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微纳光子学研究组招生介绍

本研究组将在下列方向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研究人员，欢迎
咨询及报名。


 研究方向
 微纳光纤传感器
Nanofiberopticalsensors
微纳光纤具有尺寸小、光场约束能力强、倏逝波比例大、易于弯曲等优点，在制备高灵
敏度、快速响应、微型化的光学传感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国内外有许多研究组从事微纳光
纤传感器的研究工作，研究表明微纳光纤传感器在生命科学、环境监测、食品安全检测等领
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而且越来越接近实用水平。本研究组是国际上微纳光纤及其传感器
应用研究方面的代表性研究组之一，具备国际一流的研究基础和实验设备，致力于微纳光纤
传感新原理、新结构和新技术方面的研究，同时发展具有实用前景的高灵敏度、快速响应、
微型化微纳光纤传感器（例如：用于虚拟现实、人机交互、智能数据手套的传感器；用于康
复治疗的人体生理指标监测的传感器；用于体外检测的高灵敏度生化传感器等等）
。



(A)







(B)






（A）与微流控芯片集成的微纳光纤；
（B）聚合物包埋的微纳光纤。


 表面等离激元光子学及器件
Surfaceplasmonicsandnanophotonicdevices
随着未来信息技术和纳米技术的不断发展，光子器件及其互联光路的特征尺寸将逐步由
亚波长向深亚波长及纳米尺度迈进，表面等离激元因其具有强光场约束、表面场增强等特性，
成为突破衍射极限、实现深亚波长尺度约束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已经在高性能传感、超快光

子器件、高密度光子集成、量子光学等领域显示出巨大的应用潜力。本研究组一直从事表面
等离激元光子学及器件应用方面的研究，在“光子-表面等离激元”复合结构激光器、金属
纳米线气体/液体传感器、金属颗粒掺杂功能化聚合物波导等新型微纳光子器件方面取得了
重要的研究进展，多项研究结果被《NatureChina》、《NPGAsiaMaterials》等学术刊物
专题报道。本方向将致力于表面等离激元新原理、新现象、新技术的研究，进一步在更小尺
度、更强约束的深亚波长结构中研究表面等离激元的新特性，研究其在超强约束导波、生物
/化学传感、以及表面等离激元激光器、调制器等非线性光学器件方面的应用，同时，对于
未来超衍射极限光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A)

(B)

(C)


（A）表面等离激元波导特性；（B）表面等离激元激光器；（C）表面等离激元传感器。


 光量子信息与器件
Quantumphotonicsanddevices
量子信息科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研究领域，它的发展不仅给经典信息科学带来了新
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又极大丰富了量子理论本身的内容。类似于激光器在光学研究中的重要
地位，在以光子为媒介的光量子信息研究中，单光子、纠缠光子对是最为基本的量子光源。
本方向主要采用两种技术手段，在凝聚态领域研究量子光源的制备及应用：1. 利用微纳光
纤、非线性晶体微腔（与上海光机所程亚研究员合作）等微纳结构的光学非线性效应来制备
量子光源；2. 利用胶体量子点（与浙江大学化学系彭笑刚教授合作）等分立能级系统制备
量子光源及功能器件。我们在相关样品的制备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为开展具有特色的研
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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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直径从 2nm 到 8nm 的 CdSe 量子点可以发出不同色彩的荧光；
（b）
（c）半导体量子
点可以用来制备单光子，也可以产生激光；
（d）飞秒激光经过微纳光纤后产生超连续光谱；
（e）飞秒激光直写技术可以在各种光学晶体上制备三维光学微谐振腔。


 纳米光子学前沿基础及应用
FrontiersofNanophotonics
上世纪 50 年代，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名言“All thesefifty years of conscious
broodinghavebroughtmenonearertotheanswertothequestion,'Whatarelight
quanta?' Nowadays every Tom, Dick and Harry thinks he knows it, but he is
mistaken. (Albert Einstein, 1954)”，指出了我们对光的认识程度和目标；著名物理学家
Feynman 的名言“There’splentyofroomatthebottom”
，被认为是现代纳米科学与
技术的开端。结合光学与纳米技术，在新的尺度上研究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理论、技术和应
用，是二十一世纪光子学和纳米技术的学科前沿方向，蕴含突破经典光学理论与技术的巨大
挑战和希望。我们在一维导波结构（纳米线、纳米光纤等）的基础上，结合零维（量子点、
表面等离激元纳米颗粒）和二维（石墨烯、光学薄膜等）功能纳米结构，研究亚波长尺度上
光的产生、传输、转换、调制、探测等微纳光子学技术，探索和发展新一代纳米波导、激光、
传感、调制、探测等微纳光子器件及其应用。

 教师简介

 在研主要项目
2016－2021 “飞秒-纳米时空分辨光学实验平台”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2015－2018 “超小型高重频石墨烯锁模微纳光纤激光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5－2018 “微纳光纤谐振腔耦合的单纳米棒表面等离激元共振传感器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4－2018 “新型高品质微腔中的光子与电子态耦合”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课题
2013－2017 “纳米线光子器件与激元调控研究”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课题
2013－2016 “基于微纳光纤-微流控芯片的表面等离激元生物传感器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教师简介
张磊
工作经历
2006－今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后（2006），副研究员（2008），副
教授（2010）
2012－2014   佐治亚理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访问学者
2003－2006   浙江大学，博士（分析化学）
2001－2003   湖南力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
1994－2001   中南大学，学士（分析化学 1998），硕士（分析化学 2001）
研究方向
纳米光子学、微纳光纤传感器、光流控器件和传感器
学术论著
在 NanoLetters、AdvancedMaterials、Labona 
Chip 等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SCI 引用 500 余次

“愿与你在实验室享受科研的乐
趣，在羽毛球场上挥洒青春的汗
水，在天地间感受光影之美！”

业余爱好：羽毛球（曾经参加全
国大学生羽毛球赛和省市级业余
羽毛球赛），园艺

郭欣
工作经历
2012－今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副研究员（2012），副教授（2016）
2014－2015   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工程学系，访问研究
2010－2012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讲师
2005－2010   浙江大学，博士（光学工程）
2001－2005   四川大学，学士（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研究方向
表面等离激元光子学、微纳光子器件
学术论著
在 NanoLetters、Laser&PhotonicsReview、AccountsofChemicalResearch 等期刊
发表论文 20 余篇，1 篇论文入选 WebofScience 的 ESI 高引论文（Highlycitedpaper）
国际学术会议报告
在 CLEO、ACP、APOS 等国际学术会议做报告 10 余次
奖励荣誉
2014 年浙江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4 年）
第八届饶毓泰基础光学奖优秀奖（2013 年） 
2012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2012 年） 
2010 年度浙江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 
2010 年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2010 年）
学术兼职
担任 ACSNano、Nanoscale、OpticsExpress、AppliedPhysicsLetters、NPGAsia
Materials、IEEEPhotonicsTechnologyLetters 等期刊独立审稿人

“在更小的尺度上，
有更大的空间”

方伟
工作经历
2009－今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2006－2008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博士后）         

2000－2006   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University）物理系（博士）
1995－1999   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   
研究方向
光学微腔、半导体量子点、量子光源
学术论著
在 PNAS、PhysicsReviewLetters、JournaloftheAmericanChemicalSociety、Optics
Letters 等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SCI 引用 1900 余次

“太阳用连续的光谱展示多彩的
天地万物，我们用一两个光子探
索神奇的量子世界。”

业余爱好：摄影，音乐


童利民
工作经历
2004－今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2004），长江特聘教授（2012）
2001－2004   哈佛大学应用科学与工程学院，访问学者（2001）         
1997－2001   浙江大学物理系，助研（1997），副教授（1999）
1987－1997   浙江大学，学士（物理学 1991），硕士（光学 1994），博士（材料 1997）
研究方向
纳米光子学、低维光子结构、微纳光子器件
学术论著
在 Nature、NanoLetters 等发表学术论文 160 余篇，SCI 引用 5200 余次
学术专著 1 本、专著章节 6 章
国际学术会议邀请报告
大会报告(PlenaryTalk)3 次，教程报告（TutorialTalk）3 次，特邀报告 50 余次
奖励荣誉
2000  国防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00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006  中国青年科技奖
2006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奖（一等奖）
2007  中国光学学会“王大珩”中青年科技奖
2012  教育部长江学者
2013  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万人计划）

2014  OSAFellow
2014  浙江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学术兼职
2015－2016  美国光学学会 R.W.Wood 奖评委会委员（2015）、主席（2016） 
2016－今    Optica 期刊 副编辑
2013－今    OpticsCommunications 期刊 咨询编辑 
2009－2015  OpticsExpress 期刊 副编辑
2008－今    ChineseOpticsLetters 期刊 编委
2009－今    PhotonicSensors 期刊 编委
2015－今    ChinesePhysicsB 期刊 编委

“Join us to explore the
natur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rt of light on the
nanometer scale”

业余爱好：乒乓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