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大学材料学院简介■

2007 年 5 月，厦门大学通过整合化学化工学院材料系和医学院的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

成立了材料学院。厦门大学材料学院现有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生物材料系。

厦门大学材料学科列入学校“211 工程”“985 工程”和“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具

有较强的学科实力。现有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

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加工工程、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等 7个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

拥有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2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二级学科

硕士点及材料工程专业硕士授权点。材料科学与工程被列入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和教育部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厦门大学材料科学学科已经进入 ESI 全球前 2‰，在最新的美国

USNEWS大学学科评估中，厦门大学材料科学位列全球第 65 名。

学院建立了一支年富力强的高素质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员工 113 人，其中教授 21 人（其

中博士生导师 18 人），副教授 25 人，“两院”院士 1人（双聘），中组部“千人计划”人

才 4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人，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5人，厦门大学

特聘教授 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 3人，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获得者 5人。

学院拥有高性能陶瓷纤维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材料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福建省

特种先进材料重点实验室、福建省高校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验室、福建省高校特种陶瓷重点

实验室、福建省防火阻燃材料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形成了无机材料及先进陶瓷

材料研究与制备、特种陶瓷纤维及其制备技术、材料设计与金属功能材料、低维功能材料与

制备技术、高分子功能材料与加工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及生物材料的研究与制备等重要学术

研究方向。“十二五”来，学院承担了包括研保条件建设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的

200 多项科研项目，到校科研经费约 2.5 亿元。其中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项目

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 2项，“973”项目课题 2项，“863”计划项目与课题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4项，发表 SCI 论文 500 余篇，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7项，

其中一等奖（金奖）5项。

学院学术氛围浓厚，学术交流广泛，学院积极开拓和发展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先后与

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新加坡、韩国等国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和密切的学术交流。多次主办、承办了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如亚洲地区生物矿化会议、

先进陶瓷国际会议、先进电子封装国际会议、疲劳与断裂会议等系列高层次学术会议。

目前，学院正凝心聚力，锐意进取，朝着建设“世界知名、国内一流材料学院”的奋斗

目标阔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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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词

尊敬的参会代表：

欢迎您参加“2018 海峡两岸先进功能材料及及应用峰会”！

“海峡两岸功能材料会议”是两岸功能材料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

旨在为两岸从事先进功能材料领域学术研究、技术开发、生产及应用的专家、

学者、企业家提供一个交流、促进深度合作的平台，交流和共享最新成果，达

到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目的，并促进两岸功能材料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产业

发展。

本次会议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仪表功能材料分会、台湾材料科学学会、国

际薄膜学会、台湾磁性技术协会、国家仪表功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主

办。会议由 5 个主题论坛组成，主题内容涵盖了磁性材料、光电功能材料及应

用、柔性材料与传感器、聚合物材料及应用、光催化及能源材料等领域。会议

得到了两岸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界材料人的大力支持，请允许我代表学会

感谢支持学会工作的两岸材料科技工作者和参会代表。

会议筹备过程中，大会组织委会、学术委员会、各主题论坛主席和秘书处

的工作人员尽心尽责，工作认真细致。在此对你们为本次会议筹备工作付出的

辛勤劳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本次大会得到了厦门大学的大力支持，我们深表

感谢。我们也希望利用本次会议的契机，为厦门材料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

展做一些贡献。

厦门别称鹭岛，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

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厦门也是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旅游城市。希望各位代表

在厦门度过愉快的时光！

祝 2018 海峡两岸先进功能材料及及应用峰会圆满成功!

邹志刚院士

2018 海峡两岸先进功能材料及及应用峰会主席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仪表功能材料分会 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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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仪表功能材料分会介绍■
学会概况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仪表功能材料分会（Instrument Functional Materials Society of China

Instrument and Control Society，简称 IFMS）系全国性的功能材料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学术性社

会团体，于 1979 年 12 月 16 日在重庆成立，学会秘书处挂靠在中国机械工业集团重庆材料

研究院。

仪表功能材料涉及广泛的科学技术领域，包括金属材料、半导体材料、高分子材料、光

学材料、电子陶瓷和纳米以及智能材料等各种功能材料。本会早期在推动我国仪表功能材料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功能材料材料领域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二十年

来功能材料科技和产业发展持续升温，逐渐成为全球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的高技术领域之

一，对能源、通讯、交通、国防等产业领域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和支撑作用。

学会始终以推动我国功能材料领域的“学术繁荣、学科发展、技术创新、产业振兴”为

己任。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会精英荟萃、学者云集，学术活动五彩缤纷，学会平台内容

不断丰富。90 年代随着其会刊《仪表材料》更名为《功能材料》，2004 年创建“中国功能

材料网”、2005 年创办《功能材料信息》、2014 年创建《功能材料》微信公众号、 2017

年创建“功能材料核心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等。1991 年始发起组织学术活动，持续召开

了每三年一届的“中国功能材料及其应用学术会议”、 中国（国际）功能材料科技与产业

高层论坛、海峡两岸功能材料峰会、功能材料国际会议、中国仪表功能材料行业发展与标准

化高层论坛、功能材料科学仪器、设备、成果展览会等系列会议。以上活动的持续拓展，使

学会在学术交流、科技咨询、促进产业化、期刊出版及组织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为贯彻“万众创新”，积极践行国家“一带一路”方针政策，学会锐意创新，创造性地

提出“全力打造功能材料核心服务平台”。进一步提升学会作为“功能材料核心服务平台”

的构建者、中国科技领域以“功能材料”冠名的重大学术活动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筹备

者与实施者的作用与地位，我会继续不断创新，为推动我国功能材料领域的学术繁荣、学科

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振兴发挥重要作用。

学会组织

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由原北京科技大学校长王润教授担任理事长。第四届理事会

理事长：蒋民华(院士)。

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蒋民华(院士)；副理事长：黄伯云(院士)、刘庆宾(常务；重庆仪

表材料研究所所长)、涂铭旌(院士)、曾苏民(院士)、都有为(院士)、杨贤金（天津大学常务副

书记）、周益春（湘潭大学校长）等。

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严纯华（南开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副理事长：刘庆宾(常

务；重庆材料研究院院长)、李言荣（电子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韩杰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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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院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周益春（湘潭大学校长）、周科朝（中南大学副

校长）、刘 庆（长江学者，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江华（长江学者，湖南大

学材料学院院长）、张久兴（长江学者，合肥工业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周 济（长江学者、

清华大学）、程晓农（江苏大学副校长）等担任。

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邹志刚（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副理事长：刘庆宾

(常务；重庆材料研究院院长)、韩杰才（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周 济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陈 莉（女）（天津理工大学副校长）、陈江华（长江学

者，湖南大学材料学院院长）、程晓农（江苏大学副校长）、姜 勇（长江学者、杰青，北

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刘 庆（长江学者，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

长）、缪向水（长江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王 浩（湖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东

哲（重庆材料研究院副院长）、王西涛（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吴玉程（合肥工业大学副校

长）、张久兴（长江学者，合肥工业大学材料学院院长）、朱嘉琦（长江学者、杰青，哈尔

滨工业大学教授）等担任。

会员代表大会，学会下设 6个专委会：电磁波功能材料专业委员会、储能与动力电源及

其材料专业委员会、生态环境功能材料专业委员会、功能膜材料专业委员会、材料原子层沉

积技术专业分会、电子元器件关键材料与技术专委会。

学会刊物

《功能材料》、《功能材料信息》、中国功能材料网（www.chinafm.org.cn）、“功能

材料”微信公众号、“功能材料核心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

通过期刊、网站、微信公众号，秘书处加强了与各会员及会员单位的联系，完善并创新

了信息交流渠道，及时、真实、准确地报道和反映会员、会员单位的最新信息与研发态势，

认真当好了会员和会员单位的情报员、联络员、咨询员与服务员。

学会主要学术活动

“中国功能材料及其应用学术会议”、 “中国（国际）功能材料科技与产业高层论坛”、

“海峡两岸功能材料峰会”、“功能材料国际会议”、“中国仪表功能材料行业发展与标准

化高层论坛”、”功能材料科学仪器、设备、成果展览会”等系列会议

中国功能材料及其应用学术会议 (China 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nctional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s)，是 1991 年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仪表功能材料分会、国家“863”新材料专家委

员会、重庆材料研究院及中国材料研究学会、中国电子学会、中国金属学会、中国物理学会、

中国光学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每三年召开一次的系列会议，系中国功能材料科技领域中的

全国性、综合性、开放性的大型学术盛会。会议旨在交流我国功能材料科技领域近三年来的

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论文、科技成果、应用成果，以促进我国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

品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推动我国功能材料的学科繁荣、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中国功

能材料及其应用学术会议”至今已成功召开了七届，每届均由知名的全国性学会、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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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等院校联合主办。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届会议分别于 1992、1995、

1998、2001、2004、2007、2010、2013 年在桂林、成都、重庆、厦门、北京、武汉、长沙、

哈尔滨等地召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本会议已经成为我国科技界，特别是材料科技领域

中具有品牌地位的大型学术盛会之一。

表 1 第 1 届～第 8 届中国功能材料及其应用学术会议概况

届数 时间、地点 征集论文数 收录论文数 参会代表数

第一届 1992 年桂林 510 489 409

第二届 1995 年成都 408 323 167

第三届 1998 年重庆 537 456 276

第四届 2001 年厦门 866 655 496

第五届 2004 年北京 1312 958 692

第六届 2007 年武汉 2054 1218 1200

第七届 2010 年长沙 1689 1000 1400

第八届 2013 年哈尔滨 800 362 1000

第九届 2016 年重庆 260 175 1200

“中国功能材料科技与产业高层论坛”系三年一届的大型学术盛会——“中国功能材料及其应用学

术会议”中间两年的年度性重要学术活动。参会代表为包括学会理事会等在内的知名科学家、专家、教

授、学者、企业家与年轻学子、工程技术人员。2005、2006、2008、2009、2011、2012 年、2014 年，先

后在青岛、兰州、天津、镇江、重庆、昆明、西安举办了“中国功能材料科技与产业高层论坛”。

表 2 历次“中国功能材料科技与产业高层论坛” （年会）概况

时间 地点 征集论文数 收录论文数 参会代表数

2005 青岛 — 22 148

2006 兰州 349 272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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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天津 285 212 202

2009 镇江 384 285 220

2011 重庆 356 261 450

2012 昆明 325 236 240

2014 西安 340 230 364

2015 湘潭 200 85 300

2017 银川 120 86 500

联系方式

秘书长：杨晓亮 023-68264365 常务副秘书长：聂尊誉 023-68264035

地 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工业园嘉德大道 8 号重材院，仪表功能材料学会秘书处（400707）

电 话：023-68264719，68264035 传 真：023-68264365

网 址：http://www.chinafm.org.cn E-mail：ybclxh@vip.sina.com

“功能材料核心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 《功能材料》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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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须知■
1. 本会议指南为代表们提供了有关会议的相关信息，供参会时参考。未尽事宜、日程与议

程变更及临时活动，请随时留意会议秘书处和各分会场发布的通知；

2. 出席会议、乘坐会议交通车及参观考察时，请佩带代表证；

3. 若因特殊情况提前离会，缴纳的注册费不予退还，敬请谅解；

4. 请在会场内关闭手机等通讯工具，会场禁止吸烟、大声喧哗；

5. 会议期间代表们自由活动产生的市内交通等费用自理；

6. 会议代表凭房卡在酒店用早餐，凭会务组发放的餐券在指定地点用午餐和晚餐。餐卷只

能在会议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使用，餐券遗失不补，结余券不退。如自行安排餐饮，费用

自理；

7. 参会期间请注意安全，请妥善保管好公、私财物；

8. 遇有紧急情况或特殊问题，可与会务工作人员联系。

■联系方式■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仪表功能材料分会

聂尊誉 18623509667 周 令 18696623956

网 址：www.chinafm.org.cn 邮 箱：ybclxh@vip.sina.com

厦门大学

肖祖法 18959289013

厦门会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汪威振 14700062971

http://www.chinafm.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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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仪表功能材料分会

台湾材料科学学会

国际薄膜学会

台湾磁性技术协会

国家仪表功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台湾镀膜科技协会

承办单位

厦门大学

重庆功能材料期刊社有限公司

厦门子海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大会主席：邹志刚 金重勋（台湾）

大会执行主席：张 荣 刘庆宾

学术委员会

主 席：李长明 付贤智 彭栋梁

副主席：解荣军 刘向阳 杨 森 刘兴军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常 健 陈钢进 陈慧英 陈建中 陈小华 陈召勇 陈志谦 崔春翔

崔玉亭 戴志飞 董旭峰 杜亚平 范 兴 方庆红 郭新立 黄国华

黄剑锋 李 璐 梁彤祥 林 君 林昌健 刘 岗 刘家琴 刘明华

龙剑平 齐 民 齐西伟 沙玉辉 游才印 郑玉婴

组织委员会

主 席：张善勇 武东星（台湾） 李儒冠

副主席：麦立强 赵文俞 戴李宗 詹红兵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国华 李志伟（台湾） 林乃波 马玉龙 聂尊誉 施冬健 石 锋

孙德恩 王文忠 王愿兵 谢 宇 肖祖法 徐 东 徐立群 晏 华

杨昌平 杨庆浩 杨绍利 杨晓亮 于广华 詹 达 张 腾 张道海

张道洪 张俊喜 张俊英 张十庆 张世国 张晓青 赵安中 赵栋梁

赵淑金 赵永生 钟文斌 周 静 周 平 周小元 宗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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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安排■

8 月 18 号
会议室

上午 下午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
杏林湾大酒店

（312 会议室 三楼）

\ A.磁性材料
杏林湾大酒店

（208 会议室 二楼）

\ B.光电功能材料及应用
杏林湾大酒店

（201 会议室 二楼）

\ C.柔性材料与传感器
杏林湾大酒店

（207 会议室 二楼）

\ D.聚合物材料及应用
杏林湾大酒店

（203 会议室 二楼）

\ E.光催化及能源材料
杏林湾大酒店

（205 会议室 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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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与议程■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8 月 17 日 08：30～23：00 代表报到 厦门杏林湾大酒店

8 月 18 日

09：00～12：00
大会开幕式

大会特邀报告

厦门杏林湾大酒店

（三楼会议室）

12：00～13：00 午餐 厦门杏林湾大酒店自助餐厅

13：30～18：30 “先进前沿技术”主题交流
厦门杏林湾大酒店

（二楼会议室）

18：30～20：00 晚宴 厦门杏林湾大酒店

8 月 19 日 09：00～18：00
主题论坛交流及产业对接活动

科技与产业对接会、技术参观
厦门杏林湾大酒店

8 月 20 日 代表返程

开幕式和大会报告程序

8 月 18 日，厦门杏林湾大酒店 （312 会议室 三楼）

时间 会议议程

09:00-09:30

1、介绍嘉宾

2、大会主席致辞

3、厦门大学领导致欢迎词

09:30-10:00 茶歇，合影

时间 序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0:40 1 邹志刚院士 光催化材料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0:40-11:20 2 李长明院士
Intelligent artificial micro/nanostructures and their

high performance biosensors/biochips

11:20-12:00 3 DONG-SING WUU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Ultra Wide
Bandgap of Ga-contained Oxide Thin Films



- 10 -

■大会报告人介绍■
邹志刚，1955 年 3 月生，天津人，汉族。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 年毕业于日本东京

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及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院

双聘教授，南京大学昆山创新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环境材料与再生能源

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纳米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

民核生化灾害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负责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973 项目”席科学家，教育部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日本国家材料

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日本北海道大学兼职教授。曾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仪表材料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微米纳米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化学

与光催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环境材料分会理事，以及任《中国材料进

展》编辑委员会委员、国际学术杂志NPG Asia Material 顾问编委、Journal of Crystallography

编辑等职务。

长期从事光催化材料及新能源方面研究，在新一代光催化材料等能源与环境材料的设计

理论、核心制备和应用等方面做出了系统、原创性的成就，在包括Nature、Phy.Rev.Lett. Angew

Chem Int Ed 和 JACS 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496 余篇，SCI 他引 18281 余次，获中国发明专利 56

项、美国专利 1项、日本专利 2项。多项成果应用于国防建设中并获得军方的高度评价。创

建了昆山桑莱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多项研究成果在该公司实现了产业化。承担包括国家

重大基础研究计划 973 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主要研究

成果有：1．提出了光催化材料的能带结构调控、设计理论与筛选方法，发展了高效太阳能

转换的可见光响应型新一代光催化材料。2. 构建纳米异质结光催化材料新体系，获得提高

量子效率新方法，发现协同降解新效应，为光催化材料迈向应用筛选出高效材料体系。3．将

光催化材料用于还原CO2制备碳氢燃料，开拓获取非化石燃料的碳中和途径推动了人工光合

成的发展。1999 年和 2003 年分别两次获得国际结晶学会贡献奖，2003 年获美国机械工程学

会最佳论文奖，2012 年和 2016 年分别两次获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014 年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

李长明教授，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国

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中国教育部海外名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Craig

访问教授。先后任美国“摩托罗拉公司”首席科学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终身教授和生物工程系主任。现任苏州科技大学材料科学和器件研究院

院长。研究主要集中在功能化材料及其在绿色能源和生物传感中的应用。

发表 600 余篇 SCI 科学论文，总引 26500 多次，H-因子 78，美国等专利

164 余项。他是汤森路透 5全球高被引科学家，2014、2015、2016 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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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爱思唯尔中国材料科学论文高被引用学者。获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最高科学技术奖“杰出发

明人铂金徽章奖”、新加坡“南洋研究和创新奖”、“中国侨界创新人才贡献奖”和“重庆外

国专家友谊奖“等。

武东星 (DONG-SING WUU)

一、现职

台湾中兴大学材料工程学系终身特聘教授

永续能源与奈米科技研究中心(合聘)

二、主要经历

1. 大叶大学 第六、七任校长 (2010.10~2016.07)

2. 台湾中兴大学材料工程学系 教授、特聘教授 (2001~迄今)

3. 中国材料科学学会 理事 (2007~迄今)

4. 台湾中兴大学 工学院副院长、材料系主任 (2006-2010)

5. 台湾虎尾科技大学 电机信息学院 院长、光电所特聘教授 (2004~2006)

6. 台湾镀膜科技协会 秘书长 (2006~2007)、理事(2008~迄今)

三、学历

台湾中山大学 电机工程学系 学士、硕士、博士 (1981.09~1991. 01)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四、个人成就

 因学术专业成就获选多项国际学会之会士：

英国物理学会 Institute of Physics, Fellow (IOP), Fellow

美国光学学会The Optical Society (OSA), Fellow

国际光电工程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s and Photonics (SPIE), Fellow

澳大利亚能源学会Australian Institute of Energy (AIE), Fellow

英国工程技术学会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ET), Fellow

 2017 年因学术成就获选 中国工程师学会「杰出工程教授奖」

 2015 年因担任大葉大学校长办学绩效卓著，获选「师铎奖」

 2012 年因学术成就获选 Taiwan Photonics Society「光电工程奖」

 2009 年因在氮化物磊晶材料之研究 获选为国科会「杰出研究奖」

 前后获选国科会「杰出技术移转贡献奖」三次

 迄今发表 SCI 学术论文 276 篇、世界各国专利获得超过 14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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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报告程序■

A.磁性材料

论坛主席：彭栋梁（厦门大学）

杨 森（西安交通大学）

论 坛 8 月 18 日下午

会 场：厦门杏林湾大酒店 208 会议室

主持人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彭栋梁

A-01
(Invited)

13:30-14:00
杨 森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铁性玻璃态研究最新进展

A-02
(Invited)

14:00-14:30
段纯刚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铁谷体和其相关奇特物性

A-03
(Invited)

14:30-15:00
黄荣俊 教授

台湾成功大学

氧化物稀磁性半导体之磁性机制与硬

X 光光电子能谱研究

A-04 15:00-15:20
叶 帆 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

非热弹逆马氏体相变在 Co-Al-Fe 合金

中引起的磁化强度热稳定性

15 分钟茶歇

杨森

A-05
(Invited)

15:35-16:05
彭栋梁 教授

厦门大学

Fe 和 Co 纳米粒子组装颗粒膜的电输

运特性和反常霍尔效应研究

A-06
(Invited)

16:05-16:35
詹清峰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具有表面周期结构的柔性磁性薄膜的

磁各向异性控制及其应用

A-07
(Invited)

16:35-17:05
马天宇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基于扩散型相变的多功能铁基合金

A-08 17:05-17:25
魏志阳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工

程与技术研究所

基于高分辨光学热/应变成像技术的

d-metal Heusler 磁相变合金的弹热效

应研究

A-09 17:25-17:45
梁 培 博士

合肥师范学院
化学共沉淀法合成铝掺杂 Z 型铁氧体

A-01 (Invited)

杨森，1974 年生，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副院长。自 1997 年在西安交

通大学材料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起，一直致力于磁学与磁性材料的研究，先后对熔体

快淬纳米双相复合磁体的相变、铁磁相变中的磁弹耦合效应、铁性智能材料（铁磁、

铁电、铁弹）的相变及其物理相似行为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创

新性成果。先后主持十余项关于磁学与磁性材料的科研项目（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3 年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资助，作为骨干成员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和 973 计划项目等。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2016 年），教育部自然科

学一等奖 2 项（2014 年，2003 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1 项（2015 年），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一等

奖 2 项（2016 年，2014 年）。迄今为止，已发表学术论文 120 余篇，SCI 收录 103 篇，学术论文被 SCI

引用总数为 1046 余次，他人引用 873 次（近 5 年 643 次）。近 5 年，受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0 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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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1 次大会主题报告（Keynot talk），4 次特邀报告（Invited talk）；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多次，其中 2

次做大会主题报告，11 次做特邀报告。

A-02 (Invited)

段纯刚，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1972 年 9 月出生，1994 年武汉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1998 年中科院物理所

博士毕业，之后在美国从事 9 年科研研究，2007 年回国任同济大学物理系教授，2008

年加盟华东师范大学极化材料与器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先后任实验室副主任、主任。

2016 年任华东师大信息学院常务副院长。

主要从事固体材料结构和物性的理论研究和计算模拟，在自旋电子学、多铁体

和谷电子学方面做出了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工作，预言了界面及表面磁电效应、多铁隧道结的四态现象、

短程磁交换会诱导铁电性，发现半金属的表面磁电系数是一个普适物理常数，提出了铁谷体概念，推动

了有机铁电隧道结的制备成功等，在 Nature Comm., Nano Lett.，PRL, Adv. Mater.，PNAS 等国际著名学术

刊物上共发表学术论文 170 余篇。其中多个理论预言工作被国际一流实验小组发表在 Nature 及其子刊和

Science 等刊物上的工作证实，SCI 引用近 5000 次，其中 15 篇 SCI 引用过百。由于申请人在磁电效应和

多铁隧道结研究上取得的一定成就，被多次邀请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如国际材联亚洲材料大会等）

做学术报告；并作为组委会成员共同举办了第 4 届、第 8 届亚太物理（APCTP）多铁会议；成为国际陶瓷

大会（CIMTEC）举办的第 4 届国际材料大会多铁体分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大陆唯一代表）。2009

年教育部创新团队极化类信息功能材料学术带头人，2011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16 年入选国家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现为中国材料研究学会计算材料学分会委员，JPCM 编委，Frontier in Physics （瑞

士）编委, 《硅酸盐学报》(英文版)编委。曾获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上海市自然科学牡丹奖。

铁谷体和其相关奇特物性

近年来以研究固体布洛赫电子的能谷为核心的“谷电子学（valleytronics）”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类

似于铁电性，铁磁性，我们最近在谷电子学材料中发现了一种新型铁性：铁谷性，而具有铁谷性的材料

叫做铁谷体。铁谷体具有自发的谷极化，从而表现出一些奇特的物理特性，如具备旋光或线偏光依赖的

光学带隙等等。对铁谷体的研究，既有利于推动谷电子学材料走向实用化，也大大丰富了多铁研究的内

容，为我们研究多种铁性的耦合提供了新平台。

A-03 (Invited)

黄荣俊教授 1992 年至今先后任台湾成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教授、特聘教授以

及成功大光电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与电机研究所合聘教授。期间，先后兼任高雄大学

应用物理系主任与理学院院长、成功大学研究发展处副研发长、台湾欧盟计划南部

办公室主任、台湾物理学会理事长、台湾同步辐射中心监事、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

审查委员、台湾国科会自然处审议委员、台湾南部科学工业园区咨询委员会委员、

合肥工业大学客座特聘教授。现任台湾磁性技术协会副理事、台湾物理学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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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教授从事自旋电子学薄膜与纳米结构材料以及相关磁性与光电器件的研究工作超过 25 年，研究涉

及磁性金属、稀磁半导体、自旋零禁带半导体、拓扑绝缘体、多铁性材料、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磁性

隧道结、自旋发光二极管、磁性随机存储器、磁性发光二极管等领域。近 20 年来承担台湾国科会各类研

究项目近 50 项（其中包括 3 项台湾奈米国家型计划和目前正在执行之间端晶体计划，类似于 973 计划），

已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合着（译）专着 5 本，获得授权台湾大陆与美国发明专利约 10 项。

氧化物稀磁性半导体之磁性机制与硬 X 光光电子能谱研究

氧化物稀磁性半导体之磁性由来近十多年来已被大量研究，最典型的系统是氧化锌参杂3d过度元素，

相关的文献达数千篇以上。关于氧化物稀磁性半导体之铁磁性机制，理论的预测是和氧化物之缺陷并磁

性参杂皆有密切关联，其中以缺陷引致的杂质能带 (impurity band)和 3d 过度元素之下自旋能带之混成

能带解释最广为接受。氧化物稀磁性半导体整体之铁磁性透过 SQUID 证实毋庸置疑，但 XMCD 的实验却也

发现氧化锌参杂 3d 过度元素样品之 Zn，O，及 3d 过度元素通通都不带磁性。过去的实验都只能间接推测

氧化物稀磁性半导体之磁性机制， 缺乏直接有力之证据。关于杂质能带最好的实验探测方式就是利用光

电子能谱，然而一般光电子能谱使用 UV 光源，只能探测到样品表面 0.5 nm 的电子能谱。但因为氧化物稀

磁性半导体表面有各种缺陷结构并且很不稳定(例如氧空缺可以被大气中的氧回填)，所以 UV 光电子能谱

不是探讨此课题的合适工具。

本工作利用 hard X-ray 光电子能谱研究，其进入样品深度可达 10 nm，可做块体(bulk)电子能谱探

测。我们利用溅镀沉积样品 ZnO 参杂 Co (6%) 厚度 40nm 三组对照样品，三组对照样品的差别在溅镀沉积

时 H2/Ar 的比例各为 0%, 2.5%, 5%， 其块体之氧空缺的量由一般到非常多，但 ZnO 之主体结构不改变且

Co 都占据取代 Zn 位置。这三组样品的表面都盖上溅镀时通氧气之 2nm ZnO(氧空缺非常少)，可确保其表

面和块体晶体和电子结构之稳定性。 hard X-ray 光电子能谱之光源偏振可以平行或垂直于样品表面，提

供了对不同元素和能带由来更清楚的研究。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实验中解析了氧化物稀磁性半导体

之 impurity band, 参杂过度元素 3d band 和 Zn, O 之能带在这三组对照样品的变化，其结果和磁性质有

很好的对应。

若时间许可，我将介绍氧化物稀磁性半导体应用到 III-V GaN 发光二极管，有效提升其发光效益之有

趣结果，此一结果有望不久之后应用到产业界。

A-04

叶帆，福建南平人，2016.03-至今，西安交通大学 前沿科学技术研究

院 多学科材料研究中心 博士在读。研究方向: 非热弹金属的马氏体相变

行为研究，非热弹金属的应变玻璃行为研究。

Thermally stable magnetization in Co-Al-Fe alloys

bynon-thermoelastic reverse martensitic transformation

Abstract:Recently, it has been found in a Fe-Ga composite that th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from a phase with lower magnetization into another with higher magnetization can resul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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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y thermal-stable magnetization upon heating. Unlike Fe-Ga system that the gradual phase transformation is

diffusion-controlledand irreversible, here we report another system, Co-Al-Fe alloys that undergo a reversible

non-thermoelastic martensitic transformation also exhibit highly thermal-stable magnetization up to 830 K. The

in-situ heat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investigations reveal that th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from hexagonal close-packed (hcp) phase with lower magnetization into face-centered-cubic (fcc) phase with

higher magnetization occurs over a wide temperature range, giving rise to the thermally stable magnetization.

The electric-resistivity measurements reveal that the fcc→hcp transformation is reversible during cooling and

heating cycles, which is helpful to design thermal-stable magnets with long cycling life.

Keywords:Co-Al-Fe alloys, nonthermoelastic reversemartensitic transformation, highly thermal-stable

magnetization

A-05 (Invited)

彭栋梁，理学和工学双博士，教授，现任厦门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纳米科技专项”项目首席科学家， “福建

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福建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入选者，2015-2017 年

度福建省优秀教师。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国电子学会应用磁学分会委

员会委员，中国金属学会材料科学分会委员会委员，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纳米材料与

器件分会理事会理事，Steering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e Particle Magnetism (2012.6--至今)，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Materials

in Electronics 国际期刊编辑，《Scientific Reports》、《金属功能材料》和《功能材料》等杂志编委会

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磁性材料与自旋电子学物理、能源材料、纳米催化材料、光电材料、薄膜和涂层

材料。先后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973

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已在 ACS Nano、Nano Letters、Adv. Funct. Mater.、

Chem. Soc. Rev.、Appl. Phys. Lett.、Phys. Rev. B 等国际国内著名学术刊物上共发表科研论文 250 多篇，

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30 多篇。已授权日本发明专利 6 项，授权中国发明专项 8 项。

Fe 和 Co 纳米粒子组装颗粒膜的电输运特性和反常霍尔效应研究

本研究采用等离子体溅射惰性气体冷凝纳米粒子束流颗粒膜沉积技术制备了一系列 Fe、Co、Co@Cu

和 Co@CoO 纳米颗粒复合薄膜，并利用综合物性测量系统（PPMS）对其磁性和电输运性质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结果表明，在 Co@Cu 纳米颗粒复合薄膜中，纵向电阻率 xxρ 随着测试温度的变化可以表示成温度相关

散射和热涨落诱导隧穿（FIT）效应的叠加；饱和反常电阻率 A
xyρ 和 xxρ 均随着 Cu 体积分数(x)的增加呈现先

增加后减小的趋势。根据电导机制的不同，样品可以被划分为两部分：当 x<18.8%时，散射起主要作用；

x>18.8%时，短路效应起主导作用。x=18.8%时，散射和短路效应两者的贡献相当。另外，在 x<18.8%的

范围内，5 K 情况下饱和反常霍尔电导率 A
xyσ 和电导率 0xxσ 之间的标度关系满足统一标度理论（ 1.6

0
A
xy xxσ σ ）[1,2]，

而在 x>18.8%时 A
xyσ 和 0xxσ 之间的标度关系偏离统一标度理论，原因主要归结为短路效应的影响。在 Co@CoO

纳米颗粒复合薄膜体系中，根据电导机制的不同，样品也可以被划分为两部分：在氧气导入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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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 0.2 sccmR  的范围内， xxρ 随着温度的变化主要起源于温度相关散射和 FIT 效应的叠加；而在

2O 0.3 sccmR  的范围内，高温范围内电阻率随着温度的变化可以用 FIT 过程来描述，低温范围内则是跳

跃传导起主要作用（ 1 2log xxρ T ）。通过拟合发现，颗粒之间的能量势垒随着
2OR 的增加而增大，即颗粒

间的隧穿概率随着
2OR 的增加而减小。5 K 情况下， xxρ 随着氧气流量

2OR 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主要归结为

表界面散射和隧穿效应比重的增强。然而，5 K 情况下 A
xyρ 随着

2OR 的增加是先增加后减小，特别是在

2O 0.3 sccmR  范围内，反常霍尔效应难以测得，主要是因为此时电导机制由隧穿效应所主导。在双对数

坐标系中，5 K 情况下 A
xyσ 和 0xxσ 之间的标度关系满足统一标度理论（ 1.6

0
A
xy xxσ σ ）。

本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571167)资助。

参考文献

[1] S. Onoda, N. Sugimoto, N. Nagaosa, Phys. Rev. Lett. 97 (2006) 126602.

[2] S. Sangiao, L. Morellon, G. Simon, J. M. D. Teresa, J. A. Pardo, J. Arbiol, M. R. Ibarra, Phys. Rev. B 79

(2009) 014431.

A-06(Invited)

詹清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94 至 2001 年在兰州大学物理系磁学与磁性材料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获学士与硕士学位；2001 至 2003 年在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任工

程师；2006 年博士毕业于中科院物理所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06 至 2010 年在比

利时鲁汶大学固体物理与磁学实验室、美国华盛顿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从事研究

工作；2010 至 2017 年，任中科院宁波材料所中科院磁性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研

究员；2017 年 10 月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长期从事磁性薄膜的

制备与磁各向异性的控制及其在高频、传感、存储的应用基础研究，发表 SCI 期刊论文 80 余篇，被引

用 1000 余次，申请国家专利 17 项，授权 8 项。担任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Scientific Reports 期刊编

辑委员会委员，ACS Nano、Scientific Reports、Nanotechnology 等多个国际学术期刊的审稿人。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三项、优秀青年基金一项。

具有表面周期结构的柔性磁性薄膜的磁各向异性控制及其应用

柔性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快速发展提出了磁电功能器件柔性化的要求。由于磁性材料的逆磁致伸缩特

性，弯曲或拉伸状态所产生的应力/应变会改变磁性薄膜的磁各向异性，从而影响磁性器件的性能。如何

避免应力磁各向异性对柔性磁性器件性能产生不利的影响是柔性磁性薄膜与器件发展中所面临的重要挑

战之一。然而对于柔性自旋阀器件，制备过程来自于衬底的应力，以及使用中弯曲或拉伸等形变所产生

的应力磁各向异性，都将使柔性自旋阀器件的磁场灵敏度大大降低。我们对比研究了两种在柔性聚二甲

基硅氧烷（PDMS）衬底上制备具有表面周期结构的磁性薄膜的方法。直接生长在拉伸 PDMS 上的磁性薄膜

表现出规则的表面褶皱结构以及较弱的磁各向异性；利用非磁性金属预先产生一个表面周期结构，而后

沉积的磁性薄膜表现出较强的磁各向异性。在此基础上，利用直接生长在拉伸 PDMS 上的方法，制备了具

有高磁场灵敏度的柔性巨磁电阻自旋阀传感器，通过表面周期结构可以释放纵向拉伸应变，设计表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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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微条带可以释放由泊松效应引入的横向应变，从而显著降低了拉伸应变对磁性层磁各向异性的影响，

避免了拉伸应变下金属薄膜的断裂行为，所制备的自旋阀磁传感器在 50%的拉伸应变范围内，磁电阻率、

磁场灵敏度、样品电阻可以保持稳定不变。

A-07 (Invited)

马天宇，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2006 年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获学士和博士学位。2011-2013 年在日本国家材料研究

所访问研究。主要从事金属磁性材料的课程教学、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兼任中国

金属学会功能材料分会委员、《中国材料进展》编辑部青年编委、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等 10 余种刊物审稿人。

A-08

魏志阳，1988 年出生，2010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学院，于 2017 年获中科院

物理研究所凝聚态物理学博士学位。2018 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优秀博士

后”，从事磁相变材料的性能调控和多场制冷效应的相关研究。在 Adv. Electr. Mater.，

Phys. Rev. B，Appl. Phys. Lett.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

基于高分辨光学热/应变成像技术的

d-metal Heusler 磁相变合金的弹热效应研究

魏志阳 孙文 刘剑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稀土功能材料实验室 宁波 315201

基于弹热效应的固态制冷被认为是最具潜力替代传统气体压缩制冷的新技术。研究弹热效应对理解

磁相变机理、提高制冷能力具有重要意义[1]。基于 d-d 共价设计的 d-metal Heusler 合金是继 Heusler

合金、MM’X 合金之后的新一代磁相变材料[2]。d-d 共价是促成 d-metal Heusler 合金成相、原子有序占

位的主导因素，为合金带来了不同于传统 Heusler 合金的特性，为弹热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载体。我

们借助基于数字图像关联方法（DIC）的高分辨光学全场应变测试系统和红外成像技术（IR），以 d-metal

Heusler 合金 Ni50Mn32 Ti18 (Ti18)和 Ni35Co15Mn35Ti15 (Co15)合金为对象，研究了多晶合金在外加力

场下的微观相变行为和 d-d 共价作用及磁性对其弹热效应的影响。

Ti18 和 Co15 多晶合金采用电弧熔炼法制备，并进行了均匀化和有序化热处理。用于弹热测试的样

品尺寸为 336 mm3。室温下两类合金均为 B2 型 Heusler 相。用万能试验机和红外成像仪以及非接触全

场应变测试系统对两个样品进行了快速加卸载下应变和温变的测试。从图 a 引伸计测的应力应变曲线可

以看出，Ti18 样品应力滞后大，并且应力卸载后样品变形不能完全恢复，发生了塑形变形；而 Co15 样

品应变基本恢复，表现出较好的超弹性变形。这说明后者的相变可逆性更好，这源于 Co 的引入增强了 d-d

共价作用。图 b 和图 c 是分别为两个样品在应力加载的不同阶段（如图 a 中的字母所标）的应变云图和

对应的红外图像。在应力加载下两者都表现出应变空间分布不均匀性，并且温变和应变在空间上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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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Ti18 和 Co15 的宏观应变和对应的温变分别为 3.9%、10.3K 和 3.2%、8K。对比 Ti18 和 Co15 的

应变云图，前者应变在空间上过渡光滑并且应力卸载后应变有显著残留，后者的应变有明显的起伏并且

应变残留很小。这进一步确认前者发生了塑性变形，后者为超弹性变形。Co15 应变分布不均匀性归因于

不同取向的晶粒的相变对应力的敏感性不同。并且 Co15 样品在后续更大应力加载下，萌生的微裂纹可以

在应变云图上清晰反映，这也为材料失效预判提供了有效手段。

(a) 室温应力应变曲线；(b)Ti18 和(c)Co15 在应力加卸载下的全场实时应变云图和对应的红外图像

参考文献：

[1] Liu J., Zhao D. W., and Li Y., Shape Memory and Superelasticity 3, 192 (2017)

[2] Wei, Z. Y., E. K. Liu, and G. H. Wu, et al, Appl. Phys. Lett. 107, 0224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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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光电功能材料及应用

论坛主席：张善勇（西南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解荣军（厦门大学）

论坛 8 月 18 日下午

会场：厦门杏林湾大酒店 201 会议室

主持人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张善勇

B-01
(Invited)

13:30-13:55
解荣军 教授

厦门大学
激光照明用发光材料

B-02
(Invited)

13:55-14:20
李志伟 教授

台湾明志科技大学

Fabrication of functional thin films by
high power impulse magnetron
sputtering (HiPIMS) technique

B-03
(Invited)

14:20-14:45
马崇庚 教授

重庆邮电大学

Drawing the inspiration for making
“Good” phosphors from the combined
DFT and crystal-field models

B-04
(Invited)

14:45-15:10
孙小卫 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
量子点显示及红外应用

B-05 15:10-15:30
庄逸熙 助理教授

厦门大学

深陷阱长余辉发光材料的设计及其在

光学信息存储中的应用

15 分钟 茶歇

解荣军

B-06
(Invited)

15:45-16:10
张善勇 教授

西南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Environmental stability issues of
perovskite photovoltaics

B-07
(Invited)

16:10-16:35
范 兴 教授

重庆大学

基于界面跨尺度组装的可穿戴光电转

换及存储织物

B-08
(Invited)

16:35-17:00
李晓明 教授

南京理工大学

Revealing the effect of surface defects
on exciton dynamics of inorganic halide
perovskite quantum dots for robust QY
enhancement

B-09
(Invited)

17:00-17:25
刘永福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

术与工程研究所

GAGG:Ce 透明陶瓷制备及其在大功率

LED 和 LD 照明中的应用

B-10
(Invited)

17:25-17:50
魏小均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单一结构碳纳米管的宏量制备、光物

理性质及其应用

B-11
(Invited)

17:50-18:15
郭 海 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

氟化物微晶玻璃的设计、制备、结构、

荧光性能及应用探索

B-12 18:15-18:35
李淑星 博士

厦门大学

面向激光照明与显示的荧光转换材料

的设计制备与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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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 (Invited)

解荣军，厦门大学教授，第九批“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 日本国立材料研究

所主席研究员。曾在 1998-2003 年期间作为 STA fellow、JST fellow 及洪堡学者，分

别在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和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从事

博士后研究工作。2003 年 4 月获得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固定职位，任职主席研究员

至今。2018 年 1 月全职加入厦门大学。研究领域包括稀土发光功能材料、半导体照

明器件以及先进结构陶瓷材料等，在新型硅氮化物发光材料设计、合成制备及其白光

LED 照明与显示器件开发等方面，获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在国际

上首先研发成功的氮化物发光材料及其半导体照明器件已经实现产业化。

B-02 (Invited)

李志伟，台湾明志科技大学材料工程系教授。

1.台湾镀膜科技协会理事长(2017.11.19-2019.11.18)

2.明志科技大学材料工程系教授兼电浆与薄膜科技中心组长(2010.2.1-now)

3.明志科技大学材料工程系主任(2012.02.01-2016.07.31)

4.东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兼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2005.9.1-2010.1.31)

兼工程学院院长(2007.8.1-2010.1.31)

Fabrication of functional thin films by

high power impulse magnetron sputtering (HiPIMS) technique

Abstract:High power impulse magnetron sputtering (HiPIMS) is a promising thin film deposition technology

since 1991, which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its ultra-high peak current and peak power density to achieve

unique thin film properties. In this work, the optoelectronic zirconia films, transparent conductive and hard Al

doped ZnO films, transparent and anti-scratch aluminum nitride films, metallic glass thin films, and functional

transition metal nitride/carbide films were fabricated by HiPIMS. The plasma diagnosis, optimal processing

parameters of HiPIMS and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these functional thin films in the semiconductor,

optoelectronic, biomedical and tribological ap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B-03 (Invited)

马崇庚，男，1980 年生，博士/教授（兼任波兰 Cardinal Stefan Wyszynski 大

学讲席教授、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 Vinca 研究所客座教授），重庆市高校理论物

理创新团队负责人，重庆市物理协会理事，重庆市功能材料协会理事，重庆市欧美

同学会理事。现已以通讯作者身份在 J. Am. Chem. Soc.（影响因子 14）等国际高水

平 SCI 期刊上发表 65 篇论文（其中 ESI 收录 2 篇，单篇最高引用 122 次），出版学

术专著 1 部和学术章节 1 次，个人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2 项，担任 17 个国际

知名 SCI 杂志的审稿人，是波兰国家科学基金、罗马尼亚科学基金和中国国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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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的函评专家，并多次受邀在亚洲荧光粉论坛（Phosphor Safari）、美国电化学会议（PRiME 和 AiMES）

和欧洲材料缺陷会议（Eurodim）等国际重要会议上作特邀报告 8 次，担任分会主席 2 次，获得第 18 届

国际固体激发态动力学会议最佳 poster 奖。

Drawing the inspiration for making “Good” phosphors

from the combined DFT and crystal-field models

Chong-Geng Ma (马崇庚)

College of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P.R. China

（重庆邮电大学理学院，重庆，400065）

Abstract:The talk will demonstrate how to use the combined DFT and crystal-field models to draw the

inspiration for making “Good” lanthanide- and transition metal-doped phosphors. The structure-spectroscopy

relationship will be paid more attention in order to show its key role for linking the measured structural and

spectroscopic properties of phosphors. Ce3+ and Eu2+ ions are chosen as the main examples due to their

applications for white LED phosphors. Three aspects of the spectroscopic investigation of the two ions will be

referred as follows: 1) the real reason resulting in the red or blue shift of the lowest 5d-4f emissions of Eu2+ or

Ce3+ ions will be analyzed by considering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electronic structure and Stokes shift; 2) the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he position of the lowest 4f65d energy level in the 4f-5d excitation spectra of Eu2+ ions

will be clarified, and thus the Stokes shift can be properly reproduced and further fed into understanding the

electron-phonon coupling effect of Eu2+ ions with host lattices; 3)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to the solid solution

phosphors Ca2(Al1-xMgx)(Al1-xSi1+x)O7: Eu2+ will be given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role of the theoretical work in

the discovery of novel lanthanide phosphors. In addition, three kinds of theoretical schemes that we proposed to

enhance spectral intensity for an improvement of characteristics of phosphor materials will be summarized and

applied to understanding the recent experimental results.

B-04 (Invited)

孙小卫，现为南方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国家千人，电子与电气工程系主任，兼

任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兼职教授。就职于南科大前，孙教授为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正教授，微电子中心主任。2009 年，被授予新加披南洋理工大学科技

与创新奖，2013 年，荣获加拿大国立科学研究院雅克-博利厄杰出研究主席奖。孙

教授现为亚太材料学会院士，是美国光学学会 (OSA)、国际光学工程师学会 (SPIE)、

国际信息显示学会 (SID)、英国皇家物理学会 (loP) 会士 (Fellow)，是美国电机及电

子工程师学会 (IEEE) 的杰出演讲人 (Distinguished Lecturer)。创立了能源光子学学会 (Society for

Energy Photonics) 并担任主席，共同创立了新加坡 – 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协会并任职副主席。目前主要

研究基于纳米晶的高品质显示和照明，在学术期刊共发表文章 400 多篇，H-指数为 63。

量子点显示及红外应用

介绍量子点在显示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并介绍其在红外方面的巨大潜力以及南科大相关研究工作。



- 22 -

B-05

庄逸熙，厦门大学材料学院助理教授。2014 年获得京都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就

职于厦门大学材料学院。目前为止，已在 Adv. Func. Mater.、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其中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论文 20 篇），

论文累计他引用超过 800 次。研究兴趣包括：长余辉发光材料、白光 LED 照明用荧

光材料；过渡金属离子/稀土离子在晶体中的配位环境与发光特性的关系；金属有机

框架材料。

深陷阱长余辉发光材料的设计及其在光学信息存储中的应用

庄逸熙

材料学院，厦门大学, 厦门 361005

E-mail: zhuangyixi@xmu.edu.cn电话：0592-2184084

长余辉发光材料是一类利用缺陷能级作为能量陷阱，在激发终止之后缓慢释放光子的特殊发光材料，

在夜间指示照明、生物成像、交流 LED、光学信息存储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近三十年来，对于长

余辉发光材料中陷阱深度、密度以及陷阱产生方式的解析一直是相关研究的难点与重点。

该报告主要以氮氧化物(Sr,Ba)Si2O2N2:Ln2+,Ln3+（Ln2+为 Eu2+或 Yb2+，Ln3+为 Dy3+、Ho3+或 Er3+）
[1,2]以及石榴石基荧光粉两类新型深陷阱长余辉发光材料为例，介绍在特定基体中调控陷阱深度的方法，

并探讨上述材料在光学信息存储中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稀土掺杂；粉体薄膜；长余辉发光；陷阱调控；光学信息存储

图 1. 具有深陷阱的粉体薄膜的制备及在光学信息存储中的应用。a 为概念图；b 为自然光下实物图；c 和

d 为通过加热读取预先刻录的图像信息。

参考文献

[1] Zhuang Yixi, Wang Le, Lv Ying, Zhou Tian-Liang and Xie Rong-Jun. Optical data storage and multicolor

emission readout in flexible films using deep-trap persistent luminescence materials. Adv. Funct. Mater.,

2018, 28(8): 1705769.

[2] Zhuang Yixi, Lv Ying, Wang Le, Chen Wenwei, Zhou Tian-Liang, Takeda Takashi, Hirosaki Naoto and Xie

Rong-Jun. Trap depth engineering of SrSi2O2N2:Ln2+,Ln3+ (Ln2+ = Yb, Eu; Ln3+ = Dy, Ho, Er) per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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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inescence materials for information storage applications.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8, 10(2):

1854-1864.

B-06 (Invited)

张善勇（sam zhang shanyong 新加坡国籍）教授出生于山城重庆，下乡四年，

1977 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入东北大学高温合金专业，1982 年获材料学学士学

位。（2010 年获选东北大学杰出校友：东北大学校友杂志杰出校友特别报道 2010 年

第一期 pp59-62. http://alumni.vip.hanfei.net/upload/book/201001.pdf）

1984 年获北京钢铁研究总院材料学硕士学位。1986 年就读于美国威斯康星大

学麦迪逊校园，1991 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材料学博士学位。1991 年 8 月入职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1993 年辞职南大加盟新加坡制造技术研究院任职研究员、高级研究员。2000 年回到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航天工程学院，任副教授。2006 年升任终身正教授。是目前为止新加坡南大

机械与航天工程学院唯一的中国大陆籍终身正教授。2009 年经由中国钢研集团推荐入选中组部第三批千

人计划专家。2018 年一月张教授辞职南大，回到重庆，加盟西南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部，组建【新薄膜材

料与器件研究中心】并任中心主任。

2009 年中国国庆，张教授作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受国家邀请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并受到胡锦涛，

温家宝，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10 年七月二十九日，张教授作为“海外高层次人才”

代表受邀在北戴河度假又一次受到习近平的接见，并受邀在与习近平的座谈会上发言。

张教授是美国《纳米科技快讯》的创刊总编 （Editor-in-Chief，Nanoscience and Nanotechnology

Letters: 2009-2015），美国《材料研究杂志》编委（Principal Editor ，Journal of Materials Research ），

美国涂层技术杂志（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编委，以及《国际薄膜学会》的创始人和现任会

长（President ，Thin Films Society：http://www.thinfilms.sg).

2002 年张教授被聘为沈阳市政府人才资源开发顾问，沈阳大学客座教授。2004 被聘为中科院固体物

理研究所荣誉教授，2006 年被聘为浙江大学客座教授，2007 被聘为哈尔滨大学客座教授。2007 年聘为英

国材料学会会士，2018 年国际薄膜学会会士。荣登 2007 新加坡工程名人录，2009 年第 26 届世界名人录，

2010 年第 27 届世界名人录。

张教授已受邀到欧美法日西班牙葡萄牙新西兰德国波兰等国做过 60 多次特邀或邀请报告。他也被新

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台湾的大学和工业界邀请举办短期培训班 20 多次。

张教授在 2002 年创立了两年一次的国际薄膜及涂层技术大会，历任大会主席。这个大会在世界尤其是亚

洲薄膜及涂层领域已深有影响，自 2008 年大会规模已经保持在 800 人左右。参会的薄膜与涂层方面的专

家、学者来自世界 30 到 40 个国家。

张教授个人的研究集中在以下这个方面：硬质薄膜与涂层，生物涂层，电子薄膜以及能源薄膜/太阳

能电池。 (具体细节请参阅张教授的个人网页 http://www.ntu.edu.sg/home/msyzhang) 截至 2018 年 2 月 2

日科学网上查到（Web of Science (http://www.researcherid.com/rid/A-3867-2011)）张教授的文章 298 篇,

被 引 用 7476 次 , 平 均 每 篇 引 用 25.09 次 , 赫 许 因 子 : 47; 在 Scopus webpage

http://alumni.vip.hanfei.net/upload/book/201001.pdf
http://www.thinfilms.sg
http://www.researcherid.com/rid/A-386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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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opus-com.ezlibproxy1.ntu.edu.sg/authid/detail.uri?authorId=7409376020) 上查到张教

授的文章被引用次数为 8192，赫许因子: 48.

张教授从事薄膜和涂层材料的制备与检测二十多年，著书/编书 12 部. 客串编辑科技杂志 10 多卷。

下面是张教授编/着的书。其中 2010 年由美国 CRC 出版社出版的“Materials Characterization

Techniques” （材料检测技术） 2015 年就已经被近 30 所顶尖欧美大学采纳为教材（采用大学名单在

http://www3.ntu.edu.sg/thinfilms/mae-thinfilms/thinfilms/Sam/adoption.mht），也被翻译为中文，由中国

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中国大学也很有影响。 （张教授的所有书中国内网上都有书名和目录翻译了的

“中文版”）。

B-07 (Invited)

范兴，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 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研究主要围绕纤维电化学，创新高曲率界面反应及多尺度组装过程强化理论及方法，

开发材料产品工程及化学加工工程应用新技术。先后主持了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青年

及面上项目、国家 973 项目子课题等；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含第一或通讯作

者 24 篇（Nature Energy 1 篇; Advanced Materials 2 篇; ACS Nano 3 篇;），他引 900

余次；近三年，先后有论文入选 Nature 的“ Research Highlights”、 ACS in the News

等，得到华盛顿邮报、彭博社、Yahoo、科技日报、参考消息等国内外媒体关注，入选 2016 年 Yahoo 评

选的“ The 9 most impressive social good innovations from October”；授权发明专利 16 项；系列过

程强化技术在广西、攀枝花、重庆等地化工企业推广应用，经济效益显著；荣获 2014 年重庆市科技进

步一等奖、第七届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等。

https://www-scopus-com.ezlibproxy1.ntu.edu.sg/authid/detail.uri?authorId=7409376020
http://www.crcpress.com/product/isbn/9781420042948
http://www.crcpress.com/product/isbn/9781420042948
http://www3.ntu.edu.sg/thinfilms/mae-thinfilms/thinfilms/Sam/adoption.mht
http://www.crcpress.com/product/isbn/9781420042948
http://www.crcpress.com/product/isbn/9781482222906
http://www.crcpress.com/product/isbn/9781439873298
http://www.crcpress.com/product/isbn/9781439886939
http://www.crcpress.com/product/isbn/9781439886939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1?_encoding=UTF8&s=books&qid=1292015348&asin=B0047C8734&sr=8-1
http://www.crcpress.com/product/isbn/9781439821251
http://www.crcpress.com/product/isbn/1420094351
http://www.amazon.com/Nanocomposite-Thin-Films-Coatings-Performance/dp/1860947840/


- 25 -

基于界面跨尺度组装的可穿戴光电转换及存储织物

近年来，可穿戴电子设备的飞速发展极大推动了柔性便携电源的研究。传统平板块状结构的电源已

经不能满足可穿戴电子设备对穿戴舒适性的要求。柔性纤维、织网等结构的新型电源器件，包括纤维光

伏电池、纤维摩擦纳米发电机、纤维储能器件等，已发展成国际上一大研究热点。如何在纤维电极表面

上高效可控地跨尺度组装微纳功能材料，并进而编织成高效率的大面积能源织物，成为亟待突破的一大

瓶颈。本课题组在电化学组装调控的基础上，开发出一类新型的全固态纤维太阳能电池，并进而发展出

一系列可以将各种环境能量(光、风、人体运动等)转化为电能的新型采储能织物。研究首次引入飞梭织造

技术，创新性地编织出了单层结构的可裁剪、全固态柔性光伏织物，并将太阳能电池与可采集机械能的

摩擦纳米发电机共同编织成单层、透气、廉价的智能可穿戴织物，实现了太阳能、机械能等环境能量的

同时采集。研究还进一步通过与纤维储能器件集成编织，制备出了可以同时采集并存储能量的新型织物。

系列成果发表在 Nature Energy、Advanced Materials、ACS Nano 等期刊上，并且入选了 Nature “Research

Highlights”专栏以及 Yahoo 评选的月度创新性成果，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B-08 (Invited)

Xiaoming Liis a young researcher a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obtained his Ph.D. in material science at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in 2017.His present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ynthesis,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QDs, especially the halide perovskite QDs. He developed a room

temperature synthetic strategy of halide perovskite QDs and proposed a self-passivation

mechanism in 2016. The related paper has been cited for more than 400 times.He has

published over 50 papers in refereed scientific journals, and received citations over 2500 times.

Revealing the effect of surface defects on exciton dynamics of

inorganic halide perovskite quantum dots for robust QY enhancement

Xiaoming Li

MIIT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Display Materials and Devices, Institute of Optoelectronics &

Nanomaterials,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In this presentation, we will talk about the surface halide vacancy (VX) of inorganic halide perovskite

quantum dots (HP QD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optical properties. In spite of the popular recognition that HP QDs

possess high defect tolerance, samples with totally different quantum yield (QY) values are usually obtained. By

analyzing the surface chemical condition and excitonic dynamics characteristics of two CsPbBr3 QD samples

with low (<50%) and ultrahigh (~100%) QY values, we find that VBr results in severe exciton trapping and then

low QY, which is also proved by 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Namely, to achieve high QY, we should reduce the

formation of surface VX for inorganic HP QDs. According to this implication, we developed two strategies,

in-situ passivation and post-passivation, to achieve robust QY enhancement from the aspect of constructing

intact Pb-X octahedra. Finally, we achieve the highest QY values for HP QDs with standard red (~650 nm,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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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515 nm, 95%), and blue (~460 nm, 96%) emissions. The QY of 96% for blue HP QDs is much higher

than most of previous results and results in high performance blue light-emitting diodes.

B-09 (Invited)

刘永福，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

要从事稀土光功能材料和透明光功能陶瓷研究。在 Adv. Optical Mater.、Chem.

Commun.、J. Mater. Chem. C、J. Phys. Chem. C 等期刊发表 SCI 论文 46 篇，其中封

面文章 3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2 项，授权专利 12 项。适合近紫外 LED 芯片激发

的高性能青色荧光材料研究入选 2017 年度中国稀土十大科技新闻。

GAGG:Ce 透明陶瓷制备及其在大功率 LED 和 LD 照明中的应用

基于大功率 LED 以及激光（LD）照明要求，针对传统荧光粉与硅胶涂覆工艺存

在耐热性和老化性能差的问题，开展以透明荧光陶瓷为主体的远程荧光研究。基于 Gd3(Al, Ga)5O12:Ce

（GAGG:Ce）光谱可调、石榴石结构特性，通过固相法和液相法两种工艺制备 GAGG:Ce 透明陶瓷。对比发

现共沉淀法可以制备纳米前驱体，进而获得高透明的 GAGG:Ce 陶瓷。通过改变 Al 和 Ga 比例，实现了发射

光谱从黄绿光到橙红光的调谐。通过改变 Ce 离子浓度和陶瓷厚度，实现了发光器件性能的调谐，获得色

温 2700-6500K，显色指数 68-78 的白光。34W 大功率 LED 照明器件的光通量 2000lm。

B-10 (Invited)

魏小均，现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2010 年和 2013 年先后获得日

本国立千叶大学的工学硕士和工学博士学位。2013 年至 2017 年在日本国立产业技

术综合研究所(AIST)从事博士后研究。2017 年入选中科院物理所“百人计划”，同年

12 月加入物理所先进材料与结构分析实验室。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低维碳纳米管的

原子结构调控,光物理性质及电子器件应用。近年来，作为第一作者在 Nature Commun.、

J. Am. Chem. Soc.、Carbon 等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并获颁“饭岛奖”（该奖项

代表了日本碳纳米管及相关材料研究领域青年科学家的最高荣誉）、“青年研究者奖”等多项荣誉。

单一结构碳纳米管的宏量制备、光物理性质及其应用

碳纳米管作为一维管状碳纳米材料,不仅拥有优异的光、电、热、力学等性能，而且由于碳纳米管多

样的原子螺旋结构，表现出一维材料丰富独特的光电子、物理特性，为研究新奇的光量子现象提供了材

料基础。然而，碳纳米管的性质取决于其原子结构的排列，可以表现出金属性或半导体性，并且半导体

性的直接能带间隙与其直径成近似反比例关系。因此，目前阻碍碳纳米管最终应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

何制备具有单一结构均一性质的碳纳米管材料。

此次报告将结合近期开展的一些研究工作，包括基于凝胶色谱分离技术的单一结构碳纳米管高纯度

宏量制备，光物理性质，以及在碳纳米管能带结构的实验解析方面的应用等，重点介绍单一结构碳纳米

管的制备、性质及其应用的前沿研究进展，涉及碳纳米管作为光电功能材料和柔性材料，在高性能晶体

管、柔性光电子器件、高灵敏度生物分子传感器等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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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Invited)

郭海，浙江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博导，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005 年博

士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随后在浙江师范大学工作，2013.8-2014.7 期间在韩国

釜庆国立大学访学。

研究领域一直为新型稀土光学功能材料，在白光 LED 光转换材料，稀土掺杂的氟

化物微晶玻璃，玻璃中 Ag 成分的发光及其与稀土离子、过渡族金属离子的能量传递，

上转换发光材料与发光机理等方面研究比较深入，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力。

2004 年至今，在 J. Phys. Chem. B, J. Mater. Chem. C, Opt. Lett., Opt. Express, J. Am. Ceram. Soc.,

J. Alloy Compd., J. Electrochem. Soc., Nanotechnology, Opt. Mater., J. Lumin.等刊物上发表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SCI 收录论文 70 余篇，被引用 2400 余次，单篇最高引用 360 余次，H 因子为 29。2015 年开始

担任陶瓷类国际著名期刊 J. Am. Ceram. Soc.副编辑（Associate Editor）。

氟化物微晶玻璃的设计、制备、结构、荧光性能及应用探索

郭海

(浙江师范大学, 物理系, 金华 321004)

微晶玻璃是通过玻璃的受控晶化而形成的由特定纳米晶相和玻璃基体构成的复合材料。稀土离子掺

杂的透明氟氧化物微晶玻璃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一类新型微晶玻璃，它由氟化物微晶(纳米晶)镶嵌于氧化

物玻璃基质中构成。

和传统的单晶、透明陶瓷、玻璃相比，它有如下优势：通过控制析晶工艺，可以控制微晶大小在 20nm

左右，微晶颗粒的小尺寸以及微晶与玻璃态间折射率的近匹配避免了散射引起的能量损失，使它具有高

透过率；稀土离子溶解度大，掺杂的稀土离子优先富积于氟化物微晶中(约 90%)，因而可处于低声子能量

环境中，发光效率高；具有高的机械强度、化学稳定性和易于加工的特点；相对于晶体材料，制备技术

简单、周期短、成本低。

因此这类氟氧化物透明发光微晶玻璃将可能替代氟化物玻璃、晶体，从而在上转换发光、温度探测、

闪烁体材料、白光 LED 荧光粉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本报告总结了课题组近 6 年来在氟化物微晶玻璃方面取得的研究结果。开发了多种新型氟化物微晶

玻璃体系；系统研究了三价稀土离子如 Eu3+、Er3+、Ho3+、Tb3+在微晶玻璃中的荧光性质；研究了掺杂的 RE3+

在微晶玻璃中的局域环境、析出晶相对微晶玻璃发光性能的影响，观察到 RE3+发光的增强现象；探索了微

晶玻璃在上转换发光、光温度传感、光谱调控、闪烁体等方面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氟化物微晶玻璃；荧光增强；上转换；光温度传感；闪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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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李淑星，2017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获工学博士学位，期间

曾在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交流学习（15 个月）。毕业获“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资助（2 年 60 万元，全国仅 300 名）”进入厦门大学材料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合

作导师为解荣军教授。目前已发表一作或通讯 SCI 论文 10 篇（一作 9 篇），其中 6

篇 1 区论文包括 Chem. Mater.,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J. Mater. Chem. C 等，

1 篇封面论文，2 篇热点论文，获授权发明专利 1 项，主持在研项目 2 项。研究兴

趣包括：新型氮化物发光材料的设计制备与性能研究；大功率激光照明与显示用荧

光转换材料的设计制备与产业化应用。

面向激光照明与显示的荧光转换材料的设计制备与性能研究

李淑星，解荣军(厦门大学, 材料学院, 厦门 361005）

基于荧光转换材料的超高亮度激光白光光源在汽车照明、航海航运照明、激光投影仪和激光电视等

方面受到了广泛关注。作为这一技术的核心材料，荧光转换材料必须耐受高能量密度的激光激发。基于

此，我们开展了如下研究：（1）设计制备了高导热的 YAG:Ce-Al2O3黄色荧光复合陶瓷，其在 50W/mm2的激

光功率密度激发下，仍表现出优异的可靠性；（2）利用双助熔剂策略，首次成功制备了致密的 CaAlSiN3:Eu

红色荧光陶瓷，并有望应用于高品质的激光照明与显示；（3）通过荧光薄膜复合结构的设计，成功将 YAG:Ce

和 LSN:Ce 荧光玻璃薄膜用于激光照明，实现亮度高达 2142lm/mm2的激光白光。

关键字：激光照明与显示；高亮度；荧光陶瓷；荧光薄膜；发光饱和阈值

图 1. 高亮度激光照明与显示用荧光转换材料。

参考文献

1. S. Li, D. Tang, Z. Tian, X. Liu*, T. Takeda, N. Hirosaki, F. Xu, Z. Huang, R.-J. Xie*. J. Mater. Chem. C, 2017, 5,

1042-1051. Hot paper

2. S. Li, Q. Zhu, D. Tang, X. Liu*, G. Ouyang, L. Cao, N. Hirosaki, T. Nishimura, Z. Huang, R.-J. Xie*. J. Mater.

Chem. C, 2016, 4, 8648-8654. Cover paper

3. S. Li, Q. Zhu, L. Wang, D. Tang, Y. Cho, X. Liu*, N. Hirosaki, T. Nishimura, T. Sekiguchi, Z. Huang, R.-J. Xie*. J.

Mater. Chem. C, 2016, 4, 8197-8205. Hot paper

4. Z.Zheng, S. Li, L. Wang*, T.-L. Zhou, S. You, T. Takashi, N. Hirosaki, R.-J. Xie*. ACSAppl.Mater.Interfaces,

2018, 10, 14930-1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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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柔性材料与传感器
论坛主席：刘向阳（厦门大学）

邓 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论坛 8 月 18 日下午

会场：厦门杏林湾大酒店 207 会议室

主持人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刘向阳

C-01
(Invited)

13:30-13:55
游雨蒙 教授

东南大学
多极轴分子铁电、压电材料及其薄膜

C-02
(Invited)

13:55-14:20
邓 元 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热电薄膜器件及其应用

C-03
(Invited)

14:20-14:45
宋 礼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D-Based Hybrids for Flexible Energy
Applications

C-04
(Invited)

14:45-15:10
蒋立勇 教授

南京理工大学

光子晶体与超材料人工微纳光子功能

材料

C-05
(Invited)

15:10-15:35
陈志平 副教授

台湾明志科技大学

高性能可拉伸式有机及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

15 分钟茶歇

邓元

C-06
(Invited)

15:50-16:15
刘向阳 教授

厦门大学

Soft Functionalization of Silk Fibroin
Materials and Bio-Flexible Devices

C-07
(Invited)

16:15-16:40
黄庆安 教授

东南大学

面向中国制造 2025 的 MEMS/NEMS
发展战略研究

C-08
(Invited)

16:40-17:05
余 玲 教授

西南大学

基于热敏石蜡薄膜材料微流控芯片及

柔性器件的加工新方法及应用

C-09
(Invited)

17:05-17:30
孟凡利 教授

东北大学

纳米结构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研

究

C-10
(Invited)

17:30-17:55
刘艳平 教授

中南大学

基于二维材料自旋电子和谷电子器件

的研究

C-11 17:55-18:15
周张凯 副教授

中山大学
等离激元图像与柔性传感器件

C-12 18:15-18:35
金 涵 副教授

宁波大学

高性能气敏传感器的构建及其在环境

监测与人体健康中的应用

C-01 (Invited)

游雨蒙，东南大学教授。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并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获得

博士学位。2014 年结束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研究，正式加入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工作至今。回国以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论文 20 余篇，包括 Science 2

篇，J. Am. Chem. Soc. 5 篇，Adv. Mater. 2 篇，Phys. Rev. Lett. 1 篇，Nat. Commun.

2 篇，Nat. Phys. 1 篇等。2017 年被评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多极轴分子铁电、压电材料及其薄膜

铁电材料是一大类先进功能材料，集光、电、磁、热、力等特性于一体，在国防、能源、电子、信

息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分子基铁电材料具有易加工、耗能低、毒性少、性能优良、易改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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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好以及易成膜等优点。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近些年来发现的许多新型分子铁电体无论在饱和极

化值或者相变温度等关键性参数上都接近或超过了传统的无机陶瓷铁电材料，确立了分子铁电体作为无

机铁电体的有益补充这一关键地位。由于单极轴特性严重的制约了分子铁电体在薄膜和压电应用中的发

展和潜力，因此，中我们针对铁电极轴这一重要的功能基元入手，以铁电材料的存储、逻辑、机电耦合

等功能为导向，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一方面，我们以可控合成多极轴分子铁电体为切入点，获得了多种新型多极轴分子铁电体，并制备

了其分子铁电薄膜。另一方面，借助多极轴特性的调控，获得了多种具有超高压电特性的分子铁电体，

以及无金属钙钛矿型分子铁电体。除了化学合成，我们也通过微区表征手段对多极轴分子铁电体的电畴

反转、畴壁移动等动力学过程进行了机理研究。最终，通过薄膜器件的制备初步验证了多极轴分子铁电

体的多晶态应用潜力。

C-02 (Invited)

邓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院副院长，“先进航空材料”北京市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主任。中国能源学会理事，中国材料研究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中

国材料研究学会热电材料与应用分会常务理事，《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编委，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江苏省双

创人才计划，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前沿新材料编制专家组成员。主

要从事功能薄膜及其器件应用研究。主持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技

部 863 课题、国防科工局民用航天预先研究项目等多项国家级课题。发表 SCI 论文 140 余篇，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 18 项。研制的无源无线温度传感器产品获应用。

热电薄膜器件及其应用

柔性热电薄膜器件在快速制冷与微能源收集及传感上具有重要的应用，如何实现热能的高效传输、

转换与存储放是重点，而实现高性能热电薄膜与电极的一体化集成制备是关键。论文从热电薄膜器件的

结构设计、定向热电薄膜制备、强化传热电极加工、半导体界面控制、材料可靠性及具体应用开展了系

列的研究。通过热仿真优化了器件与系统的结构设计，采用磁控溅射技术实现了柔性与硬性衬底上 p/n

型碲化铋系定向生长热电薄膜及多功能电极的一体化生长，利用界面工程实现了金/半势垒的调控。研究

了材料及界面与环境的作用规律。获得了一系列高性能的热电器件，并开展了基于热电器件的相关应用

研究，研发出无源无线温度传感器和太阳能光伏-光热一体化复合发电装置，并初步实现了对人体心脏的

多功能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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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Invited)

宋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 年毕业

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2006 至 20011 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和美

国莱斯大学做洪堡学者和博士后研究，2011 至 2012 年在日本信州大学碳材料研究

中心任副教授。2011 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2012 入选中组部第二批“青年千

人”计划。长期致力于低维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的同步辐射研究，近五年以通讯作

者在 Materials Today、Advanced Materials（3 篇）、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2

篇）、ACS Nano（3 篇）等期刊上发表 55 篇 SCI 论文。迄今为止，共计发表 SCI 论文

200 余篇，论文总被引用超过 10000 余次，H 因子 47。

2D-Based Hybrids for Flexible Energy Applications

The two dimensional layered materials (2D) have been involved in many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e. flexible

electronics. It is interesting topic to rationally hybridize 2D flexible layers with various dimensional

nanostructures for many specific applications.In this talk, I will present our recently studies on the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hybridized 2D-based nanostructures with nove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Combining with

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the local electronic and micro structures of 2D hybrids can be clearly investigated by

synchrotron radiation-based characterization techniques to provide insight on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structure-property relationship.

C-04 (Invited)

蒋立勇，男，2004 年南京理工大学应用物理专业本科毕业，2009 年南京理工大

学光学工程专业博士毕业，2013-2016 年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博士后研究员，

现为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通讯评

审专家，江苏省微纳光子学专委会委员，美国光学学会会员，中国物理学会会员；

多年来从事人工微纳光子功能材料和结构的应用基础研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等高层次科研项目多项，在 ACS Nano，ACS Photonics，Applied

Physics Letters，Optics Express，Optics Letters 等本领域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

SCI 论文 60 余篇，论文被引用 400 余次，获中国发明专利授权 6 项；先后荣获“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

南京市第十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优秀奖”、“南京理工大学科技工作先进个人”等奖励；入选南京

理工大学“紫金之星”和“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担任物理学报、Optics Express 等多个国际学术期刊特

邀审稿人，多次在国际会议上作口头邀请报告。

光子晶体和超材料人工微纳光子功能材料和结构

蒋立勇南京理工大学

近些年来，以光子晶体、超材料、二维材料等为代表的人工微纳光子功能材料和结构给人们研究介

观尺度下的电磁波场调控提供了理想的平台，各种新奇的物理现象先后被发现，如负折射，慢光，异常

透射，零折射等。在此基础上，基于人工微纳光子功能材料和结构的多学科、多领域交叉应用也纷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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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如电磁隐身器件、量子集成光波导、单分子生物传感器、平面超级透镜、随机激光器等。

报告人多年来围绕人工微纳光子功能材料和结构中的电磁波场调控与应用开展了基础研究工作，取

得了一些特色的创新研究成果：（1）报道了蜂窝类二维光子晶体的双负折射现象；（2）报道了二维环形

光子晶体的偏振无依赖慢光、负折射、自准直、超灵敏度传感现象；（3）提出并验证了一种全新的二维

光子晶体波导耦合器和分束器模型；（4）设计并制备了高阶大带隙二维光子晶体；（5）提出了金属表面

等离激元纳米结构的“暗场散射谱精确模拟方法”；（6）提出了金属表面等离激元纳米结构的“荧光峰位

移动”和“分子荧光退偏”现象的量子微观机理；（7）提出了金属表面等离激元纳米结构的平面“相干

调控机理”；（8）发展了金属表面等离激元与超材料光学传感器；（9）发展了多功能可调谐石墨烯超材料

波场调控器件。

本报告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部分：（1）研究背景；（2）光子晶体的能带效应与应用；（3）金属表面等

离激元纳米结构与超材料中的新颖光学现象与应用；（4）结论；（5）致谢。

C-05 (Invited)

Prof. Chen joined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Aug.

2012. He started his independent research career at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TRI) as a researcher. He focuses primarily on novel organic materials and

organic/perovskite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and devices. His research led to 73

publications with 3250 citations (with an H-index of 32), including three ESI highly cited

papers in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and

Nano Letters. He has 6 granted patents and 2 pending patent applications. He received

Outstanding Young Polym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The Polymer Society (Taipei)) in 2016. Currently

running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 (Taiwan, ROC) outstanding young scholar program and works

on the stretchable optoelectronic devices.

Selected articles

(1) J.-H. Lu*, Y.-H. Lin, B.-H. Jiang, C.-H. Yeh, J.-C. Kao, Chih-Ping Chen,*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18),

28, 1703398. (Selected as front cover)

(2) B.-H. Jiang, Y.-J. Peng, Chih-Ping Chen*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2017) 5, 10424.

(3) Y.-Y. Yu,* C.-H. Chen, C.-C. Chueh, C.-Y. Chiang, J.-H. Hsieh,Chih-Ping Chen, * and W.-C. Chen*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17) 9, 27853.

(4) Chih-Ping Chen,* C.-Y. Huang, and S.-C. Chuang*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15), 25, 207.

(5) H.-L. Hsu, C.-C. Chang, Chih-Ping Chen,* B.-H. Jiang, R.-J. Jeng and C.-H. Cheng*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2015), 3, 9271.

高性能可拉伸式有机及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Organic photovoltaics (OPVs) and perovskite solar cells (PSCs) have great potential for use in harvesting

renewable energy, because of the wet-coating process, capable with roll-to-roll production and especially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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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ies (PCEs) which is equal to or even better than today’s best thin-film solar cells. We

reported that the film morphologies, crystallinities, optical properti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SC or OPV active

layers can be controlled by materials and fabrication engineering. Improvements in processing—applying

additives and embedding the interlayers and microcavity structure—have led to increase in the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ies (PCEs) of the devices. The highest PCE of PSC and OPV were achieved in our group were >20%

and >10%, respectively. Finally, we introduce our progress in stretchable optoelectronic devices. The

representative stretchable PTB7-Th:PC71BM OPV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wrinkled scaffold to reinforce the

stretchability of the active layer) can exhibit a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PCE) of 6% along with high

deformability, for which 75% of its original PCE is retained after 50-cycle stretching under a 20% strain.

C-06 (Invited)

刘向阳教授现为中组部“千人计划”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博士生导

师。厦门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生物仿生及软物质研究院院长.

刘向阳教授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并于山东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

获得固体物理硕士学位。1989 年, 刘向阳教授受国际著名晶生长专家 P. Bennema 教

授的邀请,由壳牌石油公司特别奖学金资助,到荷兰莱梅享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于

1993 年,获得博士学位,并被授于特优(cum laude)称号。在从事两年多博士后研究之后,

刘向阳教授于 1996 年，被 Unilever, Port Sunlight 实验室聘为永久研究员．刘向阳

教授于 1999 年年底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为物理系的终生正教授.目前是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

 笫五届亚洲晶体生长与晶体技术协会主席

 国际晶体生长协会理事

 国家 111 柔性物质研究及应用创新引智基地 负责人

 福建省柔性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 主任

刘向阳教授，在软物质、仿生材料、纳米科技、晶体生长、表面以及胶体科学等方面有超过 30 年在学术

界及工业界工作经验。由于在晶体生长，生物物理及软功能材料方面杰出成就，多次应邀去世界各地做

尖端学术报告并在不同国际性学会的任职。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为计, 刘向阳教授已在如 Nature，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 Adv. Mat., Phys. Rev. Lett.，等国际著名顶级科技杂志，发表了 300

多篇论文与不同专著重要章节,由著作出版社,如 Springer, Wiley-VCH,等特邀编著的的 5 部专著。其工作也

常被 Nature 等著名杂志大量引用，以及世界媒体 和著名网站如 Nature Science Update, Nature Phys.

Portal, Nature Material Update 广泛报导。刘向阳教授在有关国际学术大会及相关研讨会上做了大会及

特邀报告近 120 余次，主办国际学术会议近 30 次，任(第五届)亚洲晶体生长及技术协会主席,国际晶体生

长协会理事，并任 Biophys. Rev. Lett. 主编，Small, Adv Func Mat., J. Crystal Growth 特邀客座主编, 物

理学报及 Chinses Physics B 编辑. 现为新加坡中国科技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教育部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

学金评审专家，中国公费留学人员及学生联合会特邀学术顾问。除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还在工业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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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大学中出任有关顾问，并获多项大奖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授予的 2007 年唯一的年度杰出研究者奖。

Soft Functionalization of Silk Fibroin Materials and Bio-Flexible Devices

Xiang Yang Liu

Department of Physics, FO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College of Phys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men University

Emails: phyliuxy@nus.edu.sg; liuxy@xmu.edu.cn

As an excellent flexible biomaterial, Bombyx mori silk fibroin materials offer exquisite mechanical, optical,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which are advantageous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next-generation biocompatible

electronic devices. In this concern, to re-engineer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soft materials and to

functionalize the materials are the two common approaches to achieve the functions. This requires the synergy of

structures among different levels, which includ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soft/SF

materials at the mesoscale and or Mesoscopic Material Assembly (MMA), which is to add and bind some

specific nanomaterials or molecule to the networks so as to acquire some additional functions without

jeopardizing the original performance.In this talk, I will cover th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mesoscopic

structural re-engineering and functionalization of SF materials, which allows in the design and integration of

high-performance bio-integrated devices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in consumer, biomedical diagnosis, and

human–machine interfaces.

C-07 (Invited)

黄庆安，1991 年于东南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7-1998 于香港科技

大学做访问学者。2003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4 年被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2015 年被选为 IEEE Fellow。在微纳机电系统（MEMS/NEMS）领域 30 年研究，以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被 SCI 收录 100 余篇；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120 余项；

主编英文丛书 1 部；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

现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制造基础技术与关键部件”重点专项指南编制组成员；曾

任“十二五”国家 863 计划微纳制造技术主题专家组专家（召集人）、“十五”国家 863 计划 MEMS 重大专

项总体组专家；英国 Journal of Micromechanics and Microengineering（IOP）编委、中国《传感技术学

报》主编；IEEE Sensors、Transducers、APCOT 等国际会议 TPC 委员。

面向《中国制造 2025》的 MEMS/NEMS 发展战略研究

黄庆安

（东南大学 MEMS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

本报告将重点介绍国际 MEMS/NEMS 产业发展和趋势，MEMS/NEMS 需求发展（汽车、智能手机、医疗

与健康监护、物联网、机器人与无人机、军事），我国 MEMS//NEMS 研发与产业发展。MEMS/NEMS 发展对制

造业的冲击（德国工业 4.0、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战略计划），《中国制造 2025》对 MEMS/NEMS 的需求，

以及“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 MEMS/NEMS 相关考虑，其中在 MEMS//NEMS 制造技术发展中提出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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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光电功能材料、聚合物材料及压电材料的需求。

C-08 (Invited)

余玲，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 以芯片实验室、

生物传感器为依托,在纳米技术与生物医学的交叉领域中开展研究工作。发表 SCI 论

文 40 余篇, 授权专利 8 项。承担科技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共 6 项。

基于热敏石蜡薄膜材料微流控芯片及

柔性器件的加工新方法及应用

随着微加工技术和功能材料的高速发展，新颖的微流控芯片和可穿戴电子产品

在床旁检测、运动康复等多个领域获得了广泛关注。其中，基于柔性基底的传感器件为检测赋予了更大

的灵活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与传统的光刻模具法相比，基于薄膜图案切割与压

印技术制造微流控芯片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而寻找性能良好，不漏液、不污染试剂的压印胶黏剂，是

此方法中的关键环节。围绕柔性基底芯片的快速成型设计这一问题，我们建立了基于热敏石蜡薄膜材料

的切割及热塑封新方法，构建了不同类型的基于柔性基底的蛋白免疫分析微流控芯片，实现对葡萄糖，

人免疫球蛋白 A 的快速检测。该低成本、快速成型的加工方法扩展到柔性可穿戴器件加工上，构件了基

于柔性薄膜和织物的压力传感器，实现对脉搏、呼吸等生理信号的监测。

C-09(Invited)

孟凡利，男，1980 年 1 月出生于辽宁铁岭。全国气湿敏传感技术专业委员会委

员，《Journal of Sensors》、《自动化学报》和《传感器技术与应用》杂志编委，国

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库专家。研究方向为纳米结构气体传感器、痕量检测技术与检

测装置。2002 年本科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2005 年在中科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获

得硕士学位，2009 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13 年至 2014 年在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05 年 6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智能机械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17 年 4 月以

引进人才方式进入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工作。已在 Sens. Actuators B 等杂志发表 SCI 收录论文

90 余篇，共被他人引用 2200 余次，H 因子为 29，ESI 高被引论文 3 篇，影响因子最高为 8.442，单篇最

高他引次数为 280 余次。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7 项。曾参与和主持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作为负责人

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作为主要成员曾参与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2 项、国家 863 项

目 2 项和国家重点基金项目 1 项。曾获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技青年奖、安徽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安徽省

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英国物理学会杰出审稿人奖和《功能材料》杂志优秀论文奖等奖励。

纳米结构氧化物半导体气体传感器研究

气体传感器与人类安全和健康密切相关，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各种行业，如有毒、有害、易燃、易爆

气体的探测以及大气污染、工业废气的监控等都需要气体传感器的帮助。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由于

有着响应时间快、价格低廉、适合于现场检测等优点，被广泛的用于气体的检测和监测。随着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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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益增加，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这也对半导体传感器的灵敏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

现有半导体气敏传感器的性能离人们的要求却还有差距。纳米结构材料在吸附、催化等方面具有优异的

特性，能够增强半导体传感器的敏感性能，本报告将从半导体敏感材料的结构改性和气敏增强机理方面

介绍报告人提高传感器敏感性能的研究进展。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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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微纳光学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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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余篇，

引用 1100 余次。周张凯博士获得了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和广州市珠江科

技新星等项目的支持，同时还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中

英合作交流项目等，并以子课题合作单位负责人身份参与一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等离激元图像与柔性传感器件

周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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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能力，实现利用纳米结构的图像显示。本报

告首先会介绍等离激元结构对于光吸收和散射的调控能力，以及利用我们首创的氧化铝模板优化溅射的

方法，实现的等离激元材料大面积、可变色的光图像显示[1-3]。其次，结合柔性衬底转移技术[4]，我

们将介绍具有柔性传感显示功能的等离激元图像器件，以及其在可穿戴式设备上的应用[5]。本报告所介

绍的内容，将会对大面积等离激元结构的制备，以及其器件应用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 Z. K. Zhou, D. Y. Lei, J. Liu, X. Liu, J.Xue, Q. Zhu, H. Chen, T. Liu, Y. Li, H. Zhang, X. H. Wang, Adv. Opt. Mater. 2,

56, 2014.

[2] Z. K. Zhou, J. Xue, Z. Zheng, J. Li, Y. Ke, Y. Yu, J. B. Han, W. Xie, S. Deng, H. Chen, X. H. Wang, Nanoscale 7,

15392, 2015.

[3] J. Xue, Z. K. Zhou, Z. Wei, R. Su, J. Lai, J. Li, C. Li, T. Zhang, X. H. Wang, Nat. Common. 6, 8906, 2015.

[4] J. Li, Z.Wei, J. Xu, Z. K. Zhou, D. Kong, J. Liu, J. Liu, X. Duan, J.Xue, J. Wag, X. H. Wang, Adv. Opt. Mater. 3,

1355, 2015.

[5] Z. Wei, Z. K. Zhou, Q. Li, J. Xue, A. Di Falco, Z. Yang, J. Zhou. X. H. Wang, Small13, 170010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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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金涵，男，1983 年 10 月生，2009 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国家留学基金委高

水平大学公派留学生奖学金赴日本九州大学产学连携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国际

著名气敏传感器专家三浦泽雄教授（Prof. Norio Miura）。2012 年于物质理工学专业

商用气体传感器研究方向获工学博士学位。之后于以色列理工学院 Hossam Haick 教

授课题组开展博士后研究，主攻人体健康监测传感器研发方向。现为宁波大学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客聘副研究员，宁波市 3315A 类创新团

队核心成员，纳米肿瘤学会青年委员。Advances in Materials、Modern Electronic Technology 期刊编委。

现主要从事高性能气敏传感器的构建及其在人体呼吸诊断中的应用研究。包括人体呼吸成分的变化与特

定肿瘤疾病的关联探索、人体呼吸成分中肿瘤标记物的高效识别以及面向早期诊断肿瘤疾病的可穿戴传

感器研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因研发出第三代全固态气敏传感器结构于日本九州化学会第 47 次会议获

外国人化学贡献奖（Chemistry Award of Foreign Researcher）。回国工作期间已先后获得相关研究方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项目资助。目前已以第一作者或主要通讯作者身份在 Nano Letters、ACS

Sensors、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 以及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大类

一区论文十五余篇。

高性能气敏传感器的构建及其在环境监测与人体健康中的应用

气敏传感器已被广泛应用于环境监测、军事安全和医疗健康等领域，如何进一步提高器件工作性能

是当前日益关注的研究热点。其中检测限、灵敏度和气体识别性能是评价气敏传感器的三个重要指标，

尤其在定量检测和定性识别低浓度、多组分气体混合物时，上述三个工作指标的优劣将直接影响传感器

的最终工作性能。同时传感器的智能化将为构建下一代传感互联网系统提供技术保障。本报告将从器件

结构设计与传感技术创新角度出发，概述宁波大学环境监测与传感技术实验室在相关领域的代表性工作

成果，重点阐述该课题组在有效改善传感器件关键工作性能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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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聚合物材料及应用

论坛主席：戴李宗（厦门大学）

田明（北京化工大学）

论坛 8 月 18 日下午

会场：厦门杏林湾大酒店 203 会议室

主持人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刘明华

D-01
(Invited)

13:30-14:00
戴李宗 教授

厦门大学

B-N 配位驱动下的协同聚合及其表界

面基础问题研究

D-02
(Invited)

14:00-14:30
方庆红 教授

沈阳化工大学

形状记忆杜仲胶热塑性硫化胶的制备

及性能

D-03
(Invited)

14:30-15:00
尤飞 副教授

南京工业大学

山火条件下高压输电线路及其杆塔抗

火特性分析

15 分钟茶歇

戴李宗

D-04
(Invited)

15:15-15:45
刘明华 教授

福州大学

木质素的降解及其降解产物的高质化

利用

D-05
(Invited)

15:45-16:15
钱庆荣 研究员

福建师范大学

可膨胀石墨接枝 DOPO 及其对超高分

子量聚乙烯(UHMWPE)阻燃特性

D-06
(Invited)

16:15-16:45
刘跃军 教授

厦门理工大学
待定

D-07 16:45-17:05
李全明 副教授

吉林大学
防护用活性碳纤维的制备研究

D-01 (Invited)

戴李宗，博士，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名师，宝钢优秀教师奖

获得者、福建省杰出科技人才、福建省特支“双百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厦门

市科技重大贡献奖获得者；福建省防火阻燃材料重点实验室主任，福建省固体表面

涂层材料技术开发基地主任，福建省阻燃与防火材料产业技术重大研发平台首席科

学家，国家消防标准技术委员会（防火涂料）委员。近年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海峡基金）和面上项目、973 研究专项、省市等科研项目 30 余项，在 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Chem. Sci.等国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 150 余篇；授权国家发

明专利 180 多件，美国发明专利 2 件，专利转化率超过 30%；获得国家专利奖优秀奖（3 项）、福建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3 项）、获福建省高校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主要研究领域涉及有机/无机杂化材

料，自组装纳米功能材料，高分子控制合成，聚合物膜修饰电极、电化学传感器，大分子链构象模拟与

“环境友好”材料，功能涂层材料和阻燃防火材料的研发与产业化。

B-N 配位驱动下的协同聚合及其表界面基础问题研究

纳米尺度控制材料的组成、结构、形貌，进而实现材料性能增强、多元及智能化是一项具有挑战性

的工作。自组装作为材料设计的重要途径，其突出特征在于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将组成、性能及结构

各异的基元可控整合，各基元不仅可保留独立的物理及化学性质，更能够相互协同而实现性能增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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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技术的发展一直遵循着组装基元设计和组装驱动力开发两条重要路线。依靠基元结构、尺度、组成

和功能设计，构建全新而复杂的高级聚集体，不仅能够表现出单个基元本征特性，而且可以协同作用实

现更加复杂的性能。

戴李宗教授带领的课题组近年来聚焦硼酸酯聚合物设计合成、高分子有序化新驱动力开发，在智能

自组装体、有机/无机杂化纳米材料、掺杂型碳材料精确构筑方面取得了特色研究进展。从 B-N 配位、邻

苯二酚-过渡金属离子配位等超分子驱动力的基础科学问题入手，揭示了分子间 B-N 配位在小分子及聚

合物有序化的关键作用，系统探讨了含苯硼酸基团单体与含邻苯二酚基团单体之间的协同聚合机理；研

究了邻苯二酚-过渡金属离子配位驱动高分子链有序化的动态响应特征，并首次发现了硼酸酯聚合物与过

渡金属离子作用过程中所伴随的柯肯达尔效应；发展了利用硼酸酯聚合物有序化构筑复杂结构敏感性自

组装体的新方法。尤其实现了邻苯二酚-过渡金属离子配位与 B-N 配位的相互协同，首次开发了一种适用

范围广泛的无机纳米材料表面可控、可预测包覆新方法，实现了无机半导体内核与硼酸酯壳层协同增效。

该方法可精确调控无机半导体内核的禁带宽度以及硼酸酯聚合物的 HOMO/LUMO 能级，核壳结构杂化材料

内部载流子浓度和稳定性显著提升，材料器件化后的传导性能优越，空穴传输性能提升 9 个数量级，为

高性能光电材料控制合成提供了新思路。硼酸酯聚合物、金属配位聚合物独特的多元素特征，还可为掺

杂型碳材料可控合成提供新的前驱体来源，所制备的系列掺杂型碳材料在催化、超级电容器等应用领域

具有一定性能优势。

D-02 (Invited)

方庆红，博士，教授。1984 年北京化工学院获学士学位，2001 年获哈尔滨工

业大学硕士学位，2006 年获东北大学获博士学位，2009 年日本东北大学 WPI 高等研

究机构访问教授；

现任辽宁省橡胶弹性体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功能材料协会理事；中科院合成橡胶重点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杜仲综合利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功能材料》、《橡胶工业》、《合成橡胶工业》、《特种橡胶制品》、《世界橡胶工业》、

《弹性体》杂志编委，沈阳化工大学学科带头人。

在各级各类刊物发表论文 200 余篇，多篇被 SCI、EI 收录； 2005 年以来承担与完成国家、省市科研

课题与企业项目 20 项，其中，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 项，完成

了 4 项省、市级科研、教学成果鉴定，在国际上首次将杜仲橡胶应用于高速航空轮胎；3 项成果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并分别于 2005 年、2009 年和 2010 年获得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石油与化工协会科技

进步三等奖与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和辽宁省教学成果三等奖；申报发明专利 21 项，获授权专利 16 项；

2008 年入选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4 年获得“沈阳市劳动模范”；2010 年被评为第九届

“沈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2012 年被评为第八届“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

形状记忆杜仲胶热塑性硫化胶的制备及性能

采用动态硫化工艺，以天然杜仲胶(EUG)和聚烯烃弹性体(POE)为基体，制备了软质 EUG/POE 热塑性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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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胶(TPV)。利用材料万能试验机、差示扫描量热分析(DSC)、动态力学性能分析(DMA)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等表征方法研究了不同工艺、不同交联剂用量、不同共混比及不同硫化体系对 TPV 结晶行为、微观结构、

力学性能、动态力学性能和形状记忆性能的影响。对 SEM 照片中分散相 EUG 颗粒的形成和尺寸的变化进

行了解释并提出了 TPV 中两相接触面之间存在分子链缠绕的假设。由于分子链的相互缠绕，使得 EUG/POE

TPV 具有良好的形状记忆性能，并阐述了 EUG/POE TPV 的形状记忆机理。采用将 EUG 和配合剂及硫化剂先

在 60℃的开炼机上混匀制成母胶，然后再与 POE 在哈克密炼机中进行动态硫化的工艺。结果表明，当硫

磺为 2phr，EUG/POE 共混比为 40/60 时 TPV 的综合性能最好，拉伸强度为 8.8MPa，300%定伸应力为 4.4MPa，

拉伸永久变形为 56%，在适当的热刺激响应温度下，可获得良好的形状回复率(95.7%)和优异的形状固定率

(98.8%)。

D-03 (Invited)

尤飞，博士，硕-博导师，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

系访问学者，南京工业大学矿业工程流动站出站博士后，南京工业大学火灾与消防

工程研究所副所长。2008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安

全技术及工程博士学位。科研主攻大项为“新旧能源（高压输电、风力/电子废弃物

/煤炭发电）特殊火灾演变机理及关键防控技术”。近年来已在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Energy and Fuels、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等中科院 1 区和 2

区 top 期刊上发表论文 90 余篇（SCI、EI 等收录近 50 篇）；主编和参编教材及著作 8 本；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基金和青年基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以及企业横向合作等近 40 项；申请和授权发明等

专利 8 项；担任 20 余种国内外期刊审稿人。

山火条件下高压输电线路及其杆塔抗火特性分析

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主要针对交直流高压输电线路所用钢芯铝绞线等典型传统材质和碳纤维增强

复合芯材料、杆塔所用铁质等传统材质和玻璃/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在山火条件下的热响应行为、对火反

应行为和抗火特性进行探讨。

D-04 (Invited)

刘明华，福州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福州大学测试中心

主任，福建省生物质资源化技术开发基地和福建省植物资源高值化利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目前入选福建省第三批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福建省第六批“百千万

人才工程”和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主要从事精细化学品、环境友

好材料、生物质能源和可再生资源高值化利用方面的研究。目前已申请国家发明专

利 81 件，其中已授权 62 件，已转化 16 件；出版编著 22 部，并在国内外核心期刊

上发表论文 130 多篇，其中被 SCI、EI 收录 100 多篇；曾获福建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福建省专利奖二

等奖、福建省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技术市场金桥奖先进个人、宝钢优秀教师奖、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

奖、国家发明创业奖、福建省十大杰出青年、福建青年科技奖等 31 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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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素的降解及其降解产物的高质化利用

木质素的降解及其降解产物的高质化利用：木质素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是一种富含芳香环的天然

高聚物，经过降解可有效转化为生物质油及其它化学品。针对木质素降解过程中存在的效率不高、产物

不纯等问题，综述了热裂解、加氢还原、酸碱催化、氧化降解、生物降解、物理降解等方法降解木质素

的优缺点及研究进展，并结合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介绍了木质素降解产物在能源、环境、农林业、陶瓷

生产等方面的应用。

D-05 (Invited)

钱庆荣，教授/博导，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日本千叶大学先进材料专业博士，

东京大学博士后。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主持工作副院长，福建师

大学术委员会委员，“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学科学术带头人，福建省污染控制与资

源循环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先后主持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课题、福

建省高校产学研重点课题等横纵向项目 10 多项，发表 SCI 论文 60 多篇，授权发明

专利 12 件，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2 项。

可膨胀石墨接枝 DOPO 及其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阻燃特性

1、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特性及应用

2、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加工工艺研究进展

3、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功能材料研究进展

4、可膨胀石墨接枝 DOPO 及其对超高聚乙烯阻燃特性及机制

D-07

李全明（1973.1-），男，工学博士，吉林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功能

材料研究室主任。韩国首尔大学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博士后

研究，主要从事功能高分子材料、防护用材料、静电过滤材料等问题的研究。主持

和参加了国家 863 项目、省部级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近 20 项。发表各类论文 30 余

篇。主编和副主编各类教材多部。目前担任功能材料审稿专家、半导体学报、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ymeric Materials 等审稿专家；吉林省纤维检验处特聘

专家，3504 技术研究院特聘专家、吉林省华纺静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副总、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专

家。

防护用活性碳纤维的制备研究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未来的战争中都不排除接触化学有毒气体的可能，因此研究开发更好的

防护用材料对我国的国防和现实生活将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多年的科学研究开发出了防护用活性碳纤

维，实验制得的防护活性碳纤维是利用化学活化法和气体活化法相结合的方法得到的，通过对活性碳纤

维的吸附等温线、孔径分布等的分析，获得活性碳纤维的结构参数，对每一种活性碳纤维按照相关的标

准进行了防护时间测试，并分析了各结构参数与防护性能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活性碳纤维对化学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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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防护时间，并不是随着比表面积、孔径的增加而线性增加的，而是在某一点达到最大值，而后又

随着比表面积、孔径的增加发生波动性的变化。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得出当比表面积为 1758m2/g、厚度为

3mm 的活性碳纤维对化学毒气的防护效果最好，制备的最佳工艺条件为：活化温度为 850℃、一次活化的

活化剂的比重为 1.5，活化时间 10min、二次活化的活化剂比重为 1.4，活化时间 4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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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光催化及能源材料
论坛主席：赵文俞（武汉理工大学）

杜正恭（台湾清华大学）

论坛 8 月 18 日下午

会场：厦门杏林湾大酒店 205 会议室

主持人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题目

赵文俞

E-01
(Invited)

13:30-13:55
杜正恭 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

Exploration of novel anode and
cathode materials for advanced Lithium
ion battery

E-02
(Invited)

13:55-14:20
刘兴军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厦门大学

自组装铝基制氢能源材料的机理研究

与应用

E-03
(Invited)

14:20-14:45
钟震桂 教授

台湾成功大学

Laser processing and molding of
flexible polymer for novel triboelectric
(nano)generator application

E-04
(Invited)

14:45-15:10
麦立强 教授

武汉理工大学
纳米线储能材料与器件新进展

15 分钟茶歇

杜正恭

E-05
(Invited)

15:25-15:50
赵文俞 教授

武汉理工大学

面向变革性技术的热电磁多功能新材

料

E-06
(Invited)

15:50-16:15
朱铁军 教授

浙江大学
高效半赫斯勒热电材料

E-07
(Invited)

16:15-16:40
蔡克峰教授

同济大学
有机热电材料的最新研究进展

E-08 16:40-17:00
周民杰 副研究员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

光聚变研究中心
碳气凝胶复合材料储能应用研究

钟盛文

E-09
(Invited)

17:00-17:25
黄海涛 副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铁电催化

E-10
(Invited)

17:25-17:50
Kan Zhang , Professor
Yonsei University (Korea)

Precise Surface/Interface Engineering
of Material and Device for Solar
Energy-driven
Photo-/Photoelectro-catalytic
Conversion

E-11 17:50-18:10
吴小平 研究员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铁研

究院有限公司

二氧化钛功能材料在光催化及能源方

面的应用

E-12 18:10-18:30
祁正兵 副教授

厦门理工大学

过渡金属氮化物薄膜电极的制备及其

在电化学能源存储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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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 (Invited)

杜正恭教授目前为新竹清华大学材料系讲座教授。大学毕业于清华核工系，继续

在新竹清华核工所与美国普度大学核工所研读，后转读普度大学材料系，1983 年初

获博士学位后旋即返台，任教于清华大学材料系，历经副教授、教授、特聘教授，2012

年荣升讲座教授，曾获得清华杰出教学奖二次与国家科学委员会杰出研究奖三次及科

技部 2017 杰出特约研究员，2011-2013 年接任国科会材料学门首席科学家，

2014-2015 年为台湾镀膜科技协会理事长。

在学术研究方面，系以材料的表面改质技术开发多功能镀膜、微电子构装金属化与无铅焊点可靠度

及锂离子电池材料之改良。此外，亦从事各类材料之电子显微镜分析与鉴定与新颖生医材料之开发。总

计发表 420 篇 SCI 国际期刊论文，逾 381 次国际会议报告与演讲，及 25 件台湾、美国与中国大陆专利。

1994 年曾为沈君山校长之特别助理，1994 年秋接任清华大学训导长、学务长，承办首次之两岸清华

师生交流访问，首开风气之光。近年来，多次带团参与两岸多种之学术交流研讨会，并至多所大陆著名

大学演讲，十多年来，一直有大陆交换生在实验室，包括本科生、研究生与博士后研究员，对两岸之交

流与了解奉献棉薄之力。

Exploration of novel cathode and anode material for advanced Li-ion batteries

Cheng-Yu Wu, Hao Yang and Jenq-Gong Duh

Department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E-mail address: jgd@mx.nthu.edu.tw

In facing the energy issue, the demand for distributed gene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has been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lithium ion batteries are applied to grid storage with long-term stability and

high-energy density advantages to replace the conventional lead battery. Therefore, developments of lithium ion

batteries have become an essential subject that is extensively used for 3C electronic devices, electric vehicles

(EVs) and hybrid-electric vehicles (HEVs).

LiNi0.5Mn1.5O4 can exhibit a promising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among currently working cathode

materials, in which both Jahn-Teller distortion and dissolution of Mn are greatly alleviated. In addition, it could

deliver the highest capacity above 4.5 V in pursuing a high voltage and high safety. LiNi0.5Mn1.5O4 with spinel

structure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potential candidates of high voltage materials. The LiNi0.5Mn1.5O4 system has

been successfully fabricated by modified co-precipitation method. In addition, to enhance the rate capability, the

polymer-assisted method was incorporated to control the particle size of pristine LiNi0.5Mn1.5O4, leading to a

higher theoretical capacity, easier synthesis process, high voltage and relatively lower price than that of

commercial Li-Co-O system.

In order to substitute conventional LiFePO4, LiMnPO4 of olivine structure has been fabricated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intrinsic/extrinsic modification of LiMnPO4 cathode with Fe, Ni and C, a superior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could be demonstrated in half lithium ion battery. It is hop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iNi0.5Mn1.5O4 and modified LiMnPO4 would exhibit a great potential to meet the demand of next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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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power Li-ion battery.

The anode materials can be divided into high energy and high power applications. Sn-based anode material

is considered as the high energy density anode to replace the conventional carbon anode. Hollow Si/SiO2 is

developed by novel shell-by-shell synthesis, providing a rapid Li transportation pathway. Moreover, Si has been

perceived as another promising anode material for decades due to its superior theoretical capacity, environmental

benignity, and earth abundance. To accommodate the drastic volume expansion during lithiation, a novel

architecture design via fabricating the Marimo-like carbon nanotubes frameworks with nano-Si filling in internal

space has been developed. The Nano-Si/ nitrogen-doped graphene nanosheet is also fabricated in a continuous

manufacturing process, using the concept of built-in buffer spaces.

To pursue cost-effective and industrial feasibility, the recycled micro-Si from solar panel industries is used

as the anode material in Li-ion battery. The as-prepared Si electrodes will be treated via various techniques,

including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carbon overlayer deposition, atmospheric pressure plasma jet (APPJ) and rapid

thermal process(RTP). The optimizing process adopts the interfacial control to convert the surface bonds,

stabilizing the growth of SEI. The entire electrode collocates with spatial controls with conductive network to

improve the retention of recycled Si material. The developed techniques of surface modification are highly

scalable, simple, cost-effectiv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or high power anode materials, spinel Li4Ti5O12 is promising anode material, due to its 3-D Li diffusion

channel, negligible structure change and moderate working voltage. Several techniques, including morphology

control, doping and surface modification, can further enhance the rate capability of Li4Ti5O12. By combining

the techniques of APPJ and carbon overlayer, the rate capability of mico-Li4Ti5O12 will be improved by doping

N3- and reducing the interfacial resistance.

In summary, the anode materials mentioned above are improved by integrating the techniques of doping,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surface modification, which act to achieve ultrahigh rate and extremely stable cycling

performance for next-generation Li-ion batteries.

E-02(Invited)

刘兴军，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厦门大学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际合金相图委员会委员、中国材料研究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物理学会相图专业委员会委员、福建省金属学会副理事长、厦

门-台北科技产业联盟副理事长、海峡（厦门）新材料产业技术联盟理事长、《中国

材料进展》、《功能材料》及《中国有色金属学报》编委。1998 年于日本东北大学获

工学博士学位，1998 年-2000 年任日本通商产业省重点项目主查、首席研究员，2000

年-2004 年任日本东北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相图与相变、计算材料学、金属材料

及功能材料等，研究兴趣涉及电子封装材料、复合材料、非晶材料、高温合金、稀土材料等。已在 Science、

Phy. Rev. Lett.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10 余篇，论文被引用 3000 多次，已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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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日本金属学会技术发明奖、国际合金相图委员会最优秀论文奖等奖项。

E-03 (Invited)

钟震桂教授：1. 台湾成功大学机械系教授(2009.08.01 -now ) 兼副主任

(2017.08.01 -now )

2. 台湾成功大学机械系副教授(2005.08.01 – 2009.07.31)

3. 台湾成功大学机械系助理教授(2002.08.01 – 2005.07.31)

4. 台湾成功大学微奈米科技研究中心技术推广组组长(2003.10.01 – 2005.12.31)

5. 工业技术研究院工程师、课长、经理 (1994.10.17 – 2002.07.31)

Laser processing and molding of flexible polymer for

novel triboelectric (nano)generator application

Abstract: Laser process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for various materials including

polymer, glass, compounds and metals/alloys. The flexible 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 elastomer polymer

with the merits of biocompatibility, fast casting, insulating and flexibility in shape is widely used in the

microelectromechnical systems, biomedical, and optoelectronic categories. In this talk, combing both

technologies of the CO2 laser ablation of polymethyl methacrylate and PDMS molding, we have fabricated the

micro-needle (MN) structured PDMS and assembled with aluminum (Al) into a novel triboelectric generator

(TEG) or triboelectric nanogenerators (TENG) that is an energy generating device to convert mechanical energy

into electrical energy through the cycling contact-separation operation. The traditional TEGs/TENGs were

generally formed by two triboelectric materials in a multilayer or simple pattern using a complex, long-time,

high-cost fabrication to generate a triboelectricity. The new high-aspect-ratio MN-PDMS TEG is a cost-effective,

facile-fabrication and friendly harvesting mechanical energy device that can highly enhance triboelectric

performance with a mechanism of randomly closed bending-friction-deformation behavior of MNs.

E-04(Invited)

麦立强，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学科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国际化示范学院国际事务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王中林教授课题组、

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 CM Lieber 教授课题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杨培东

教授课题组从事博士后、高级研究学者研究。长期从事纳米能源材料与器件研究，

麦立强发表 SCI 论文 280 余篇，包括 Nature 及其子刊 10 篇，Chem. Rev. 1 篇，Adv.

Mater. 12 篇，J. Am. Chem. Soc. 2 篇，Angew. Chem. Int. Ed. 2 篇，PNAS 2 篇，Nano

Lett. 25 篇，Chem. 1 篇， Acc. Chem. Res. 1 篇，Joule 2 篇，Energy Environ. Sci. 1 篇，以第一或通

讯作者在影响因子 10.0 以上的期刊发表论文 80 余篇。主持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课题、国家国际科技

合作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30 余项科研项目。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光华工程科技奖（青年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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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奖（青年奖）、Nanoscience Research Leader 奖、入选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计划”、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并被授予“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 Adv. Mater.客座编辑，Joule、Adv.

Electron. Mater.国际编委，Nano Res.编委。

纳米线储能材料与器件新进展

周亮，麦立强*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122 号, 430070

E-mail: mlq518@whut.edu.cn

由于一维纳米材料具有奇异的化学、物理效应，在能源领域的研究中发现其具有许多独特的性能。

纳米线电极材料具有高的比容量等优点，但容量的快速衰减依然是电化学储能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近年

来原位表征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纳米技术中，为进一步研究电极材料容量衰减的本质，本工作设计并组装

了可同时用于微纳系统支撑电源及原位检测微纳电池性能的单根纳米线全固态锂离子电池，通过原位表

征建立了纳米线的电输运、结构与电极充放电状态的直接联系，发现电导率下降和结构劣化是导致容量

衰减的关键因素。最近，我们设计了一种容易和高产量的策略，用于通过低温的热解过程从金属-有机框

架（MOF）向碳纳米管（CNT）形成。应用于能量转换和存储时，封装在 N-CNT 中的金属或金属氧化物纳

米颗粒组装的结构显示出优异的性能。我们利用单一 MoS2纳米片成功构筑了场调控电催化析氢器件，探

索了场效应对材料导电性的影响，进而提升其催化性能。此外，我们发现 CaV4O9纳米线具有本征的高电子

电导率，应用到钠离子电池时其可逆比容量达到 300 mAh g−1。通过原位和非原位表征以及理论模拟计算，

发现该材料具有一种特殊的钠离子存储机制。这些一维纳米材料的设计与合成为高性能储能器件的构筑

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参考文献

[1] L. Q. Mai, Y. J. Dong, L. Xu, C. H. Han, Nano Lett., 2010, 10: 4273

[2] L. Q. Mai, M. Y. Yan, Y. L. Zhao, Nature, 2017, 546: 469

[3] J. S. Meng, C. J. Niu, L. H. Xu, J. T. Li, X. Liu, X. P. Wang, Y. Z. Wu, X. M. Xu, W. Y. Chen, Q. Li, Z.

Z Zhu, D. Y. Zhao, L. Q. Mai, J. Am. Chem. Soc., 2017, 139: 8212

[4] J. H. Wang, M. Y. Yan, K. N. Zhao, X. B. Liao, P. Y. Wang, X. L. Pan, W. Yang, L. Q. Mai, Adv. Mater.,

2017, 29: 1604464

[5] X. M. Xu, C. J. Niu, M. Y. Duan, X. P. Wang, L. Huang, J. H. Wang, L. T. Pu, W. H. Ren, C. W. Shi, J. S.

Meng, B. Song, L. Q. Mai, Nature Commun., 2017, 8: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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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5(Invited)

赵文俞，2004 年获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工学博士学位，现任武汉理工大学材

料学科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热电磁多功能

材料联合实验室主任，兼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热电材料及应用分会常务理事，2009

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创建热电磁多功能材料与器件实验室，长

期从事热电磁耦合物理新机制、热电磁多功能设计与实现、高性能热电磁多功能新

材料及应用研究。主要学术贡献包括：基于电子轨道杂化模型，提出通过增大热电

材料中亚结构对称性提高电输运性能的新思路；发现热电材料中电子轨道杂化、电子加速运动和声子共

振散射等 3 种局域输运行为的共存机制及其对电子／声子输运的协同调控作用；创造性提出将磁性纳米

粒子引入到热电材料基体中，发现硬磁纳米粒子铁磁-顺磁转变可以诱发磁致电子库效应、单畴软磁纳米

粒子铁磁-超顺磁转变可以诱发磁致电子多重散射效应，建立了热电磁多功能新材料及器件的设计方法。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基金、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 7 项，在 Nature、Nature Nanotech.、Nature

Commun.、J. Am. Chem. Soc.等国际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

面向变革性技术的热电磁多功能新材料

热电效应的本质是热激发载流子定向运动产生热电势。自上世纪 40 年代发现热电材料以来，传统观

点一直认为热电材料中不能含有磁性杂质。我们突破了这一传统认识，提出将磁性纳米粒子引入到热电

材料中，在热激发载流子运动路径上建立纳米尺度微磁场，利用电子磁性散射和声子界面散射协同调控

电子/声子输运。实验探索发现，硬磁纳米粒子铁磁-顺磁转变诱发的电子库效应和单畴软磁金属纳米粒

子铁磁-超顺磁转变诱发的电子多重散射效应可以显著增强复合材料的热电性能，在概念上和方法上证明

了可以通过研究声子输运、电子输运和自旋耦合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现和发展面向变革性技术的热电磁

多功能新材料。我们的工作开启了利用热-电-磁耦合作用提高热电性能的研究热潮，最新理论和实验结

果均表明加外磁场对拓扑半金属材料热电性能有更大的调控潜力。利用热-电-磁耦合效应提升材料热电

性能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和研究空间，但目前亟需大力开展相关研究。

E-06(Invited)

朱铁军，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主要从事热

电能量转换材料与器件等方面的研究。1992 年考入浙江大学材料系，2001 年获浙江

大学博士学位后赴新加坡－麻省理工联盟（Singapore-MIT Alliance）做博士后研究。

2004 年 5 月回国，聘为浙江大学材料系副教授，2010 年 12 月晋升为浙江大学教授。

2011.9-2012.3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访问学者。曾主持国家“863”高科技计划、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等科

研项目 10 余项。迄今在 Nature Commun., Adv. Mater., Energ. Environm. Sci.等著名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

论文 250 余篇，他引 6000 余次。获授权发明专利 19 项。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做特邀报告 30 余次。担任

2018 TMS Annual Meeting 热电分会(Phoenix, Arizona)、2018 IUMRS-ICEM 热电分会(DaeJeon, Korea)以及

2013 年 PacRim10(San Diego, USA)热电分会共同主席。目前是 SCI 期刊 Functional Materials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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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Technology, Rare Metals，无机材料学报的编委。

高效半赫斯勒热电材料

热电材料能实现热能和电能的直接相互转换，在余热废热利用和固态制冷等领域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热电转换器件的效率正比于热电材料无量纲优值 zT 和环境温差。半赫斯勒(Half-Heusler)化合物及其固溶

体是一类重要的新型高温热电材料，具有环境友好、机械性能优异、热稳定好和易于批量制备等优点。

本报告将重点介绍新型高性能 P 型 FeNbSb 基半赫斯勒热电材料的开发及其能带调控方法，通过减小能带

有效质量、增加迁移率和增强声子散射，FeNbSb 热电材料最高热电优值 zT 在 1200K 可达到 1.5 以上，是

目前国际上高温热电材料的最好性能，在高温温差发电方面具有实际应用前景。

E-07(Invited)

蔡克峰，1964 年生，籍贯浙江。材料学博士, 洪堡学者。1987.7-2001.7 武汉

工业大学(现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1995.12-副教授）；

1999.1-2001.1南非Witwatersrand大学物理系博士后（NRF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2001.8-2002.12 德国宇航中心材料研究所洪堡学者(Alexander von Humboldt

fellowship)；2003.1 至今同济大学（2003.1-2014.5 功能材料研究所，后并入材料学

院）教授，博导； 2012.7-2012.8 澳洲联邦工科院高级访问学者。曾担任国家科学

技术奖评审专家(2006)及美国能源部能源前沿研究中心项目评审专家(2014)。国际热电材料学会会员，美

国纳米学会高级会员，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热电分会理事。先后获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上海市

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专项资金及浦江人才计划的资助。参加和承担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教育部及上海市等的科研项目十余项。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被 Chem Rev, Prog. Polymer Sci., Environ.

Energy Sci., ACS Nano, Adv. Energy Mater.,Adv. Funct. Mater, Mater Chem 等 SCI 刊物引用千余篇次；获

中国发明专利十余项。

E-11

周民杰，博士，现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导。长

期从事靶材料精密表征技术、功能纳米结构的制备和应用、极端条件下纳米材料特性

等方向研究，承担多项国家重大专项、国家重大仪器、预先研究课题。已形成 GF 报

告 6 篇，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碳气凝胶复合材料储能应用研究

周民杰，杨曦，钟铭龙，杨奇，李佳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材料科学与技术部，绵阳 621900）

轻质多孔碳及其复合材料近几十年来材料研究领域的重要热点之一，其在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石

油化工、体育休闲以及其它一般工业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碳气凝胶具备高比表面积和三维骨架

特点，修饰改性潜力巨大，非常适合作为缓冲材料、包覆材料以及基底材料。基于碳气凝胶的各种复合

材料是高能量密度物理实验中重要的靶材料种类，深入研究其微观参数与物理行为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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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本实验采用水热法和热解法制备了 Co9S8/碳气凝胶， SnO/碳气凝胶，SnS/碳气凝胶等多种复合材料，

利用扫描电镜、透射电镜、X 射线衍射等手段系统表征了材料成份、物相、形貌、元素分布等参数，并封

装了 Na 离子纽扣电池进行了充放电、循环伏安、倍率等储能性能测试。研究表明，与碳气凝胶复合有利

于抑制材料聚合团簇，形成三维分布均匀的纳米颗粒，从而有效增加电化学反应区域。更重要的是，其

多孔结构有利于容纳活性材料在充放电过程中的体积变化，从而提高反应的可逆性。基于碳纳米管复合

材料的比对实验证实，碳气凝胶的微结构特点能更有效提升复合材料的储能容量与循环稳定性，具有相

当的实际应用潜力。

E-09(Invited)

黄海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材料科学博士，现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物理系副

教授，任系研究生课程主管。主要研究方向为电介质材料和具有新型纳米结构的新

能源材料的制备，性能表征及物理机制研究。研究工作曾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Nature Photonics,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Advanced Materials，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Angew. Chem. Int. Ed. 和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等上，共计发表 SCI 论文逾 230 篇，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邀请/大会报告

并曾作为国际学术期刊 Composites Part A 和 Key Engineering Materials 的客座编辑。2014 年荣获亚太

材料研究学会的杰出成就奖，2017 年荣获国土资源部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现任国际学术期刊 Scientific

Reports（自然出版集团），Composites Communications（Elsevier）和 Science of Advanced Materials 的

国际编委，并曾担任英国皇家化学会刊物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 的顾问委员。

铁电催化

Ferroelectric materials are conventionally used as sensors and actuators due to their responsive spontaneous

polarization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such as temperature, light, stress and strain. Recently, there is a flourish

of research in ferroelectrics for energy applications, which widens the application ranges of ferroelectrics

themselves and those of traditional energy materials. In this talk I will first give a brief review on photo-catalytic

and piezo-catalytic behaviors of ferroelectric materials. Then I will focus on our recent work on novel

pyro-catalytic hydrogen evolution by pyroelectric Ba0.7Sr0.3TiO3 nanoparticles. As an extension of this work,

the pyro-catalytic hydrogen evolution is also demonstrated in few-layer black phosphorene with a broken

inversion symmetry.

E-10(Invited)

Kan Zhang currently is a professor a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received his Ph.D. degree from the SKKU Advanced Institute of Nano-technology

(SAINT) at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in 2015. He then joined Yonsei

University, Korea,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research professor and project researcher

from 2015 to 2018. He has been carrying out researches on photoelectrochemical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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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itting and solar-to-hydrogen conversion and has published over 50 papers in the related research fields.

Precise Surface/Interface Engineering of Material and Device for

Solar Energy-driven Photo-/Photoelectro-catalytic Conversion

Kan Zhang
1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Biomolecular Engineering, Yonsei University, 50 Yonsei-ro, Seodaemun-gu,

Seoul 120-749, Republic of Korea
2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Water photolysis is a sustainable technology to convert natural solar energy and water into chemical fuels

and is thus considered a thorough solution to the forthcoming energy crises.

Semiconductor based water photolysis is a sustainable technology to convert natural solar energy and water into

chemical fuels and is thus considered a thorough solution to the forthcoming energy crises. Because

photo-excited electron/hole pairs in a semiconductor contribute subsequent redox of water that takes place at the

semiconductor surface, therefore, the conversion efficiency will be restricted by light harvesting, electron/hole

separation and surface reactivity of semiconductor. Despite extensive efforts devoted to bandgap tuning and

catalysis engineering for light harvesting and surface reactivity, surface/interface engineering of semiconductor

that is targeting electron/hole migration has been witnessing an increased amount of attention. Here, I will

present several approaches to precisely modulate surface/interface engineering of well-known TiO2, CdS

semiconductors for efficient charge polarization towards solar to H2 generation, and multi-interface construction

for cascade charge transfer towards unassisted water splitting device.

E-11

吴小平博士获得电子科技大学的化学学士，四川大学的硕士，和伦敦大学的

博士学位。吴博士在伦敦大学和帝国理工学院等学校有多年的博士后研究经验，

并在英国的跨国化工企业有超过 15 年的研发经验。吴博士现任攀钢集团研究院

有限公司的首席研究员, 从事钛功能材料, 二氧化关键工艺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等

领域的研发工作。

二氧化钛功能材料在光催化及能源方面的应用

二氧化钛（TiO2）作为一种高性能的白色颜料在涂料、塑料、纸张、等许多

工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近几十年来，随着纳米技术的出现和 TiO2在一些关

键领域展现出的应用潜力激发了人们对 TiO2，特别是纳米 TiO2功能材料，研究的巨大兴趣。自那时以来，

在 TiO2纳米材料的制备、表征、基础理论以及在众多领域的应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文综述 TiO2功

能材料的性能，在光催化及能源方面的研究与应用进展。



- 52 -

E-12

祁正兵，博士，副教授，厦门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06 年获厦门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工学学士学位，2012 年获厦门大学应用化学专业理学博士学

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表面工程分会委员。主要从事材料电化学与表面工程、材料微

结构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福建省教育

厅项目等课题。在《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Scripta Materialia》等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0 余篇，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论文 20 余篇，论文引用 400 余次，有 6 篇学术论文被美国学术科技媒体 VerticalNews

专题报道；出版学术专著章节 1 部；获 10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过渡金属氮化物薄膜电极的制备及其在电化学能源存储中的应用

祁正兵 1，魏斌斌 2，王周成 2

（1. 厦门理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厦门 361002；2.厦门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超级电容器以高功率密度、长循环寿命以及快速的充放电速度等优点在能源存储领域受到广泛的

关注，但能量密度低制约其实际应用。提升能量密度的途径包括新型电极材料、电解液及电容器系统的

开发及优化。超级电容器按照其储能机理可分为双电层电容器和赝电容器。对于双电层电容器而言，最

常用电极材料是碳基材料，如活性炭、碳纳米管等，它们可以提供高功率密度和长循环寿命，然而低的

能量密度限制其广泛应用。相比之下，基于氧化物的赝电容器拥有较高的比电容，但循环稳定性差和功

率密度低。除了上述提到的碳基和金属氧化物电极材料外，近几年来过渡金属氮化物由于其高比容量、

优异化学稳定性、良好的导电性能有望成为新一代超级电容器材料。目前制备过渡金属氮化物电极材料

主要是通过将对应氧化物前驱体在氨气氛围下进行高温氮化来实现，此种方法存在以下缺点：1、高温

高压；2、涉及有毒气体氨气的使用；3、氮化物表面的氧含量难以控制；4、电极制备过程中需要导电

剂的添加。基于此，亟需发展过渡金属氮化物电极材料绿色、安全、快速制备的新方法。鉴于物理气相

沉积技术成膜温度低、沉积速率快、避免导电剂的使用以及不涉及有毒气体等特点，提出采用物理气相

沉积技术将过渡金属氮化物活性材料直接沉积到导电基底上用作超级电容器电极。（1）首先采用反应

磁控溅射方法制备 CrN 薄膜，通过调控沉积工艺参数控制薄膜的结晶程度及孔隙率等微观结构，经过优

化的薄膜比电容，在电流密度为 1.0 mA/cm2时，达到 12.8 mF/cm2；大电流放电性能优良，当电流密度

为 10 mA/cm2时，其比电容值高达 8.3 mF/cm2；且在电流密度为 5.0 mA/cm2下 20000 次充放电循环后,容

量保持率高达 91.5%,表现出超高的循环稳定性。（2）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采用反应磁控共溅射方法制备

CrN@Cu 的纳米复合薄膜，采用选择性刻蚀去除 Cu，获得具有多孔结构的 CrN 薄膜。多孔 CrN 薄膜的比

电容在电流密度为 1.0 mA/cm2时，达到 31.3 mF/cm2，是 CrN 薄膜的 2.5 倍，且在电流密度为 5.0 mA/cm2

下 20000 次充放电循环后,容量保持率高达 94%；采用多孔 CrN 薄膜电极组成的对称性超级电容器，最大

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分别为 14.4 mWh/cm3 和 6.6 W/cm3。

关 键 词: 过渡金属氮化物；磁控溅射；微观结构；超级电容器





关于诚邀加入中国仪表功能材料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的函

尊敬的教授：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仪表功能材料分会是我国功能材料领域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学会于

1979 年 12 月 16 日在重庆成立，秘书处挂靠在重庆材料研究院。学会成立 39 年来，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已发展成为我国功能材料科技领域最具活力、创新力和影响力的学术组织，

我会全力打造的“中国功能材料核心服务平台”对中国功能材料的学术繁荣、学科发展、技

术进步与产业振兴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北京科技大学原校长、金属材料学家王润教授，是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理事长；

山东大学蒋民华院士是学会第四、五届理事长；第六届理事会由北京大学严纯华院士担任理

事长，第七届理事会于 2017 年.成立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邹志刚（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

大学教授）；副理事长：刘庆宾(常务；重庆材料研究院院长)，韩杰才院士，周济院士、、陈 莉

（女）、陈江华、程晓农、姜 勇、 刘 庆、 缪向水、王 浩、王东哲、王西涛、吴玉程、

张久兴、朱嘉琦。

本会热忱邀请从事功能材料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与应用的有关专家学者加入理事会。

申请加入学会理事会的专家学者应遵守学会章程，并在功能材料领域有较高的学术技术造诣、

成就与知名度，且热心学会工作。本会将充分利用本会打造的中国功能材料核心服务平台（包

括《功能材料》学术期刊、《功能材料信息》学术•技术期刊、 “功能材料核心服务平台微

信公众号” “中国功能材料网”等），为各会员及单位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如您愿意加入学会，请您在收到通知后，认真填写登记表（请见附件），并提出任职需

求（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副秘书长、专家会员等）。请于 2018 年 9 月 31 日前，将

登记表发送至秘书处邮箱（ybclxh@vip.sina.com）。

“中国仪表功能材料学会理事会年会”定于 2018 年 10 月 17-19 日在天津举行。会议同

期将召开“中国（国际）功能材料科技与产业高层论坛”，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出席，共襄盛

会！

联系方式：

地 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工业园嘉德大道 8号学会秘书处 邮 编：400707

电 话：023-68264035 68264719 传 真：023-68264365

E-mail：ybclxh@vip.sina.com 网 址：www.chinafm.org.cn

联系人：聂尊誉 周 令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仪表功能材料分会

2018 年 8 月

mailto:ybclxh@vip.sina.com
mailto:ybclxh@vip.sina.com
http://www.chinafm.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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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登记表

№

签字：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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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照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专 业

外语水平（语种、熟练程度、可否口译）

最高学位 职 称 是否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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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海峡两岸先进功能材料及应用峰会

邀 请 函

（2018年8月17-20日 福建·厦门）

尊敬的教授：

2018 海峡两岸先进功能材料峰会（2018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f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s），旨在为两岸从事先进功能材料领域学术研

究、技术开发、生产及应用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提供一个交流、促进深度合

作的平台。

以“促海峡先进材料融合，推两岸制造绿色发展”为会议主题，聚焦海峡

两岸先进材料领域发展热点、重点、难点，深入融合两岸先进材料技术。由中

国仪器仪表学会仪表功能材料分会、台湾材料科学学会、国际薄膜学会等单位

联合主办，南京大学邹志刚院士、台湾逢甲大学金重勋院士担任大会主席，将

于 2018 年 8 月 17-20 日在厦门举办。

鉴于您在功能材料领域的学术成就，诚邀您参会并做报告。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仪表功能材料分会

重庆功能材料期刊社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参会证明

___________: 您好!

感谢您参加“2018 海峡两岸先进功能材料及应用峰会”

会议时间：2018 年 8 月 17-20 日

会议地点：福建 · 厦门

主办单位：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仪表功能材料分会、台湾材料科学学会、国

际薄膜学会、台湾磁性技术协会、国家仪表功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台湾

镀膜科技协会。

承办单位：厦门大学、重庆功能材料期刊社有限公司、厦门会赞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

提前注册代表由重庆功能材料期刊社有限公司收取注册费并开具发票，现

场注册由厦门会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收取注册费并开具发票。

会议注册费： （会议期间食宿自理，无餐饮补贴）

代表类型 7月 17 日前缴费 7月 17 日后缴费

普通代表 2200 元 2500 元

学生 1300 元 1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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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挚欢迎广大科研人员踊跃投稿、荐稿！
报道原始论文发表研究报告综述最新进展提供简报信息

刊号：ISSN 1001−9731 CN 50−1099/TH

《功能材料》征稿启事
《功能材料》1970 年创刊，以研究论文为主，科学综述为辅，主要报道：功能材料科学与工程各领

域最新成果的原始论文和研究报告以及新材料、新技术最新进展的综合论述。

《功能材料》学术作风严谨，科技视野开阔，在国内外材料科学与工程界具有重要影响。被列为：

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文材料科学核心期刊•中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重要期刊•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美国化学文摘 CA 文献源期刊•荷兰 SCOPUS 数据库

收录期刊•金属文摘METADEX文献源期刊•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

期刊•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中国期刊方

阵“双效期刊”。

《功能材料》在活跃学术氛围，繁荣科学研究，推动学科发展，促进青年学者成长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在我国功能材料学术界、科技界、产业界都具有卓越的影响力。

《功能材料》现为月刊，每期 220 页。主要栏目：热点·关注、综述·进展、研究·开发、工艺·技

术。本刊平均发表周期约 4 个月，对于审稿通过的稿件可优先、快速发表( 快速发表周期约 2 个月) 。

欢迎从事功能材料研究的广大师生、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情报研究人员踊跃投稿、荐稿！本

刊的发展与提升离不开全体作者的厚爱与关心，同时更需要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与支持。2018 年本刊将

继续秉持精品办刊意识，为广大专家学者提供更加细致的服务，将《功能材料》打造成专家学者们展示

科研成果的独特平台和享有国际话语权的中国一流期刊。

征稿要求：

1.来稿不得泄露国家机密，若有涉密行为责任由作者自负，本刊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2.来稿必须为首发稿，不能在其他任何期刊、论文集或网络平台上有任何形式的出版行为；

3.投稿方式：登录我刊投稿网站（http://tg.gncl.cn）进行投稿，本刊不接收邮箱投稿；

4.来稿写作模式及排版格式需符合科技论文要求，本刊论文模板请作者自行在网站“下载中心”中

下载。

投稿网址：http://tg.gncl.cn

联系电话：023-68264739

E-mail：gnclbjb@126.com

通信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工业园嘉德大道 8 号

欢迎扫描二维码，带您走进《功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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