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全国偏振与椭偏测量研讨会 

The 3rd China Symposium on Polarimetry and Ellipsometry  

（第二轮通知） 

 

第三届全国偏振与椭偏测量研讨会拟于 2018 年 11 月 11-13 日在深圳召开。该

研讨会是继 2014 年在武汉首届和 2016 年在南宁第二届成功举办之后的又一次全国

性学术活动，将为我国在偏振与椭偏研究领域从事研究、开发和应用的专家学者和

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交流机会。研讨会将覆盖偏振与椭偏研究的所有领域，包括基础

理论、测量技术、信息提取、仪器开发和实际应用等各个方面。 

鉴于近几年偏振方法应用于复杂体系检测的迅速发展，本届研讨会邀请国内外

偏振和椭偏研究领域的权威人士作 10 个大会报告，介绍该领域在技术方法，特别是

应用领域的前沿进展；请一批国内专家做邀请报告，介绍各自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

请各位业内同行踊跃提交报告，介绍新想法、新进展，会议期间进行交流和展示。

结合深圳在产学研一体化和交叉学科应用研发的特色，会议将邀请产业界人士做报

告和成果展示，并组织会议代表参观当地有关企业，推动新型偏振和椭偏技术方法

的技术转化和成果推广。 

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同仁莅临本届盛会！ 

 

 
 

 

第三届全国偏振与椭偏测量研讨会组委会 



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11-13 日 

会议地点：深圳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CII-一层多功能厅 

 
摘要截稿日期：2018年 10月 31日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 

承办单位：广东省偏振光学检测与成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圳市无损检测与微

创医学技术重点实验室，华中科技大学数字制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暨南大学光电工程系，深圳

中国工程院院士活动基地，深圳中国科学院院士活动基地  

协办单位：武汉颐光科技有限公司，中兴仪器(深圳)有限公司，上海昊量光电设

备有限公司 

 

 

一、会议委员会 

1.1. 会议学术委员会（按字母顺序排序） 

名誉主席：金国藩 院士（清华大学） 

姜会林 院士（长春理工大学） 

莫  党 教授（中山大学） 

主席：褚君浩 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委员：陈  赤 研究员（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陈良尧 教授  （复旦大学） 

陈涌海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冯哲川 教授  （广西大学） 

高美珍 教授  （兰州大学） 

何贤强 研究员（国家海洋局二所） 

胡志高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黄志明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靳  刚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金伟其 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 

雷惊雷 教授  （重庆大学） 

李斌成 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李 晶 教授  （复旦大学） 

李凌杰 教授  （重庆大学） 

李艳秋 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 

连  洁 教授  （山东大学） 

刘林华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世元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刘燕德 教授  （华东交通大学） 

刘正君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吕云峰 教授  （长春师范大学） 

马  辉 教授  （清华大学） 

彭  翔 教授  （深圳大学） 

屈中权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邵晓鹏 教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孙晓兵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王东光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王松有 教授  （复旦大学） 

王向朝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与精密机械研究所） 

王 峰 教授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吴太夏 教授  （河海大学） 

邢廷文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颜昌翔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晏  磊 教授  （北京大学） 

阳生红 教授  （中山大学） 

曾爱军 教授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张淳民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张荣君 教授  （复旦大学） 

张曰理 教授  （中山大学） 

张增明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赵慧洁 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永强 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赵云生 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 

郑玉祥 教授  （复旦大学） 

朱京平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左  娟 教授  （厦门理工大学） 
 

1.2. 青年学术委员会 

委员： 曹奇志 副教授     （广西师范学院） 

陈修国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 

陈艳艳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仿生研究所） 

陈  伟 副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 

费义艳 副研究员   （复旦大学） 

韩  阳 副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 

何宏辉 副研究员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侯俊峰 高级工程师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胡春光 副教授     （天津大学） 

胡浩丰 副教授     （天津大学） 

江  浩 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廖  然 博士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牛  宇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齐  财 副研究员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装备所） 

邱志刚 技术总监   （中兴仪器） 

孙仲秋 副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 

王  晓 副教授     （济南大学） 

曾  楠 副研究员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张传维 总经理     （颐光科技） 

 

1.3. 会议组织委员会 

主席：马  辉 教授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刘世元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晏  磊 教授    （北京大学） 

委员：何永红 教授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孙树清 教授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陈  哲 教授    （暨南大学） 

马  岚 教授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廖庆敏 教授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曾  楠 副研究员（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黄富荣 副教授  （暨南大学） 

何宏辉 副研究员（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程雪珉 副研究员（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吴  剑 副教授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廖  然 博士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江  浩 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陈修国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 

谷洪刚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 

石雅婷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 

张传维 总经理  （颐光科技） 

邱致刚 技术总监（中兴仪器） 

 

1.4. 会务组地址及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南山区西丽大学城清华校区 D303B 

邮政编码：518050 

会议邮箱：pe2018@sz.tsinghua.edu.cn 

联 系 人：曾楠 副研究员 (0755-26036427) 

郭峻 工程师 (0755-26036361) 

 



二、征文专题 

本次研讨会初定分为两个大类十个专题讨论： 

 

A. 散射介质中偏振光传播理论、测量技术与应用 

1. 偏振光与散射介质的相互作用新现象、新机理 

2. 斯托克斯与穆勒矩阵测量及成像原理、技术、方法和仪器 

3. 偏振光天文观测与偏振遥感 

4. 偏振数据分析和微观结构偏振特征提取方法 

5. 偏振方法在复杂样品和过程检测中的应用，包括但不限于： 

a) 生物与材料成像 

b) 悬浮颗粒物检测 

c) 传感与工业检测 

 

B. 椭偏相关理论方法、仪器研制与应用 

1. 椭偏研究新模型、原理、技术和方法 

2. 偏振器件设计新原理、新方法及其制造工艺 

3. 椭偏仪设计、误差分析和标定校准方法 

4. 光谱和时间分辨椭偏测量系统原理、方法及应用 

5. 椭偏测量的应用，包括但不限于： 

a) 超材料、纳米结构及纳米颗粒 

b) 有机与光伏材料、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c) 金属材料、磁性材料及应用物理学 

d) 生物材料、手性材料及生物仿生学 

e) 新型薄膜、材料、器件及界面研究 

f) 电化学及化学计量学中的应用 

 

 

征稿要求  

来 稿 请 先 投 一 页 纸 详 细 摘 要 ， 通 过 Email 发 到 会 议 专 用 邮 箱

pe2018@sz.tsinghua.edu.cn，由会务组统一编辑整理。研讨会期间将提供摘要文集。 

 

服务信息： 

 会议期间食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  

 

费用： 
国内：教师 2000，学生 1500, 如在 2018 年 10月 31日之前完成注册缴费，可分别

减免 500元 

  



大会报告： 

 

1. 褚君浩院士（中科院上海技物所）：椭偏和偏振测量学前沿进展  

2. 姜会林院士（长春理工大学）：偏振光学及其在遥感领域的应用  

3. 顾瑛院士（解放军总医院）：激光医疗检测的挑战——针对生命活体的无标记多

尺度定量成像 

4. 尤政院士（清华大学）：待定  

5. 刘文清院士（安徽光机所）：待定 

6. Dan Elson（帝国理工）：偏振内窥 Colour polarization-resolved imaging with 

clinical endoscopes 

7. Tatiana Novikova（巴黎理工）：Biomedical diagnostics with Mueller imaging 

polarimetry 

8. Jessica Ramella（迈阿密国际大学）： Towards the determination of 

spontaneous preterm birth risk with polarization based imaging of the 

uterine cervix extracellular matrix. 

9. Bob Wang （Hinds Instrument，CTO）：New frontiers of ellipsometry. 

10. Stefan Zollner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