. Liu, X. D. Pi, et al., sub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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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皮孝东：浙江大学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Applied 

Physics Letters 顾问委员会成员（2017-2019）。主要研究领域为基于硅

量子点的印刷硅电子学。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已经在 Physics 

Review Letters、Advanced Materials 和 ACS Nano 等学术杂志上发表论

文 7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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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准一维纳米结构的柔性光电探测器与图像传感器研究进展 

沈国震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 

gzshen@semi.ac.cn 

摘要：柔性电子技术代表了微电子技术的革新性发展方向之一。柔性电子器件具有超

薄、机械柔韧性好、集成度高等优点，因而在很多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迄

今科研人员已经研制了多种结构和功能的柔性器件，如柔性传感器、电子皮肤、柔性

太阳能电池、柔性探测器等等。作为一类重要的柔性电子器件，柔性光电探测器除了

具有普通硅基器件的特性之外，还具有优异的柔韧性等特点，大大拓展了刚性器件的

可应用场景，在人工智能、柔性图像传感、智能家居、非接触控制等领域都有着重要

的应用价值。 

在本报告中，我们将重点介绍我们课题组近年来在基于准一维半导体纳米结构的柔性

光电探测器及图像传感方面的一些进展。通过对准一维半导体纳米结构进行修饰，如

量子点修饰等，可以大大提高器件的光电响应性能。在柔性光电探测器的基础上，我

们进一步研制了基于光电探测器阵列的柔性图像传感器，如紫外图像传感器、紫外-近

红外图像传感器等。  

个人简介：沈国震，1976 年 8 月生。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999 年

在安徽师范大学化学系化学教育专业获学士学位，2003 年在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获得博士学位。2004 年 2 月-2013 年 2 月

分别在韩国汉阳大学、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美国南加州大学

以及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2013 年

加入中科院半导体所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任柔性传感

与系统集成技术课题组组长。长期从事低维半导体材料与相关

柔性器件的研究工作，迄今在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Advanced Materials, Nano Letters 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00 余篇，论文的 H

指数为 59。先后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湖北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第十八届国际超晶格-纳米结构-纳米器件大会青年科学家

奖、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北京青年科技奖等奖励和荣誉。现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纳米材料与器件分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以及学术期刊 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s（SCI 收录）、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SCI 收

录)等十余种国际期刊编委、编辑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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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柱型 DBR 微腔耦合量子点单光子发射及光纤耦合输出 

尚向军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超晶格实验室  

 

摘要:量子通信技术的发展依赖于高稳定性、高可靠性单光子源，在实现单光子发射的

诸多物理方案中，基于分立半导体量子点的单光子源具有高亮度、窄线宽、短寿命、

易于集成等一系列优点成为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和应用前景的研究体系。而目前对于实

用化的量子点单光子源，需要突破的两个难点就是量子点单光子源的波长向第二、第

三光纤通讯窗口拓展和实现量子点单光子源的光纤耦合输出。本文提出结合双层耦合

量子点和 InGaAs 盖层的方法，成功将 InAs/GaAs 平面量子点的发光波长拓展至

1310nm，此外结合微柱刻蚀工艺的优化、有源区附近 δ 掺杂以及降低上层量子点的生

长温度等方法，成功实现高出射计数率和高单光子性的 1310nm 量子点单光子源，在

80MHz 激光脉冲激发下，提取效率约 10%，g(2)(0)为 0.257。对于光纤耦合方案，本文

提出一种微柱阵列与光纤阵列直接粘连耦合的简单方法，成功实现量子点单光子源的

光纤耦合输出，通过 HBT 测试得到二阶关联函数在零时刻的最小值可达到 0.02(3)，验

证了光纤输出单光子，而且光纤端的出射单光子计数可达到 1.87Mcps，通过 FDTD 模

拟发现，这种垂直耦合的方法对粘连的误差容忍度较大。 

个人简介：尚向军，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4

年 5 月生，2007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大学攻读硕博研究生（导师：

牛智川）。2009 年赴瑞典皇家工学院联合培养（导师：Ying Fu）。

2012 年取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嵌入 InAs 量子点的 GaAs 电

池的光伏特性研究》）。2013 年留所在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

验室工作，从事半导体自组织量子点单光子源的研究，包括：单

量子点分子束外延生长、共聚焦光学测试、微柱阵列制备、微腔

结构光场模拟和量子点能态模拟、单量子点定位和光纤耦合工艺等，擅长光纤光路共

聚焦光信号收集、单光子光谱滤取和 HBT 符合计数，已发表 SCI 文章 12 篇，授权专利

1 项。参与科技部 973、中科院战略先导 B 类等重大研究项目，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青年基金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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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中光动量及光力的基本物理问题 

余健辉 

暨南大学光电工程系 

 

摘要:介质中的光动量问题：Abraham 和 Minkowski 光动量争论，百年来一直困扰着物

理学家。在理论上，此光动量争论涉及许多其它基本物理问题，如波粒二象性，光动

量及光力的相对论自洽性，空间平对称性，‘隐含’动量问题问题。由于守恒的光子

动量为光子真空动量（Abraham 动量）和物质的机械动量的总和，可是实验测量无法分

离这两种动量测量，所以百年来无法实验证明此问题。报告将在理论上阐述光动量问

题与波粒二象性、与相对论的自洽性、以及‘隐含’动量等问题的内在联系与矛盾，

从而揭示出目前电磁波理论中的不完善问题。另一方面，报告将介绍通过观察微納光

纤弯曲回答Abraham和Minkowski争论的实验方法；一种基于納米光纤的近场测量飞牛

光力及守恒光动量的超灵敏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在光控器件上应用。 

 

个人简介:余健辉（Jianhui Yu），2009 年在中山大学光电材料

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光学工程博士学位。2012 年暨南

大学光电工程系晋升副教授。2014 年访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光学中心，合作导师为 Mansuripur 教授。现为企业科技特派

员，2016 年获得广州市产业创新领军人才。目前主要研究方

向为介质中光动量及光力的基本问题，微弱光力的测量方法，

基于二维材料的光控光纤器件、传感器件、光学微腔器件，散

射测量技术应用。已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Scientific Reports, Optics Letters, Optics 

Express, Sensors and Actuator B:Chemical, IEEE Journal of Selected Topic on Quantum 

electronics 等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 60 多篇,授权发明专利 10 多项。 



 

微纳光学技术及应用交流会    157 | 

银纳米线波导特性及应用研究   
 

于    丽 

北京邮电大学 

bupt.yuli@gmail.com 

 

摘要：表面电荷振荡与光波电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表面等离激元具有很多独特的

性质，并在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报告介绍北邮纳米光学组近期的三个研究

成果： 

一、光学天线 

行波天线在微波和射频波段有着广泛的应用，它的许多优点在光学波段也备受期待。

为此我们研究并实现了基于金属纳米波导的光学行波天线，实验证明它具有高度的方

向性，并可以在不改变其物理结构的情况下通过改变馈入模式调控其辐射方向。该天

线结构简单，易于制备，兼具方向性和宽带性，并易于与传输线集成，因此在纳米光

学中具有非常强的应用潜力。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于对大量量子点的辐射性质的调

控。 

 

二、双光子荧光调控 

由于双光子荧光激发光波长较长，受光散射的影响较小，使得入射光损耗较小，且双

光子吸收的强度与激发光强的平方成正比，是一种非线性吸收，荧光强度比单光子吸

收强，因此在双光子荧光生物成像和三维呈现技术方面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我们研

究了表面等离激元对双光子荧光特性的调控。研究样品为银纳米线-二氧化硅-量子点核

壳复合纳米线，利用荧光强度和寿命扫描显微系统对双光子荧光强度和寿命进行了扫

描，实现了双光子荧光强度和辐射衰减速率的二维成像。实验结果表明激发光偏振、

入射位置、等离子腔的物理尺寸等对荧光都具有调控作用。 

 

 三、Fano 共振机理研究 

基于表面等离激元效应的 Fano共振具有广泛应用。我们研究了一个由两个MIM波导和

两个矩形腔组成的非对称等离子体结构，该结构可以支持源于 3 种不同机理的三 Fan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94%B1%E7%94%B5%E5%AD%90/5428153
mailto:bupt.yul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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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并在单模耦合模理论的基础上给出了包含耦合相位的多模干涉耦合模理论

(MICMT)。MICMT 可以用来描述和解释非对称等离子体系统中的多 Fano 共振产生的

原因，其中一个源于矩形腔中的对称模式之间的干涉，另一个源于非对称模式与对称

模式之间的干涉，第三个源于两个矩形腔中的模式之间的耦合，该研究在高精度传感

方面具有重要应用前景。 

 

个人简介：于丽，女，1963 年 10 月出生，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理学院物理系主任，荣获过北京市教学名师称号。 

于丽教授主持和参与的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超过十项，目前主持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子课题一项和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获

得过两项省部级科研三等奖。 

近几年，于丽从事纳米光学的研究，主要研究基于表面等离激元的

功能性器件和表面等离激元谐振腔与量子体系的强耦合研究，以通

信作者发表 SCI 文章相关文章超过 60 篇。 

 

一、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党员形象 

我于 2011 年 7 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至今清晰记得党旗下宣誓的神圣时刻，从

那时起我就坚定一定要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起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为大家树立良好的榜样。在日常生活和平时的工作中，我时时刻刻用党员的标准

衡量自己，约束自己的言行，不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性修养，按照党章的规定履

行党员义务，珍惜党员的光荣称号。我平时非常注意关心身边的同事，当我得知物理

系一位教师生病住院时，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去看望，主动把她的工作揽下来，让她安

心养病，通过自己把党组织的温暖传输给每位同事。物理系承担的教学任务非常大，

尽管我主持的科研任务很重，压力很大，但我每次都和负责排课的老师讲，如果课程

安排不过来，就把剩余课程安排给我吧，北邮三地办学，沙河和宏福两个校区离本部

很远，我为此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跑远路承担额外的繁重教学任务。我作为理学院的党

委委员，积极找先进群众分子谈话，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督促他们不断严格要求自

己，向党组织靠拢。在参加党组织的各种活动时，自己积极主动，不计得失，用自身

的言行感召周围的同志，让“党员”这一光荣称号在自己身上充分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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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兢兢业业工作，为提高理学院的教学水平做贡献 

我在教学岗位工作超过 30 年，主讲的课程包括本科生的《大学物理》、《力学》、《光

学》、《光波导原理》、《量子力学》、《光通信的物理基础》和研究生课程《光子学

基础》等近十门课程，荣获过北京邮电大学首届教学观摩比赛第一名（1992 年），积累

了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我认为一名党员必须把本职工作搞好，作为一名教师，上好

课教好学生就是头等大事。为此，为把物理系教学工作搞好，尤其是让年轻人的教学

水平尽快提高，我做了许多工作。我不但经常性指导刚入职青年教师如何备课、如何

准备 PPT 和如何讲解课堂内容，而且采取了许多种方法，比如：安排富有教学经验老

教师与青年教师结对子，切实贯彻和执行好“传帮带”；定期和不定期举办多种形式

的教学交流和研讨会；广邀国家级教学名师和各种专家与物理系教师面对面交流；邀

请清华大学国家级教学名师亲自给北邮本科生上一学期《大学物理》课程，让青年教师

认真观摩和学习；带领教师到国内著名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高

校参观和学习。这些年，物理系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比如近三年时间，三名教师荣获

北京市级青年教师教学观摩比赛二、三奖。 

三、任劳任怨，为理学院本科生培养做贡献 

我近几年一直担任“黄昆班”的班主任和一、二年级的学业指导教师。“黄昆班”由

中科院半导体所和北邮理学院共同建设，利用中科院雄厚的科技队伍和实验平台以及

理学院雄厚的教学队伍，培养面向信息科学的拔尖人才。我做为北邮“黄昆班”的班

主任，为人才培养付出很多精力。包括组织本科生参加“黄昆班”的选拔及面试，带

领“黄昆班”的学生参加中科院半导体所的“秋季营”，带领学生参观中科院半导体

所的实验室，邀请中科院半导体所的院士和杰青等来北邮给“黄昆班”学生做学术报

告等，为“黄昆班”的建设付出自己的最大努力。 

我近几年还担任理学院应用物理学专业一、二年级的学业指导教师。我认为作为一名

教师，特别是一名党员一定要努力完成理学院交给我的任务，一定要把这些学生培养

成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为了让一年级刚入学同学尽快适应大学生活，我想了许多办

法，比如广邀中外著名学者和专家给学生做学术报告，帮助他们拓展视野、了解所学

专业和热爱所学专业，树立人生远大目标；当我了解有些学生不适应大学生活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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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安排理学院高年级优秀学生与他们分享学习心得外，我还邀请到清华大学的优秀

本科生到北邮与学生面对面地交流，清华学生把自己学习中的体会、遇到的挫折和经

验等与学生分享，鼓励他们要积极树立人生目标，才能更加努力学习，北邮学生感到

收获很大，通过这样的活动，他们更加坚定搞好学习的信心。作为学业指导教师，我

每学期都会和有过不及格记录的学生一一面谈，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为此，耗费了我

许多精力和时间。学生对我很信任，有什么事情也总爱找我谈心，正是这样面对面交

流，让我能够走进学生内心世界，帮助他们不断进步。有些学生家长对我非常信任，

经常性与我通电话，了解学生的动向，我无论再忙，都要与家长积极沟通，共同帮助

落后学生。有位学生在我的帮助下，顺利拿到了本科生的毕业文凭，毕业之后还通过

理学院转给我一封信，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我作为班主任一定要想学生之想，有一

位三年级学生想报考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当我了解到该学生由于不知道清华课程内

容和难度，感觉很焦虑时，我第一时间让在清华电子系就读的我儿子想法设法把他们

系主要课程的全部 PPT 弄到手，交给了学生，该学生非常感动！由于我认识一些中科

院和其他高校的老师，每年都有一些保研学生找我，让我推荐和联系，我都以极大热

情帮助学生实现梦想。 

 

四、积极做好公益活动 

我目前承担北京市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和北京市物理学会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经常参加各种活动，为物理教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认为作为一名党员应该积

极主动做好各种公益活动。在北邮举办了首届“北京市物理学会走进高校”活动，为

了搞好活动，从会议的组织、场地的借用、人员的安排等方面我都积极协调，最终会

议圆满召开。全国中学生数理化编辑部经常邀请我给中学生做科普活动、指导创新活

动等，我每次都认真准备，为祖国的花苗成长尽我的一份力! 

我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不断提醒自己要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但我深知，我

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一名党员应该做的，距离党的要求还有差距，我愿意今后更加勤

奋努力工作，从思想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并且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教好书育

好人，为我国的发展和强大贡献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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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As 基量子点微纳（微柱、纳米线）量子光源研究 

喻  颖 

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yuying26@mail.sysu.edu.cn 

 

摘要：量子光源是线性光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弱信号测试等应用的关键器件。低密

度 GaAs 基量子点（InAs/GaAs 或 GaAs/AlGaAs）是具有高亮度、高纯度、易于集成的

高品质单光子源。目前，实现高效量子点量子光源面临的挑战性问题是单量子点的可

控制备、高效收集以及纠缠光子对的同时高效提取等。近年来，将单个量子点置于微

纳结构（微腔，波导结构）中，可有效增强量子点的荧光提取效率，进一步制备高品质

的量子光源。本次报告将介绍我们组在“GaAs 基微纳结构量子点单光子源”的制备及其

光学特性等方面所开展的一系列研究，主要包括利用精确的光学定位技术（<20 nm）实

现高提取效率（>65%）、确定性耦合的量子点微柱单光子源，以及利于上转换的光学

激发方式研究纳米线-量子点体系中奇特的载流子输运特性，这将为可扩展的量子光源

器件奠定重要的基础。 

个人简介：喻颖，1988 年出生。2014年 6月获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基

于 InAs 单量子点的分子束外延生长及微纳量子光源器件研究。至今已在

国际知名期刊（Nano Lett,Advanced Material,Nanoscale,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等）上发表文章 20 余篇。 

mailto:yuying26@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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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二维材料的非线性光学及光子学技术研究 

张  晗，范滇元 

深圳大学 教育部二维材料光电科技国际联合实验室 

 

摘要：二维磷从 2014 年出现伊始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黑磷是一种直接带隙半

导体, 其带隙能随层数可调, 具有独特的电学、光学特性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在晶体

管、超快激光、光探测等领域都具有极大的应用潜力; 但其目前也存在制备方法不够完

善、稳定性差等缺点。除了二维磷，其他新型的二维材料，比如锑烯、铋烯、

Mxene、InSe 等超常二维材料在非线性光学及光子学技术上具有独特优势。本报告将

从超常二维材料的结构、性质和应用的研究做简单的介绍,重点综述了二维黑磷、锑

烯、铋烯、Mxene、InSe 的非线性光学特性以及其在光通信器件、光探测以及生物光

子学方面的光子学应用，并展望超常二维材料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 

个人简介：张晗，1984年12月出生，深圳大学光电学院、光电

协同创新中心特聘教授，深圳市黑磷光电技术工程实验室主

任。首届国家优青、中组部青千、新世纪优秀人才等。主要从

事二维材料非线性光学及光子学技术研究。以第一/通信作者发

表论文80余篇，包括PNAS （1篇）、Nature Communications （1

篇）、Advanced Materials (3 篇)、 Laser Photonics Review (3

篇)、ACS Photonics (4 篇)、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 (7

篇) 等，论文总 SCI 引用超过 8400 次，H-index 为 44。两篇论文入选入选中国百篇最具

影响力国际学术论文，两篇论文入选 Optics Express 创刊 20 年百篇引用最高论文，封

面论文超过 20 篇。担任《Photonics Research》执行主编或副主编、Scientific Reports

编委以及中国激光杂志社青年编委会秘书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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锑化物低维结构中红外单模激光器的研制 

张  宇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超晶格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学 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  

 

摘要: 2~4μ m 波段是非常重要的大气红外窗口波段。工作在这个波段的激光器可以广

泛的应用于气体检测、外科医疗、工业生产等民用领域和红外对抗、自由空间通信、

量子保密通信等十分重要的军事领域，因此此波段激光器的研制技术是国际上十分敏

感的核心技术。GaSb基半导体材料是 III-V族半导体中典型窄带隙材料，可以较好的覆

盖 2-4μ m 波段，是目前实现该波段电驱动室温连续工作半导体激光器最为有发展前景

的理想材料体系。本文采用分子束外延（MBE）法完成了高质量 InGaAsSb/AlGaAsSb

材料的制备，优化 GaSb 基条形激光器制备工艺，实现 2μ m 波段大功率单管连续功率

1.45W，最大光电转换效率 24%，完成巴条大功率激光器线列制备，10℃连续功率

8.56W，最大能量转换效率 11.6%；优化了 GaSb 基材料的刻蚀工艺和光栅制备工艺，

完成了二阶金属光栅 LC-DFB 的研制，实现大面积小尺寸金属光栅的制备，激光器室

温连续出光功率 15mW，边模抑制比 30dB，线宽 100Mhz。完成 GaSb 基 DBR 激光器的

制备，室温连续工作功率 10mW，边模抑制比 34dB，线宽 20Mhz。 

关键词: 锑化物；量子阱激光器；侧向耦合分布反馈；分布布拉格反射器 

个人简介：张宇，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半导体超晶格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锑化物激光器的外延生长、器

件工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成功研制大功率锑化物激光器单管（功

率已超过美国禁运水平）、bar 条和 DBR、DFB 单模激光器（边模

抑制比>3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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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光电子集成—跨越光电子技术创新的产业化鸿沟 

 

主席： 

黄卫平（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公司／山东大学） 

刘  圣（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程序委员会： 

何建军（浙江大学） 

王建伟（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张文富（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赵  佳（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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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硅 PLC 光子集成芯片产业化 

安俊明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集成光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二氧化硅光波导材料具有损耗低、偏振相关性小等优点，以二氧化硅光波导为

基础的平面光波回路（PLC）光子集成芯片（光分路器及阵列波导光栅 AWG）已成为

光通信接入网、骨干网及城域网中核心的功分、密集波分复用芯片。同时，随着数据

中心、硅光集成技术的飞速发展，开发超高折射率二氧化硅光波导 PLC 芯片也变得越

来越迫切，以进一步适应未来光子集成技术发展。本文首先介绍了近几年我国二氧化

硅 PLC 光分路器及 AWG 产业化经验，分析了在数据中心及硅光集成芯片中二氧化硅

PLC 芯片的作用及面临的技术挑战，展望了二氧化硅光波导 PLC 芯片的发展趋势。 

个人简介：安俊明，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百千

万人才工程”入选人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中国科学院科

技促进发展奖-科技贡献奖一等奖、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在

我国 SiO2、SOI 及 InP 系列 PLC 光子集成芯片方面，开展了系统深

入的设计及工艺技术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几年所在团队成

功实现了光分路器及 AWG 产业化。主持科技部“863”2 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60 余篇，授权专利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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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光助力单波长 100G 技术实现 

陈文君 

Mellanox 

摘要：我们生活在一个数据的世界，流量的爆发式增长，对数据处理系统需要更高带

宽，更快处理速度与更强数据安全。以太网数据带宽正在从 10Gbps 大规模迁移

到 25Gbps, 50Gbps 与 100Gbps 部署。同时随着超算，大数据，深度学习与物联网应用

的高速拓展，产业链也在快速推进 200Gbps 与 400Gbps 互联方案的实现。 

报告会聚焦 mellanox 硅光技术平台对单波长 100Gbps 调制与接收技术的实现，和对应

的单波 100Gbps 与 400Gbps 光模块产品。新的硅光单波 100Gbps 产品将具备独特的成

本与技术优势，助力网络带宽往 100Gbps ,200Gbps 与 400Gbps 的快速升级。 

个人简介：陈文君，2015 年加入 Mellanox 公司，担任亚太区销售与

市场部高级经理，负责Mellanox公司LinkX互联产品线在亚太区的推

广与市场工作，LinkX 产品线产品包括高速铜缆，有源光缆，光收发

器，光驱动与接收芯片和硅光芯片组。在加入 Mellanox 之前，陈文

君有超过 10 年从业经验，曾经在 Fiberxon ( Source Photonics) 与 RTI 

Technology (Avnet) 担任产品工程师与高级产品经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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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光子技术与产业化 

甘甫烷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摘要：硅光子芯片技术采用标准的 CMOS 技术开发硅光子器件，将硅基光子器件和电

路集成在同一硅片上，“光子”是其中信号传输的主要载体在光通信、数据中心和消

费电子领域也有非常显著的应用前景。硅光子芯片技术将微电子技术和光子技术结合

起来，开发光电混合的集成电路，在集成电路内部和芯片之间引入集成光路，既能发

挥光互连速度快、带宽大、无干扰、密度高，功耗低等优点，同时又能充分利用微电

子工艺成熟，高密度集成，高成品率，成本低廉等特点，是集成电路产业沿着摩尔定

律持续发展的颠覆性技术，被 Intel 等半导体巨头认为是未来每款芯片中必然具备的芯

片技术。经过十余年发展，硅光子技术在各个方面取得大量突破。本报告主要介绍硅

光子技术的最新进展，重点探讨目前基于硅光子的光互连技术在产业化过程中的机遇

和挑战，为实现高端光互连芯片、高性能计算机光互连技术的国产化提供新的思路。 

个人简介：甘甫烷，2007 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获博士

学位。2009 年加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信息功

能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2011 年 12 月起担任中科院南通光电工程中

心主任。致力于研究基于硅材料的波导器件、光电器件、材料、大规

模光电集成电路技术，以及基于硅光子学的高性能 CPU 和高速网络光

互连技术。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Nano Letters,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作为项

目或课题负责人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科院先导 B类项目、上海市科委基础

研究重大项目和 973、863 项目等。



 
| 168  Workshop：光电子集成—跨越光电子技术创新的产业化鸿沟 

 

通信光电子集成技术器件发展情况和产业化探讨 

马卫东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随着 5G 的发展，DCI 的大量建设，人们对通信光器件需求的技术趋势是小体

积，低功耗 ，低成本，多功能集成等，而集成光电子技术芯片和器件符合这些特点，

那么光通信领域的集成光电子器件是光器件的重要发展方向。SiP,InP,Polymer等材料平

台是光通信用光电子集成芯片工艺制作的重要选择，比较了各自的优缺点。重点介绍

了硅光集成芯片封装设计和工艺中的现存问题，拟解决的方案。硅光集成技术和产品

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针对集成光电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之间的现存问题，重点介绍了

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之一，抛砖引玉，

作为参考。 

个人简介：马卫东，博士，教授级高工，武汉光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光电部副总经理，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专

家咨询组成员,中国信息与电子战略中心特聘专家,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得“杰出工程师鼓励奖”，“湖

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称号。主持完成了国

家“863”项目 5 项、其它省部级课题 6 项。获得中国

通信学会科技一等奖 2 项、其它省部级奖项 3 项。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

项，起草2项国家标准、2项通信行业标准，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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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科技改变世界 

米  磊 

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 

 

摘要：21 世纪以来，互联网产业革命如火如荼。在互联网+的推动下网上购物、网上约

车等物联网系统成为人们智能管家。但是这一切模式变革的背后真正的使能推力却都

源于光纤通信、GPS 导航系统、大数据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硬科技的进步。 

什么是硬科技？硬科技，是以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新材

料、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制造为代表的高精尖科技。区别于由互联网模式创新构

成的虚拟世界，属于由科技创新构成的物理世界。是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才

能形成的原创技术。具有极高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难以被复制和模仿。是对人类经

济社会产生深远而广泛影响的革命性技术，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动力和源泉。 

七万年前人类祖先从非洲出发向世界各地迁徙，到了亚洲、欧洲，人类从石器时

代、铁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都是因为人类掌握了不同的技术。中国在过去 2000 年里有

1800 年中国人在硬科技上一直是引领全球的。中国的四大发明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火药炸开了欧洲的骑士部队，印刷术改变了欧洲的思想，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

场。 

中国的硬科技助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后产生了工业革命。1870 年到 1900 年，

美国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电气化的时代崛起。二十世纪的四大发明原子能、半导

体、计算机、激光器彻底改写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促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原子

能、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等，这些技术哪一个不是在硬科技的发展之下催生的，

所以说硬科技的发展将是下一个科技浪潮来临之际的决定性因素。 

个人简介：米磊，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联席 CEO。 

中国“硬科技”理念提出者，硬科技创新联盟发起人，提出科技创业

是中国未来三十年发展主旋律的观点。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2016 年

最活跃天使投资人 TOP30，中国十大新锐天使投资人。获得第二十届

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2015 年米磊博士陪同习近平

总书记参观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中科创星孵化的硬科技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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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现场讲解。2016 年米磊博士在十二五科技成就展中科创星展台向李克强总理介绍硬

科技理念，获得总理认可。在始终致力于硬科技创业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同时，致力

打造硬科技创业雨林生态，目前已成功孵化 190 余家硬科技企业，累计投资超过 10 亿

元，解决就业 5000 多人，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创业生态建设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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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光技术的进展和挑战 

潘  栋 

Sifotonics 

dp7u@sifotonics.com 

 

摘要：硅光技术是目前很有前景的技术, 本文介绍硅光技术在器件性能, 可靠性和市场

上的进展, 包括 Ge/Si 材料器件, 集成的相干器件和全集成光电器件在 100G/400G 的应

用. 其中, 以 Ge/Si 材料为基础的制作工艺, 集成技术和器件性能, 已达到商用水平或

超过目前传统材料的器件; 以波导为基础的高速调制器和相关的无源器件在 100G/400G 

数据中心显示出了光明的应用前景. 同时, 由于缺乏 Si 光源的存在,  其应用场景也存在

一些挑战和局限性.  在高速的相干通信领域, 下一代 25G/100G 光纤到家以及数据中心

的的应用里,  硅光的高性能和低成本的特点, 决定了硅光技术成为这些应用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 

个人简介：潘栋,  博士，Sifotonics 的 CEO和创始人.  先后在Virginia 大学, Nortel 和

麻省理工学院工作, 从事激光器,探测器和硅光集成光电器件的研究和开发, 目前在国际

期刊发表三十多篇论文, 拥有国际专利 20 多项。目前专注于硅光器件的开发和产品化, 

侧重于开发用于光通讯的 Ge/Si 探测器和 100G/400G 集成光电器件. 

 

mailto:dp7u@sifoton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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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低功耗 CMOS 光电集成芯片 

史  方 

光梓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摘要：随着光电子学特别是近几年来硅基光电子学的飞速发展，为了在光互连系统中实

现更高的数据吞吐量，光器件的研发的向着更大规模和更高集成度的方向推进。在绝

大部分的光互连系统中，电学芯片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因此高速集成电路在光电或电

光转换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光学器件所引入的非

理想效应。此次主要就光互连中的电芯片与电学系统特别是基于硅基光电子的 CMOS

收发机浅谈我们这个方向上的工作。 

本次报告主要围绕高速光互连系统中定制设计的集成电路展开，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1）100G-SR4 互连系统中的短距离通信用的 VCSEL 激光二极管 Driver、TIA 和 Serdes

芯片； 

2）100G-LR4 互连系统的直接调制 DFB 激光二极管驱动电路； 

3）100G/400G 硅光互连系统中的 MZ 调制器的驱动电路； 

4）次世代高度集成光电集成电路的光电集成和共同设计； 

上述芯片已经发表在诸多包括OFC2015、OFC2016、RFIC2017和ASSCC2017等国际著

名会议，目前光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实现了 100G 的基于 VCSEL 的收发机芯片的

产业化。 

个人简介:史方博士是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国务院侨办

海外专家委员会委员。他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和半导体器件领域

内的著名专家和成功创业家。史博士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之后

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及伊利诺伊大学（UIUC）电子材料博士

学位。史方博士曾供职于英特尔、美光科技等国际 500 强企业。

史方博士于 2007年回国创办隆智半导体有限公司。隆智半导体于

2012 年 4 月被国际 500 强企业全资收购。史博士于 2015 年在国内外顶级风险投资支持

下（包括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基金）联合创办光梓科技并担任首席执行官。回国工作以

后，史博士获得 2007 年中国侨科协“自主创新成果奖”、第四届（2009 年度）中国半

导体创新产品和技术奖、2009 年国务院侨办“重点华侨华人创新团队奖”、2010 年国

务院侨办百名华侨华人“杰出创新创业奖”、2017 年上海张江创新百强等。史博士作

为建国以来优秀海归代表之一，应国务院邀请在 2015 年 9 月 3 日参加抗战胜利 70 周年

阅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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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化窄线宽 1550nm 激光光源 

苏  辉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摘要：随着 100Gb/s 光传输系统的大规模商用化部署应用，在未来十年里 400Gb/s 超

高速光网络市场将会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其中窄线宽激光光源是超高速相干光通信

系统的核心光器件。本项目我们首先从材料上着重优化其阈值增益、光场限制因子、

线宽增强因子等与激光线宽相关联的关键因素；并调整应变补偿量子阱空穴能带，降

低材料阈值提高增益。进一步地，采用掩埋异质结结构达到了对载流子和光场在横向

上的限制，降低阈值和发散角，提高注入效率。在芯片上适当采用具有一定弯曲的波

导结构，并结构优化设计的宽波段低反射膜，降低了腔面反馈的模式增益；并在光纤

布拉格光栅的耦合曲面结构进行设计，提高耦合效率，对光栅的耦合强度值进行优

化，达到在宽电流范围内的单纵模工作。项目实现了 1550nm 单纵模激光输出线宽

<50KHz，光谱边模抑制比≥40dB，器件相对强度噪声≤-140dB/Hz。此外，中科光芯公

司也着重开发用于高速光通信的 1310nm 10G 直调 FP/DFB 激光器，人眼安全 C 波段的

高功率 DFB 激光器；项目的研发和产业化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个人简介：苏辉，男，福建福安人，1971 年 11 月生，博士，中组部

“千人计划”第十批人才，中国科学院引进的“百人计划”人才，福

建省“百人计划”人才，现任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研究员及福建中科

光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93 年获武汉大学物理系

学士学位；1998 年获得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博士学位；1998-2004 年

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电子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获光学科学与工程博

士学位，从事半导体量子点激光器的研究。其间 2003 年下半年在 ZIA LASER 公司兼

职做 Research Scientist 做半导体锁模激光器的研发。2004-2006 年，在美国伊利诺依

州香槟分校做博士后，从事半导体中的快光与慢光现象与红外探测器的研究。

2006-2009 年，在美国 EMCORE 公司做 Staff scientist 和 Senior staff scientist，从事半导

体激光器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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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高效率 VCSEL 芯片带来数据中心能耗新革命 

王智勇 

华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摘要：伴随着中国制造 2025、两化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数据计

算与存储需求持续高涨，预计未来几年我国数据中心产业仍将保持快速增长。传输数

据量将不断增加，数据中心类的服务器在飞速增长，数据中心的能耗成本也变得越来

越大。为了节约能耗成本，除了基础建设方面的优化之外，减小服务器之间数据互联

的能耗，成了节能的最主要突破口。目前数据中心的互联主要是高速光互连模块，尤

其是采用 VCSEL（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作为光源的短距离互联光模块占了绝大部分。

因此如果能够降低此类短距离光模块的能耗就会大大促进数据中心的节能。与 FP 激

光器、 DFB 激光器相比，VCSEL具有体积小、圆形输出光斑、单纵模输出、阈值电流

小、价格低廉、易集成为大面积阵列等优点。但是目前我国的 VCSEL 芯片主要依赖进

口，且斜效率较低(0.5mW/mA)。为了实现我国芯片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华芯半导体

科技有限公司在短时间内成功研发并实现应用于数据中心的高效率 10Gb/s 和

25Gb/s850nmVCSEL 芯片的稳定量产。其 VCSEL 产品的斜效率可达 0.8-1mW/mA，比

目前国外进口 VCSEL 芯片效率高约 60%以上，高效率、低能耗的 VCSEL 芯片应用于

数据中心互联将有效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为数据中心带来一场能耗的新革命。 

个人简介：王智勇，华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1970 年生，研

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1992 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光学

系，1995 年与 1998 年在北京工业大学分别获光学专业硕士和博士学

位，1998-1999 年间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开展合作研究。1999 年入选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2009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主要从

事半导体激光芯片与器件制备与集成技术、激光光束传输、聚焦与耦

合技术、化合物半导体技术与应用的研发与产业化工作。目前发表研究论文 100余篇，

合作出版专著 4 部，获得专利 150 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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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列表 

专题一：微纳光子器件与系统 

 

MOTA01-001 
Simulation study on HgCdTe infrared detector with 

multi-level-profile photonic crystal 
林霄 

MOTA01-002 
Research Progress in Integrated Polarization Infrared 

Detector and Image Processing 
胡小燕 

MOTA01-003 面向实用化的片上光阱传感单元研究 葛晓佳 

MOTA01-004 
High-brightness tapered laser diodes with photonic 

crystal structures 
Li Yi 

MOTA01-006 The spurious response of microwave photonic mixer 肖永川 

MOTA01-007 
Research on SPP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2D noble 

metal nano-gratings 
肖程 

MOTA01-008 
Optoelectronic oscillator utilizing high-Q active ring 

resonator 
Yu Zhang 

MOTA01-009 
Design and analysis of logic NOR and XNOR gates 

based on interference effect 
孙晓雯 

MOTA01-010 
Research on correction algorithm of laser pos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four quadrant detector 
高青松 

MOTA01-011 
Analysis of Tyman Green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Polarization Interference 
黄耀林 

MOTA01-012 利用飞秒激光双光子技术制备微电极的研究 张满霞 

MOTA01-013 

A new kind of tunable multi-channel wavelength 

demultiplexer based on multilayer MIM plasmonic 

nanodisk resonators 

徐俊林 

MOTA01-014 
Refractive Index Sensing Property of Metallic 

Rectangular Slit Array with Double Transmission Peak 
肖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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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A01-015 
Surface plasmon enhanced whispering gallery mode 

resonance in a hybrid microsphere resonator 
曹涵 

MOTA01-016 
X/AlN/X(X=AlTiN、AlZrN)新型超导隧道结的 PLD

制备研究 
李玉雄 

MOTA01-017 高斯光束照射相位全息衍射特性研究 李永旭 

MOTA01-018 基于硫化钼/硅异质结的超宽光谱光电探测器 肖鹏 

MOTA01-019 
利用电荷存储积累效应实现高响应度和探测度的弱

光探测 
邵智斌 

MOTA01-020 
二硫化钼包裹氧化锌核壳结构异质结阵列及其光电

应用 
宁玲 

MOTA01-021 
色彩可调的，高色彩饱和度的高效石墨烯/硅异质

结太阳能电池 
丁可 

MOTA01-023 
All-fiber actively Q-switched cylindrical vector beam 

laser based on a mode selective coupler 
Jie Wang 

MOTA01-024 
All-fiber actively Q-switched cylindrical vector beam 

laser based on a mode selective coupler 
Jie Wang 

MOTA01-026 
基于单电子晶体管的光电探测器射频读出电路的研

究 
李欣幸 

MOTA01-027 
TM-pass polarizer based on multilayer graphene 

polymer waveguide 
Kesu Cai 

MOTA01-028 

Room-temperature high responsivity mid-infrared 

photodetectors based on black arsenic phosphorus 口

头交流 

Mingsheng 

Long 

MOTA01-029 新型有机微纳晶激光的设计与性质研究（口头报告） 廖清 

MOTA01-031 Yb3+/Al3+掺杂石英玻璃的制备及光谱特性 王超 

MOTA01-032 平板透镜的光学特性分析 蒋强 

MOTA01-033 光是以正负光子对互动的模式传播 薛振标 

MOTA01-034 硅基多模布拉格波导光栅及其应用 邱晖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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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A01-035 
Fabrication of the blazed grating for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刘全 

MOTA01-036 
Photonic Nanostructures for All-Si Lasers and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曾盼 

MOTA01-037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mode generator based on 

helical long period fiber grating in standard single 

mode fiber 

付彩玲 

MOTA01-038 

Slow Light Effect analysis excited by 

Plasmon-Induced Transparency in 

Metal-Dielectric-Metal Waveguide 

金桂 

MOTA01-039 (oral)人工微结构增强碲镉汞红外探测器 葛浩楠 

MOTA01-040 基于微纳光纤全光调制器探头内置的光纤水听器 于洋 

MOTA01-041 透明导电键合硅/化合物半导体混合型激光器 许兴胜 

MOTA01-042 基于导模共振的全硅微纳结构光学偏振旋转器 武山 

MOTA01-043 

Fabrication and optical properties of 3D photonic 

crystals - micro pyramidal structures on silicon nitride 

film 

葛少博 

MOTA01-044 

A graphene enhancement nanolser based on hybrid 

plasmonic waveguides at the optical communication 

wavelength 

Zhengjie Xu1 

MOTA01-045 
Engineering Magnetic Dipole Emission with 

All-dielectric Nanoantennas 
冯天华 

 

专题二：先进制造中的光学工艺与材料 

 

MOTA02-001 

Fabrication technology of Si face and m face on 

4H-SiC (0001) epi-layer based on molten KOH 

etching 

林文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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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A02-002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fluid flow and 

defects formation mechanism in laser drilling 
王琪琪 

MOTA02-003 
The effect of defocusing on spot diameter when ablate 

the silicon surface by femtosecond laser 
罗鑫凯 

MOTA02-004 
基于飞秒激光双光子技术构建水溶性石墨烯-光刻

胶的微结构 
顾银炜 

MOTA02-005 
Study on the Cleaning of Residual from 

Magnetorheological Finshing of KDP Crystal Surface 
Xiaoyuan Li 

MOTA02-006 

Effect of 10.6 μ m CO2 Laser Annealing on Left 

Germanium Bulk of Molten Core Method Drawing 

Germanium Core Fiber 

赵子文 

MOTA02-008 
Tensile Strain Dependence of Ge Refractive Index for 

the Design of Ge-based optoelectronic devices 
Zehua Wang 

MOTA02-009 
Ion Beam Figuring of Highly Steep Mirrors with a 

5-axis Hybrid Machine Tool 
尹小林 

MOTA02-010 
Long period fiber gratings temperature sensor based 

on PbS-doped silica optical fiber 
董艳华 

MOTA02-011 

Parameter optimize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Computer-Generated-Hologram to testing freeform 

surface 

朱德燕 

MOTA02-012 
Laser-assisted Electrochemical Micromachining of 

Mould Cavity on the Stainless Steel Surface 
李小海 

MOTA02-013 
Tunable Coffee-Ring Effect on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 
何安 

MOTA02-014 
低能离子束轰击聚合物材料诱导产生亚波长自组织

表面形貌 
杨高元 

MOTA02-015 
杂质共沉积下低能离子束溅射自组织纳米结构的形

成机制及其光学特性研究 
陈德康 

MOTA02-016 大尺寸光刻胶光栅灰化均匀性相关研究 周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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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A02-017 
Study on the feasibility of ion beam figuring on 

DKDP crystal 
Lin Zhi-fan 

MOTA02-018 
抑制位相掩模垂直光栅矢量方向次生干扰的近场全

息动态曝光方法 
林达奎 

MOTA02-019 
应用于近场全息光刻的全息掩模与电子束直写掩膜

比较(口头交流) 
李金昱 

MOTA02-020 
Long period fiber gratings written by femtosecond 

laser and analysis of their optical properties 
Xi Yaru 

 

专题三：传感与成像 

 

MOTA03-001 基于金刚石内自旋 Berry 相位的量子陀螺仪研究 宋学瑞 

MOTA03-002 一种可穿戴基于石墨烯复合纤维传感器 吴恩森 

MOTA03-003 
Super-resolution detection of defects using 

wavelength-scanning fibre digital holography 
张祥朝 

MOTA03-004 
Cs2AgBiBr6 single crystal X-ray detectors with a low 

detection limit 

Weicheng Pan, 

Haodi Wu, 

Jiajun Luo 

MOTA03-005 
A two-parameter adjusting SPR sensor based on 

graded index multimode fiber 
刘春兰 

MOTA03-006 

A Wavelength-switched Phase Interrogator with 

Polarization Self-calibrated for Underwater Acoustic 

Measurement Optic Fiber Fabry-Perot Sensor 

夏霁 

MOTA03-007 
Optimized Compressed Sensing for Target Tracking in 

Wireless Visual Sensor Networks 
郭强 

MOTA03-008 
Simultaneous measurement of temperature and stress 

based on a high sensitivity LPFG sensor 
王进 

MOTA03-009 基于 EFPI 的光纤压力测量系统研究 申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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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A03-010 
Mode broadening induced by rotation rate in an 

atomic vapor slotted optical microresonator 
张浩 

MOTA03-011 
Simula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GaN/InGaN 

Heterojunction Phototransistor 
张军喜 

MOTA03-012 
Detection of Ethanol Using a Tunable Interband 

Cascade Laser at 3.345um 
高慧 

MOTA03-013 
High sensitivity of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by Long 

Period Fiber Grating sensor 
王进 

MOTA03-014 杂光干扰下星敏感器星图仿真 杨宵 

MOTA03-015 
Light field imaging based on electrically tunable 

nematic liquid crystal micro lens array 
李晖 

MOTA03-016 

Enhanced stimulated emission in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 for subcellular super-resolution 

nanoscopy  

詹求强 

MOTA03-017 
Investigation of a new SERS platform based on Silver 

nanoparticlespyramid silicon 
魏文静 

MOTA03-018 

Tunable SERS signals of Rhodamine B molecules on 

Fe3O4@Au nanocomposite substrates controlled by 

magnetic field 

宋浩 

MOTA03-019 
High Sensitive Sensors Using Photonic Crystal 

Optical Antenna 
李明珠 

MOTA03-020 石墨烯硅基光电探测器 徐杨 

MOTA03-021 
Temperature-dependent photoluminescence of the 

InAs-based and GaSb-based type-II superlattices 
Wu Jia 

MOTA03-022 
Gas refractive index sensing using highly birefringent 

microfibers 
Xiao Yue-yu 

MOTA03-023 一种宽带啁啾光纤光栅 F-P 腔磁场传感器 吴梓楠 

MOTA03-024 
High sensitive molybdenum-diselenide-coated 

micro-fiber for high humidity sensing 
关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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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发光与显示 

 

MOTA04-002 
Reduce the efficiency droop by p-doped quantum well 

barriers in InGaN multiple quantum well 
杨孝东 

MOTA04-003 

Influence of longitudinal mode lock by external 

grating on filamentation and catastrophic optical 

mirror damage (COMD) of 976 nm broad area single 

emitters 

Kun Zhou 

MOTA04-004 

Angle-tolerant, polarization-controlled, full-color filter 

based on the micro-cavity incorporating a 

nano-grating 

吴尚亮 

MOTA04-005 
Improved Ultraviolet Light-emitting Performance of 

ZnO-based LEDs via Interfacial Engineering 
徐海阳 

MOTA04-006 超高色域 LED 背光源用绿色发光材料及其应用 解荣军 

MOTA04-007 
Photoluminescence of Carbon Nanostructures: 

Mechanism, Modulation and Applications 
甘志星 

 

专题五：超构材料及柔性光电器件 

 

MOTA05-001 全包围结构超材料中的等离子体诱导透明 赵振宇 

MOTA05-004 Polarization state of light in transformation media 吴李勇 

MOTA05-005 
Glass-SiO2 hybrid metamaterial study for daytime 

radiative cooling under direct sunlight 

Yukun Zhao 

（赵宇坤） 

MOTA05-006 
High-efficiency all dielectric transmission metasurface 

for linearly polarized light in the visible region 
杨柳 

MOTA05-007 

Highly transmissive/reflective structural colors 

exploiting hydrogenated amorphous silicon 

subwavelength gratings 

Wenjing 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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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A05-008 

Ultra-narrow band perfect absorber based on 

all-aluminum structure and its application as 

plasmonic sensor in the visible region 

刘玉敏 

MOTA05-009 
Theoretical study of electromagnetic properties of 2D 

MXenes films 
李振宇 

MOTA05-011 

Broadband selective solar absorber based on 

anti-reflection coated two-dimensional 

vertically-aligned tandem fishnet gratings 

刘玉敏 

MOTA05-012 

Sensible sweat effects on the thermal analysis of 

epidermal electronic devices integrated with human 

skin 

Yun Cui 

MOTA05-013 
Frequency Selective Surface for Suppression of 

Infrared Transmission at Atmospheric Windows 
陈晓莉 

MOTA05-014 基于超表面的宽带超色差调控 陈晨 

MOTA05-015 
An ultrathin beam splitter design for visible light 

based on metasurface 

Xingliang 

Zhang 

MOTA05-016 
An infrared frequency selective surface with dual 

stopband based on hexagonal ring structure 
王可欣 

MOTA05-017 
Mechanisms of resistance change under pressure for 

AgNP-based conducting wires 
Zhentao Qian 

MOTA05-018 

Integrated planar filter-lens array based on double 

metasurfaces for multi- and hyper-spectral imaging 

sensor 

汪绍武 

MOTA05-019 
High-NA silicon nitride metalens for unpolarized 

visible light  

范智斌；邵增

凯 

MOTA05-020 Optical programmable metamaterials 龚诚 

MOTA05-021 

(Oral) Powerful algorithm for Non-periodic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Gigantic Coupled Degrees of 

Freedom Orient to Infrared Photodetectors 

谢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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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A05-022 
Triple-band metamaterial absorber using pure 

low-permittivity dielectric 
王强 

MOTA05-023 

Tailoring the energy band in flexible photodetectors 

based on conductive oxide/semiconductor thin film 

heterojunctions via mechanical loading 

姚光 

 

专题六：纳异质结构与量子光电子学 

 

MOTA06-001 
Numerical optimization of graphene/Si3N4/silicon 

microcavity for heterojunction solar cells 
况亚伟 

MOTA06-002 
Novel Understanding of Energy-Level Divergentivity 

Associated with Quantum Optoelectronics 
任晓敏 

MOTA06-003 
Preparation and fluorescence properties on the 

nanocomposites of TiN/CdSe quantum dots 
黄兆岭 

MOTA06-004 
Growth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type doped GaAs 

Nanowire 
Bang Li 

MOTA06-005 

Enhanced fluorescence enabled by surface plasmon 

waves in the nanocomposites of ZnSe quantum dots 

and gold nanoparticles 

白忠臣 

MOTA06-006 
Optical Properties of a Quantum Dot-double Metal 

Nanocones Hybrid System 
康嫣然 

MOTA06-007 
The theory modeling analysis of photonic laser 

propulsion based on oscillation in external cavity 
黄钦 

 

Workshop：光电子集成——跨越光电子技术创新的产业化鸿沟 

 

MOTA07-001 
单层 WSe2 /CdSe 纳米带范德瓦尔斯异质结增强光

电响应 
张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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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秘书处： 

浙江大学：戴道锌, dxdai@zju.edu.cn 电话：0571-88206516-21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 38 研究所：郭进, phenixgj@hotmail.com 电话：0551-65391125 

清华大学：盛兴, xingsheng@tsinghua.edu.cn 电话：010-62782515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任昕, xren2011@sinano.ac.cn 电话：0512-62872640 

苏州大学：邵智斌, zbshao@suda.edu.cn 电话：0512-65881265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蔡方方, cai_ff@csoe.org.cn 电话：022-58168541 

组委会联系方式：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蔡方方, cai_ff@csoe.org.cn 电话：022-58168541 

投稿咨询：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常磊, changlei@csoe.org.cn 电话：022-59013420 

 

官方微信平台二维码，欢迎扫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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