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时 代 · 新 材 料 · 新 机遇 - - - 探寻光电 材料 与器 件发展之 路

邀 请 函
各有关单位：

光电产业是我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意义不断凸显。在当前我国经济结

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只有激发光电产业的内生动力，转换光电产业的发展动能，才能实现产业价值链的整体

提升，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科学家在光电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研究的整体实力已走在世界前

列，未来还面临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光电材料作为现代高科技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微电子、光学、激光、遥感、通讯、航天、宇航等高技术

中一直处于发展的前沿位置。进入 21 世纪，光电材料作为高科技领域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愈来愈受到世

界各国政府和科学家的重视。光电材料是整个光电子产业的基础和先导，制成的器件和产品已经应用到信息获

取、处理、传输、存储和显示等产业环节。在光电信息产业飞速发展的时代，对光电材料的性能和需求与日俱

增，迫切需要一批新型光电功能材料。

为助推我国光电材料、器件及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光电材料与器件领域科研人员和产业同行的交流与合

作，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快速、健康发展，进一步推动产业链深度合作以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定于2019年11月22

日-24日召开第二届光电材料与器件战略论坛。

在首届会议成功召开的基础上，“第二届光电材料与器件战略论坛”以创办高水平、高质量、高实效盛会为

宗旨，邀请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开展多角度、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的交流，聚焦光电材料器件和技术、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搭建产、学、研、用各界融合的平台，实现参会各方实质性的互联互通，在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各方

之间搭建起高速直通的桥梁，进一步推动产业链深度合作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旨在促进光电材料的大力发展。

鉴于在该领域内所从事的工作及贡献，我们盛情邀请您出席交流。诚挚希望您支持或安排，使大会更加圆满。

第二届光电材料与器件战略论坛 光电材料器件网 云南师范大学 北京中科材联光电技术发展中心

组委会 论坛事业部 能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秘书处

第二届光电材料与器件战略论坛2019
Second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and Devices Strategic Forum, 2019



一、 时间、 地点、 官网

1、会议时间： 2019年11月22-24日（22日全天报到）

2、会议地点： 昆明市 · 云南师范大学-丽水云泉大酒店

二、 会议主题

三、组织机构
名誉主席： 王占国 中国科学院半导 体研究所

执行主席： 艾尔肯 ·阿不都瓦衣提 云南师范大学

顾问委员： 曹 镛 （华南理工大学 ） 李永舫（中科院 化学研究所）

姜会林（长春理 工大学） 佟振合（中国科 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洪茂椿（中科院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王育竹（ 中国科学院上海 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学术委员： 艾尔肯（云南师 范大学） 马於光（华南理 工大学） 赵德刚（中科院 半导体研究所）

闵永刚（广东工 业大学） 赖文勇（南京邮 电大学） 邱世荣（浙江大 学光电学院）

任广禹（ 香港城市大学） 窦晓鸣（华东理 工大学） 杨世和（北京大 学深圳研究院）

赵祖金（华南理 工大学） 刘举庆（南京工 业大学） 许并社（太原理 工大学）

陈 炜（华中科技大 学） 许 辉（黑龙江大学 ） 邵建达（中科院 上海光机所）

周林杰 （上海交通大学 ） 张 晗（深圳大学） 钟羽武（中科院 化学研究所）

陆 军（北京化工大 学） 田文晶（吉林大 学） 张洪良（厦门大 学）

联合主办 ： 光电材料器件网 云南师范大学

承办单位 ： 中国光电产业平台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武汉国家光电研究中心

北京中科材联光电技术发展中心 中环科能（北京）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 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赞助单位： 美国颐光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贝意克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超晶晟锐光电有限公司

北京昊然伟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弘度科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米开罗那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第一单元：光电材料的最新研究与应用

专题1
光电转换材料的应用与发展

专题2
有机光电材料的制备与性能

专题3
光电信息材料的应用及展望

专题4
激光材料、红外材料的前沿进展

太阳能电池材料、器件与技术

半导体光电材料、器件

光电显示材料与技术

光电薄膜材料

有机光电材料设计、合成、性能

有机光电材料的成型、制备、表征

光电材料的性质测量以及器件组装

半导体光电信息材料

信息存储材料及技术

光纤通信材料

微电子材料

激光材料、薄膜

激光与非线性光学

激光器的制备与发展

红外激光材料的最新研究

激发系统、光学系统的研究

第二单元： 光电器件的制备与应用 第三单元：新形势下光电技术的创新与升级

第四单元：智慧城市下光电企业的发展趋势 第五单元：新时代下光电产业的发展与融合

http://www.baidu.com/link?url=gcBmgo80-liIiuG4vw4lK5NnKSV_vnMAA_dW62TIDq8Y9ZfphrVSxzLo7mLXnFak
http://www.baidu.com/link?url=xvUoRDQUhNoaGgz7q0LWhVh91VsdHDTK4-gsnxvEkLhoADfdJD4KdjjWp_WggmSK
http://www.baidu.com/link?url=BWdzRggDuA4J-w13WxKVTRPc8k0qf6Bgmc1RdrqMZvZ1hftHA6OWV8B5J9x7yEW0DM4CX_yT1bGJl9oq2y7OAK
http://oemt.sysu.edu.cn/


11月22日 09:00-21:00 注册报到、张贴墙报、企业设展 地 点 丽水云泉大酒店

11月23日
07:30-07:50 参会代表入场、签字 地 点 二楼国际会议中心

07:50-08:00 大会开幕、欢迎致辞 -- 云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上午AM
主题

Theme

嘉宾介绍

Guest Speakers

主持人

Host

08:00-08:40
第三代半导体组合式芯片的光电特性和红外彩色成像集

成系统

赵连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许 辉
黑龙江大学教授
青年“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入选者

08:40-09:10 题目待定
马於光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院士候选人

09:10-09:40 稀铋半导体红外材料与发光器件

王庶民
超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国家千人” 973首席科学家

诺贝尔物理奖委员会邀请提名候选人

09:40-10:00 合影/留念、茶休、参观展位

上午AM
主题

Theme

嘉宾介绍

Guest Speakers

主持人

Host

10:00-10:20 柔性电子材料与印刷器件
赖文勇

南京邮电大学、国家“万人计划”科技领军人才
青年“长江学者”

倪军

清华大学教授
教育部跨世纪优秀

人才

10:20-10:40 蓝/白光热激发延迟荧光关键材料
许 辉

黑龙江大学教授、青年“长江学者”计划入选者

10:40-11:00 微结构液晶光子元件及应用
胡 伟

南京大学教授、国家优秀青年、江苏省杰出青年

11:00-11:20 二维钙钛矿及其异质结的光电应用
李德慧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11:20-11:40

Physical one-way function encryp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de based authentiction for anti-

counterfeiting applications

郑远辉
福州大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青年千人”引进人才

11:40-12:00 高工作温度红外探测技术
杨文运

昆明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兵器集团科技带头人

12:00-13:30 午休、 用餐 (一楼自助餐厅)



11月23日 下午

下午PM
主题

Theme
嘉宾介绍

Guest Speakers

主持人

Host

13:30-13:50 机器学习预测材料性质和发现新材料
倪军

清华大学教授、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

胡卫进
中科院金属所
中科院

“百人计划”
中组部海外高层次

人才青年计划

（拟）

13:50-14:10
Recent advances in near-infrared emitting lanthanide-doped

nanoconstructs

杨飘萍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黑龙江省杰青
“龙江学者”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4:10-14:30 纳米薄膜材料的 SPM 表征
刘 波

山东理工大学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4:30-14:50 LDHs热解产物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研究
陆 军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4:50-15:10 基于铁电/半导体异质结构的新型信息存储器件
胡卫进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
中科院百人计划、中组部海外高层次人才青年计划

15:10-15:30 空间高精度碳化硅光学部件研究进展
杨勇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
中科院“百人计划”、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15:30-15:50
羟基喹啉和四苯乙烯类有机光功能材料

的设计、合成及其应用
霍延平

广东工业大学教授、“千百十工程”培养对象

15:50-16:10 无镉量子点材料及在显示上的应用
刘祖刚

中国计量大学特聘教授、浙江省“千人计划”

16:10-16:30 茶歇、讨论、参观展位

下午PM
主题

Theme
嘉宾介绍

Guest Speakers

主持人

Host

16:30-16:50 硅基有机发光二极管器件及其在近眼终端系统中应用
王光华

昆明物理研究所

云南省“万人计划”产业技术领军人才

霍延平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省
“千百十工程”

省级培养对象

（拟）

16:50-17:10
InAsSb薄膜及II类超晶格材料分子束外延与光电器件

研究

郝瑞亭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7:10-17:30 二维全无机钙钛矿边界的非本征发光机理探索
王 茺

云南大学研究员
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7:30-17:50 Nd3+/Yb3+共掺玻璃光纤的激光特性研究
于春雷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

17:50-18:10 多结太阳电池光电耦合效应及带电粒子辐照影响
吴宜勇

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教授

18:10-18:30 基于新材料的超短脉冲光纤激光产生研究
王军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18:30-18:50 激光干涉诱导分子束外延量子结构阵列的制备
彭长四

苏州大学特聘教授

18:50-19:00 稀氮（Ga(In)AsN）材料及其辐射效应
雷琪琪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19:00 当日会议结束

19:30 晚餐 (一楼餐厅)



11月24日

上午AM 主题Theme 嘉宾介绍 Guest Speakers 主持人Host

08:00-08:20 光电晶体管二维沟道材料的成形设计及微纳加工
李渊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红磊

深圳大学副院长
（拟）

08:20-08:40 铁电栅场效应晶体管器件及应用
唐明华

湘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08:40-09:00
Optical activity and excitation of surface plasmon-

polaritons with chiral media
葛国勤

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09:00-09:20 新型硅基存储器件的构建和集成研究
马忠元

南京大学教授，科技部“973”项目

09:20-09:40 钙钛矿光电器件及封装材料
王世伟

长春工业大学教授、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

09:40-10:00 光流控芯片及其在生化检测中的应用
杨奕

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0:00-10:20 茶歇、讨论、参观企业

上午AM 主题Theme 嘉宾介绍 Guest Speakers 主持人Host

10:20-10:40 新型微纳结构光学微腔单模激光
董红星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

廖勋凡

东华大学副教授
上海市青年英才杨

帆计划入选者

（拟）

10:40-11:00 非晶态高分子长余辉发光材料及防伪应用
杨朝龙

重庆理工大学教授 “巴渝学者”青年学者
“重庆市高等学校优秀人才计划”

11:00-11:20 表面缺陷中心对上转换受激发射性能的影响研究
徐旭辉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香江学者”计划

11:20-11:40 宽禁带半导体氮化铝晶体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武红磊

深圳大学副院长

11:40-12:00 杂化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辐射效应研究
王 磊

中科院微电子所副研究员

12:00 午餐、休息

下午PM 主题Theme 嘉宾介绍 Guest Speakers 主持人Host

14:00-14:15 基于微结构多层透明电极的柔性钙钛矿光伏电池研究
郭晓阳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刘晓凤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副研究员
（拟）

14:15-14:30 三维超材料微结构器件设计及其光电效应研究
王继成

江南大学副教授

14:30-14:45 基于TADF体系的高效蓝/绿OLED材料与器件
王子兴

上海大学副研究员

14:45-15:00 超分辨显微成像与纳米光镊技术一体化研究
李宇超

暨南大学副教授、纳米操控光子学实验室主任

15:00-15:15
Suppressing Spectral Crosstalk in Dual-Band Long-wavelength Infrared

Photodetectors With Monolithically Integrated Air-Gapped Distributed

Bragg Reflectors
张逸韵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照明中心，副研究员

15:15-15:30 茶休、讨论、参观

下午PM 主题Theme 嘉宾介绍 Guest Speakers 主持人Host

15:30-15:45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活性层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光伏性能研究

廖勋凡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上海市青年英才杨帆计划入选者(2019)

王 磊
中科院微电子所副

研究员

（拟）

15:45-16:00 液晶光学器件的激光损伤研究
刘晓凤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

16:00-16:15 氧化石墨烯基复合空穴层的空穴注入与传输特性研究
杜晓晴

重庆大学光电工程学院教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6:15-16:30 题目待定
朱美萍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

16:30-16:45
硼/氮嵌入的磷光铱、铂配合物发光材料的合成及光功能应

用研究

施超

江苏科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六大人才高峰”

16:45-17:00
复合微透镜阵列LED灯导光板制造技术及高效护眼

照明应用

胡满凤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教师

17:00-17:15 基于柔性纳米线和功能纳米颗粒的微纳光电器件研制
杨先光

暨南大学纳米光子学研究院助理教授

17:15-17:30 大会总结、会议结束



五、 论文征集

新型光电材料设计与制备 光学材料和器件加工技术 光学材料测试技术

新型光电材料应用 新型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 光电薄膜材料制备与表征

光电转换材料技术与应用 光电信息功能材料 纳米光子学和材料

光电材料化学与物理 太阳能电池材料与器件 半导体光电材料、器件及技术

1.论文选题宜具体不宜宽泛， 以传播研究为主， 注重学术性与应用性， 强调原创性；

2.论文字数限于5000—10000字之间；

3.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格式、注释、引文和参考文献）

4.论文正文后附作者简介及个人通讯联系地址、邮编。

5.论文征集后统一整理，收录发表于万方数据《中国学术会议文献数据库》

六、企业服务

①本次会议将遴选国内外优秀企事业单位上台演讲
要求：（行业无不良记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9800元/20min（报告内容需提前发组委会审核）

②为更好地搭建供需交流平台，将设置10个简易展位，展位收取费用9800元/RMB，易拉宝展示免费
③会议甄选优秀企业刊登会议论文集图文广告，费用详情会务组

④会议甄选赞助等宣传形式，详情会务组索取服务条款

七、注册费标准

八、 咨询及报名

类别 教师 学生 会员 企业代表 付款方式

11月15日前 2500 1500 2300 2800 户 名：北 京 中 科 材 联 光 电 技 术 发 展 中 心

账 号： 3 3 2 4 6 8 1 9 9 6 3 3

开户行： 中国银行北京玲珑路支行

现 场 缴 费 2800 1800 2500 3000

整 团 建 制 独立收费标准（人数限定20人以上）与组委会直接联系，索取方案

注： 1.发票统一开具为增值税普通发票，如需专票请说明

2.发票统一开具“会议费”，如需其他名目请备注

3.提前汇款，发票现场领取，现场注册，发票在会后10个工作日内邮寄

微信及支付宝扫码支付
备注： 扫码付款后

请及时告知会务人员

以便开具发票

官方网址： www.china-olp.org.cn

会议网址：www.china-olp.org.cn/meet.php

会议论坛
关注会议最新动态

咨询及报名

添加微信进群



交通路线指南
酒店名称：丽水云泉大酒店（云师大国际交流中心）

酒店地址：昆明呈贡区大学城聚贤街768号

云南丽水云泉大酒店坐落于昆明市呈贡区聚贤街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内，周边9所高等院校相拥环抱，环境优美，是大学校园区

域绿洲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附近还有”亚洲花都“之称的斗南花市、”薰衣草基地“之称的海东湿地、古滇王国、捞鱼河湿地公

园等多个旅游景点。

房间安排
1、会务组提供房间预订服务，请在回执中填写确认，由会务组统一预订，请勿在网上重复预订；

2、大床房依据报名先后顺序预订，满房后，安排标间（单独住宿，不安排合住）；

3、会议协议价格房间数量有限，比较紧张，请提早预约预定；

4、会议结束后计划继续住宿，提前告知会务组，以便提前留房。

乘车路线
高铁南站--丽水云泉大酒店
全程约6.4公里；步行301米到达市政府(和谐路)站，乘坐216路途径6站到达聚贤街(理工大学)站，步行577米到达丽水云泉大酒店。

昆明南站--丽水云泉大酒店
全程约3.7公里；步行1140米到达睿智5号楼站，乘坐z59路途径1站到达明德1号楼站，步行366米到达终点-云南丽水云泉大酒店。

长水国际机场--丽水云泉大酒店
全程约45公里；步行15米到达长水机场到达层站，乘坐空港快线4号线途径2站到达南部客运站，步行1米到达螺蛳湾公交枢纽站(彩云北路)站

乘坐k42路途径3站到达联大街(师大北门)站，步行1053米到达终点--丽水云泉大酒店

注：1. 本次会议提供接机服务，固定班次前往酒店，每班次间隔90分钟，08:00-18:00（票价35元/人），07:00前与18:30后（40元/人）

2. 关注订票微信公众号：呈贡大学城直通车，也可自行订票

3. 发班次时间前12小时，如某班次无人订票或无告知会务组乘车，则该班次取消发车

价 格
房 型 会议预订（协议价） 酒店挂牌价

网络报价
网络预订（无早餐）

大床房 380 元/间（含早） 788 元/间 488 元/间

双床房 380 元/间（含早） 788 元/间 488 元/间


	二、 会议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