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超快激光精密加工技术及应用研讨会（杭州） 

（第二轮通知） 

 

近年来，我国在超快激光精密加工领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科研方面，新的发现、发明和

创造不断涌现，在产业化方面，已诞生了几家营业额超亿的公司，已经在激光加工市场起到举足

轻重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深化国内超快激光精密加工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我国超快激光精密

加工技术的研究以及产业化发展，在第一次由华东师范大学精密光学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成功举办第一届会议的基础上，浙江大学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将举办 2017 年超快激光

精密加工技术及应用研讨会。会议将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17 日在浙江大学召开。 

 

一． 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浙江大学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 

会议主席：邱建荣（浙江大学） 

会议组委会成员： 

孙真荣（华东师范大学） 孙洪波（吉林大学） 

陈险峰（上海交通大学） 李  焱（北京大学） 

陈  峰（山东大学） 程  亚（华东师范大学） 

贾天卿（华东师范大学） 张诗按（华东师范大学） 

曲士良（哈尔滨工业大学） 赵全忠（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刘小峰（浙江大学） 董国平（华南理工大学） 

周时凤（华南理工大学） 杨建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和物理研究所） 

  

二． 会议主题 

本次研讨会以邀请报告和口头报告形式交流为主，同时也欢迎 poster 海报展示。目前，会议

已邀请 20 余位超快激光微纳加工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到会做专题报告，也邀请了企业家畅谈

创业的经验。此外，本次会议也诚挚欢迎从事相关领域的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研究人

员、工程师和优秀学生参加会议交流。本次会议还将评选出优秀 poster 发表奖。 

本次研讨会共分四个主题： 

1.超快激光器与微纳加工系统； 

2.超快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新现象、新原理、新机制； 

3.超快激光加工新技术和应用； 

4.超快激光的产业化应用。 

 

三． 会议安排（草案） 

12 月 16 日上午 

8:30-8:40 邱建荣 教授 浙江大学 开幕致辞 

主持人:李焱 

8:40-9:10 孙洪波 教授 清华大学 
功能微纳器件的飞秒激光 3D 打印

（大会报告） 

9:10-9:40 程亚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整形飞秒激光加工（大会报告） 

9:40-10:10 陈峰 教授 山东大学 
飞秒激光写入非线性晶体光波导

的研究进展（大会报告） 

10:10-10:30 茶歇 

主持人：孙洪波 



10:30-11:00 李焱 教授 北京大学 
波前调控及其在飞秒激光制备中

的应用（大会报告） 

11:00-11:30 王义平 教授 深圳大学 
新型光纤光栅飞秒激光制备技术

及传感应用（大会报告） 

11:30-11:50 赵全忠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 

超快激光微加工在 3C 消费电子领

域的应用（邀请报告） 

11:50-14:00 午餐、午休 

     
12 月 16 日下午 

主持人：程亚 

14:00-14:20 陈岐岱 教授 吉林大学 
飞秒激光微纳加工技术与应用（邀

请报告） 

14:20-14:40 贾天卿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飞秒激光诱导周期条纹结构的机

制（邀请报告） 

14:40-15:00 吴强 教授 南开大学 
基于集成芯片的太赫兹声子极化

激元的研（邀请报告） 

15:00-15:20 李向平 教授 暨南大学 

STED-inspired superresolution 

optical recording and 

non-fluorescent imaging（邀请报告） 

15:20-15:40 杨建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和物理研究所 

金属材料表面的飞秒激光纳微制

造技术研究（邀请报告） 

15:40-16:00 茶歇 

主持人：陈峰 

16:00-16:20 季凌飞 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 
超快激光蓝宝石精密加工研究（邀

请报告） 

16:20-16:40 吴东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于光场调制的超快激光加工（邀

请报告） 

16:40-17:00 王德强 
研究员、

主任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

能技术研究院 

基于氦离子束的二维/三维纳米孔

加工技术（邀请报告） 

17:00-17:20 胡建波 研究员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

体物理研究所 

超快电子衍射技术及其在激光与

物质相互作用研究中的应用（邀请

报告） 

17:20-17:40 黄敏 副教授 中山大学 
近破坏阈值超快激光固体电离动

力学过程研究（邀请报告） 

18:30-20:00 晚宴 

     
12 月 17 日上午 

主持人：贾天卿 

8:30-8:50 周时凤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飞秒激光与多组分玻璃相互作用

研究（邀请报告） 

8:50-9:10 董国平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飞秒激光诱导玻璃中元素迁移和

析晶机理研究（邀请报告） 



9:10-9:30 刘小峰 副教授 浙江大学 

基于掺杂氧化物半导体的可饱和

吸收体和飞秒脉冲激光产生（邀请

报告） 

9:30-9:50 钱滨 总经理 
宁波匠心快速成型技术

有限公司 

激光加工企业创办经验分享（邀请

报告） 

9:50-10:10 宋娟 副教授 江苏大学 

飞秒激光诱导 6H-SiC 表面周期微

纳结构及其形成机理和表面特性

研究（邀请报告） 

10:10-10:30 张航 
副研究

员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

体物理研究所 

基于瞬态透镜与瞬态衍射效应的

“超快门”技术研究（邀请报告） 

10:30-10:50 茶歇 

主持人：吴强 

10:50-11:10 金钻明 
特聘副

研究员 
上海大学 

Ultrafast photo-induced terahertz 

radiation from spin-based metallic 

heterostructures（邀请报告） 

11:10-11:30 宋海英   北京工业大学 
飞秒激光诱导亚波长表面特征结

构的物理机制（邀请报告） 

11:30-11:50 郑美玲 
副研究

员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

究所 

Femtosecond laser direct writing of 

bio-inspired microstructures（邀请报

告） 

11:50-12:10 徐 剑 
专任副

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 

飞秒激光三维直写辅助诱导选择

性金属化及器件集成（邀请报告） 

12:10-12:30 马云灿 
助理研

究员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基于激光辐照与化学腐蚀相结合

的硅微结构制造方法（邀请报告） 

12:30-12:50 午餐、午休 

 

12 月 17 日下午 

13:30-17:00 参观交流（17：00 前回到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就地解散） 

 

Poster 展示 

12 月 16 日 8:00 - 12 月 17日 12:30  会场门口大厅 

 

四． 会议信息 

会议地点：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邵逸夫科学馆 211 会议室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大路 38 号浙江大学玉泉校区 

注册时间：2017 年 12 月 15 日 12:00——18:00 

2017 年 12 月 16 日 08:00——18:00 

2017 年 12 月 17 日 08:00——12:00 

注册地点：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邵逸夫科学馆 211 会议室大厅 

注册费用：参会人员 1500 元/人 

学生代表 1200 元/人 

交费方式：方式一，银行汇款信息： 

户名，杭州浙大同力会展业管理有限公司；账号，1202024609914400145；开户行，

工商银行杭州浙大支行；税号，913301066890564684。（办理转账时，请备注“pmtaul



姓名”，如“pmtaul 张三”；转账完成后，请将凭证单拍照，并发送到会务邮箱） 

方式二，注册现场接受刷卡或者现金支付。 

温馨提示：为保证会务费发票及时开具到各位代表手中，请各位参会代表于会议注册前将发票信

息发送到会务邮箱，或于注册现场登记。 

交通指南：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1) 机场大巴武林门线始发站上车（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站-武林门民航售票处站）——

28 路公交或 318 路公交植物园方向（武林门站-浙大附中站）——步行至浙江大学； 

2) 乘坐出租车费用约为 140 元。 

杭州东站： 

1) 杭州东站西广场 28 路公交始发站上车（火车东站西站-浙大附中站）——步行至

浙江大学； 

2) 地铁 1 号线湘湖方向（火车东站 C3 口-武林广场站 E 口）——318 路公交始发站

上车（武林广场站-浙大附中站）——步行至浙江大学； 

3) 乘坐出租车费用约为 35 元。 

杭州站： 

1) 7 路公交始发站上车（城站火车站站-少年宫站）——16 路公交浙大公交站方向（少

年宫站-浙大公交站）——步行至浙江大学； 

2) 地铁 1 号线下沙江滨方向（城站 A2 口-武林广场站 E 口）——318 路区间始发站

上车，注意末班车 17：30（武林广场站-浙大附中站）——步行至浙江大学； 

3) 乘坐出租车费用约为 30 元。 

 

 

住宿信息：推荐住宿地点（1）：玉泉饭店，参考价格 480 元/晚，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 138 号（浙大玉泉校区东门附近） 

（会务组提供玉泉饭店房间预订服务，若参会人员有需要，请与 12 月 1 日之前与会

务组联系，标间和单间价格相同） 

 

推荐住宿地点（2）：如家快捷酒店，参考价格 300 元/晚，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 149 号（浙大玉泉校区东门附近） 



 

 

信息交流：欢迎参会人员加入本次会议微信交流群，请扫描以下二维码加入： 

 

或者添加工作人员微信，邀请进群。工作人员微信二维码： 



 

五． 会务组联系信息 

徐 诚：  13819105528（手机）             邱建荣   13588003708（手机） 

Email：xucheng@zju.edu.cn                 Email：qjr@zju.edu.cn 

会务邮箱：pmtaul2017@163.com 

会议网址：http://www.qiu-group.com/ 

mailto:xucheng@zju.edu.cn
http://www.qiu-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