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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M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日程
日期

时

间

事

项

10:00-21:00

报 到 / 注 册

14:00-20:30

POSTER / 展 览

08:30-18:00
10/16

Y-第七届 IFAM 优秀青年科学家论坛
T1-海洋新材料与腐蚀防护论坛
F3-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技术论坛

14:00-18:00

X-含能材料论坛
T2-材料流程工业“碳中和”圆桌会议
T3-绿色化工新材料产业化论坛

10/17

08:30-17:00

开幕式及论坛大会报告

08:30-17:30

POSTER / 展 览

18:30-20:00

晚 餐

08:30-15:30

展 览
B1-先进钛合金结构材料论坛
B2-先进镁合金结构材料论坛
B3-先进铝合金结构材料论坛
C-材料服役行为论坛
D-新能源材料论坛
E-先进高分子材料论坛
F1-先进陶瓷及陶瓷基复合材料论坛
F2-先进金属基复合材料论坛
G-先进磁性材料论坛
H-电子信息材料论坛
J1-材料界面与表征论坛

10/18

J2-超声材料科学与技术论坛
08:30-17:30

K-计算材料学论坛
L-增材制造材料制备与成形技术论坛
M-材料智能制备加工论坛
N-超材料论坛
P-先进膜材料论坛
Q-生物医用材料论坛
R-高熵合金与非晶材料论坛
S-纳米材料论坛
U-凝固与铸造成型技术论坛
V1-新型玻璃材料论坛
V2-低碳水泥和混凝土材料论坛
W-石墨烯材料论坛暨第八届石墨烯青年论坛
Z-冶金新技术论坛

10/19

离 会

地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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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M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
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材料学术联盟、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
咨询委员会和中国材料研究学会自 2011 年起开始主办“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
（IFAM）”系列会议，以把握材料研究发展的前沿动态，加快培育中国材料青年人才，
成为了新材料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活动和反映国内外材料学科发展最新趋势的
高端平台。IFAM 每届会议根据最新研究热点和地区特色设置若干分论坛，所有报告均
为邀请或推荐报告，具有极高的时效性和参考价值。
由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位承
办的“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IFAM2021）”将于 2021 年 10 月 16 日10 月 18 日在宁波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论坛已邀请了 400 余位国内外知名材料科学家
在超材料、材料界面与表征、超声材料、计算材料学、高熵合金与非晶材料、生物医用
材料、轻质金属结构材料、增材制造材料制备与成形技术、材料服役行为等 27 个分会
作精彩报告。会议联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组织的“IFAM
第七届优秀青年科学家论坛”，吸引了 100 余位优秀青年学者在金属材料、能源材料、
纳米材料、功能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催化材料等领域作报告。本次会议还设立了海
洋新材料与腐蚀防护论坛、材料流程工业“碳中和”圆桌会议、绿色化工新材料产业化
论坛，共享新材料发展成果。热忱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和产业单位人士出席！

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国家科技部高新司 / 国家科技部基础司 / 国家科技部社发司 /
国家工信部原材料司 /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 宁波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
上海交通大学 / 浙江大学 / 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 / 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 /
宁波市科技局 /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合作承办：甬江实验室 / 东华大学 / 浙江工业大学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 宁波大学 / 宁波工程学院 /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 浙江大学宁波工业技术研究院 / 南京大学 /
东南大学 / 上海大学 / 南京理工大学 / 中国新材料产业促进创新中心 /
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 / 宁波市科技局 / 宁波市发改委 / 宁波市经信局 /
宁波市科协 / 中科院宁波所新材料初创产业园 / 镇海炼化 / DT 新材料
名誉主席：周 廉
主
席：薛群基、陈建峰、刘炯天、徐惠彬、李言荣、魏炳波、丁文江、谢建新、
李 卫、聂祚仁、陈祥宝、李仲平、蹇锡高、王玉忠、吴 锋、周 济、
张联盟、董绍明、宫声凯、彭 寿、李贺军、张平祥、毛新平、刘正东
执行主席：黄政仁、崔 平、杨为民、孙宝德、张 荻、刘 庆、韩高荣、严 密、
李小年、钟关华
秘 书 长：贾豫冬、王立平、王爱红、汪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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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
主
任：周 廉、薛群基、徐惠彬、李言荣、谢建新、高瑞平
顾
问：才鸿年、曹湘洪、柴立元、陈芬儿、陈建峰、陈立泉、陈祥宝、戴厚良、
丁传贤、丁文江、董绍明、范守善、傅恒志、付贤智、干 勇、高从堦、
宫声凯、郭万林、韩雅芳、何季麟、黄伯云、黄小卫、蹇锡高、江东亮、
姜德生、李贺军、李述汤、李 卫、李元元、李仲平、刘昌胜、刘炯天、
刘维民、刘正东、刘忠范、刘中民、吕 坚、南策文、毛新平、聂祚仁、
欧阳平凯、潘复生、彭 寿、钱 锋、钱旭红、邱定蕃、邱冠周、任其龙、
桑凤亭、孙传尧、谭天伟、屠海令、涂善东、汪卫华、王国栋、王海舟、
王一德、王迎军、王玉忠、王震西、王中林、魏炳波、吴 锋、吴以成、
徐南平、杨德仁、张联盟、张平祥、张清杰、张兴栋、张 泽、赵东元、
郑裕国、周克崧、周 济、周 玉、朱美芳、邹志刚、左铁镛
委

员：包建文、曹晓东、常 辉、陈 亮、陈弘达、陈人杰、陈晓峰、陈延峰、
成来飞、程兴旺、崔素萍、戴圣龙、邓龙江、董 翰、崔 平、翟 薇、
丁向东、杜 勇、范润华、冯吉才、付前刚、傅正义、耿 林、顾 宁、
顾忠伟、关绍康、郭宝春、郭洪波、郭俊杰、郭 强、郭学益、憨 勇、
韩恩厚、韩高荣、韩晓东、贺高红、侯仰龙、胡伯平、胡曙光、胡章贵、
黄 辉、黄陆军、黄卫东、黄险波、黄玉东、黄政仁、姜 涛、姜 勇、
蒋 斌、蒋成保、介万奇、李光宪、李红霞、李建峰、李金山、李润伟、
李小年、李晓刚、李长久、梁淑华、林 鑫、林均品、林元华、刘 敏、
刘 庆、刘 咏、刘日平、刘雪峰、刘兆平、刘振宇、娄延春、陆春华、
吕昭平、马朝利、马建中、马天宇、马秀良、马宗义、麦立强、潘 峰、
潘锦功、庞思平、钱春香、秦高梧、任晓兵、单智伟、沈晓冬、史玉升、
疏 达、宋力昕、宋克兴、宋晓艳、宿彦京、隋曼龄、孙 军、孙宝德、
孙立涛、孙志梅、汤慧萍、汪 洪、汪爱英、王 华、王 勇、王沂云、
王发洲、王慧远、王京阳、王快社、王立平、王鲁宁、王 强、翁 端、
魏世忠、吴爱国、吴成铁、吴 迪、吴国华、吴世平、吴玉峰、武高辉、
肖伯律、肖忠良、邢丽英、邢卫红、徐宝强、徐 坚、徐 卓、许并社、
许小红、闫春泽、严 密、杨 斌、杨 槐、杨为民、杨为佑、杨中民、
姚 燕、于振涛、余 倩、余 森、张 荻、张福成、张立群、张淑芬、
张万里、张雪峰、张 勇、张一敏、张增志、张志东、赵永庆、赵跃民、
郑 强、周少雄、朱建锋、曾小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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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注册
一、注册方式
方式一：会议公众号“IFAM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
方式二：会议网站 http://www.ifamat.com
二、会议注册费用及支付方式
注册类型
学生代表
正式代表
2021 年 9 月 10 日以前（含 10 日）
1600 人民币
2500 人民币
2021 年 9 月 10 日以后
1800 人民币
2700 人民币
现场注册
2000 人民币
3000 人民币
付款方式：官网支付、汇款或注册同时微信支付
汇款信息：
注册完成后获得注册编号
汇款请注明：注册编号+注册人姓名
并登录个人中心上传汇款凭证
户 名：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未央支行
账 号：3700 0236 0920 0131 322
联系人：张雪莹
电 话：029-86226599
传 真：029-86282362 邮箱：ifam2021@nimte.ac.cn
三、会议论文出版
会议面向各位与会专家、学者、在读学生广泛征集与会议主题相关的论文，内容包
括新材料相关领域各分论坛方向，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综述、研究报告、评述等。所收论
文由会议学术委员会审阅，被录用后将刊登在《中国材料进展》期刊（中文核心）上。
优秀稿件可网络首发。详细信息请访问论坛官网：http://www.ifamat.com；截稿日期：
2021 年 11 月 20 日。
联系人：惠 琼 180 9188 6252，张雨明 150 2918 6753
四、会议 POSTER 征集
POSTER 摘要应包含研究背景、实验、实验结果、主要结论等。报告尺寸为：
900*1500 mm（竖版），JPG 格式。纸质版需自行制作。会议设置优秀 POSTER 奖，
并颁发奖状；截稿日期：2021 年 9 月 25 日。
联系人：吴 锐 157 7191 5579（《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娄 明 176 3070 9226（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五、会议展览
会议同期的专业展览会诚挚邀请有意向的科研院所、企业单位等积极参与，共享研
发成果。展会旨在为国内材料科研工作者、材料制造企业家及实验室设备厂商搭建了解
学科前沿的窗口，构建学术与产业沟通的桥梁，尽显企业风采！
联系人：费蒙飞 132 6155 0968，富甘霖 138 1132 0379
五、酒店预订
会议酒店：宁波香格里拉大酒店（豫源街 88 号）
宁波东港喜来登大酒店（彩虹北路 50 号）
联系人：娄 明 176 3070 9226（预计预订开通时间 2021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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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先进钛合金结构材料论坛
钛合金具有比强度高、密度小、耐腐蚀等一系列优异特性，是一种理想的结构材料，
在航空、航天、舰船等领域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是国防军工所必须的重要战略物
资。先进钛合金结构材料的研究与应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民飞机、发动机、宇
航飞行器等高科技装备领域的发展水平。先进的钛合金结构材料是金属材料领域研究热
点，高温钛合金结构材料、高强韧钛合金及复合材料、先进钛合金设计方法、先进钛合
金材料加工方法等是本领域的研究重点。本论坛旨在介绍我国在先进钛合金结构材料领
域的发展前沿及重大成果，讨论本领域的研究趋势，促进学术成果交流和转化，共同推
进先进钛合金结构材料的发展。热忱欢迎来自于高校、研究院所、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
员和管理人员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南京工业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顾
问：周 廉、干 勇、黄伯云、才鸿年、何季麟、谢建新
主
席：丁文江、聂祚仁、潘复生、张平祥
秘 书 长：赵永庆、程兴旺、常 辉

论坛联系人
李思兰：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186 2929 9494，silan135@163.com

拟邀请报告人
赵永庆、耿 林、孙巧艳、雷力明、寇宏超、王 琳、肖文龙、陈 玮、朱言言、
董 闯、郑 功、吕逸帆、葛 鹏、马英杰、王 清、梁永锋、王凯旋、王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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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先进镁合金结构材料论坛
镁合金作为 21 世纪绿色清洁、轻量化金属结构材料，在国防装备、航空航天、轨道
交通、通讯等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我国是镁资源大国，也是镁合金研发和应用
大国，发展新型高性能先进镁合金，发挥其在结构材料领域的重要作用，是镁合金研究
领域的当务之急。然而镁合金在应用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瓶颈问题。因此，本分论坛围
绕镁合金应用过程中的瓶颈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探讨制约镁合金应用的关键基础科学问
题和开发先进镁合金材料设计新方法，以及镁合金先进成型制备加工技术，以共同推动
我国高性能镁合金研发和应用进程。
热忱欢迎来自于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管理人员、工程技术
人员踊跃参加。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重庆大学
东北大学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顾
问：周 廉、干 勇、黄伯云、才鸿年、何季麟、谢建新
主
席：丁文江、聂祚仁、潘复生、张平祥
秘 书 长：曾小勤、蒋 斌、秦高梧、关绍康

论坛联系人
王静雅：上海交通大学，150 2642 6312，jingya.wang@sjtu.edu.cn

拟邀请报告人
关绍康、杨院生、秦高梧、蒋 斌、王慧远、曾小勤、单智伟、董
郑玉峰、袁广银、彭秋明、邹建新、王晓军、张 涛、信运昌

杰、李

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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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先进铝合金结构材料论坛
铝合金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材料，也是占比最大的轻质结构材料。我国的先进铝合金
材料研究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科学前沿，材料科
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在材料设计、材料制备、材料表征、材料应用等方面均取得了许多
重要进展。本论坛旨在介绍先进铝合金材料领域的前沿进展及工程应用中的重大成果，
研讨发展趋势、促进合作交流，推动先进铝合金结构材料的高水平发展。论坛将邀请国
内及国际铝合金材料领域的著名专家作报告，热忱欢迎来自于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
单位的专家、学者、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踊跃参加。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北京工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南大学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顾
问：周 廉、干 勇、黄伯云、才鸿年、何季麟、谢建新
主
席：丁文江、聂祚仁、潘复生、张平祥
秘 书 长：戴圣龙、甄 良、黄 晖、吴国华、李劲风

论坛联系人
臧金鑫：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138 1077 8342，apple_zjx@163.com

拟邀请报告人
林建国、戴圣龙、甄 良、黄 晖、吴国华、李劲风、单德彬、刘 刚、沙
张兴国、黄晓旭、赵丕植、王黎明、程普强、章 骏、Geoff Scamans、
Jonathan Martin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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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材料服役行为论坛
材料服役行为是材料科学与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新材料的研发失败，主要是
由于难以满足最终的使役性能要求。澄清服役环境中材料的损伤机理、认识其损伤动力
学过程、评价工程结构的安全性与服役寿命、发展延长寿命的措施（包括评价技术延寿、
研发新材料、表面改性与防护涂层等）是该领域的重要任务。这些问题也是目前高铁、
核电、氢能、航空、航天、油气、海洋、基础设施与新基建等多领域中碰到的难题。本
论坛围绕工程结构的腐蚀、疲劳、磨损等主要失效形式进行研讨，试图为新材料研发，
特别是为保障重要工程结构的服役安全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
热忱欢迎高校、研究院所、企事业单位人员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广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广东腐蚀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主
席：柯 伟、薛群基、周克崧、宫声凯、涂善东
召 集 人：韩恩厚、郑开宏、郭洪波、张显程、汪爱英

论坛联系人
王 媛：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134 6404 9904，yuan209108@imr.ac.cn

拟邀请报告人
张哲峰、武晓雷、陈 光、张显程、王俭秋、陈 辉、彭 晓、郭洪波、田
杨 军、李铸国、胡文彬、汪爱英、陈新民、郑士建、张跃飞

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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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新能源材料论坛
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发展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战略，在新能
源技术领域的大规模存储、能源互联网、新能源汽车、智慧能源等重大应用中，新型高
性能二次电池、氢能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等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举行之际，作为论坛系列活动之一，专门组织召开“新
能源材料论坛”。由我国能源材料领域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参与，所有报告人均为国
内新能源材料领域的知名专家。
热忱欢迎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人员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能源转换与存储材料分会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二次电池与新型电源分会
承办单位：国家高技术绿色材料发展中心
北京理工大学绿色能源研究所
北京理工大学前沿技术研究院（济南）
中科院物理所清洁能源中心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大学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支持单位：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主
席：陈立泉、吴
召 集 人：陈人杰、陈

锋、蹇锡高
亮、刘永锋、杨旭东

论坛联系人
陈人杰：北京理工大学，136 7135 0662，chenrj@bit.edu.cn
陈 亮：中科院宁波所，137 3618 8420，chenliang@nimte.ac.cn

拟邀请报告人
黄学杰、夏定国、徐盛明、张新波、李先锋、陈立桅、周豪慎、潘洪革、胡方圆、
汤卫平、许晓雄、杨全红、高洪才、钟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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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先进高分子材料论坛
高分子材料是由相对分子质量较高的化合物构成的材料，包括橡胶、塑料、纤维、
涂料、胶粘剂和高分子基复合材料等。合成的高分子材料品种繁多，已被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电子电气、核能、舰船、汽车、高铁等领域，对高速、轻量化、远航程具有重
要的意义，属于重要的战略性新材料。在“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举行之
际，作为论坛系列活动之一，特别邀请了国内高分子材料领域的知名专家组织召开“先
进高分子材料论坛”。
热忱欢迎各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人员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北京市新型高分子材料制备与成型加工重点实验室（北京化工大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主
席：蹇锡高、王玉忠、王 琪、谭天伟、朱美芳
召 集 人：张立群、黄险波、李光宪、郭宝春

论坛联系人
郭宝春：华南理工大学，136 0272 8018，psbcguo@scut.edu.cn
刘小青：中科院宁波所，186 5822 3538，liuxq@nimte.ac.cn

拟邀请报告人
陈国强、成梦娇、程群峰、贺超良、胡方圆、解孝林、李韦伟、李志波、唐征海、
万鹏博、王 东、徐 坚、杨 槐、杨 伟、杨科珂、张先正、朱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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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先进陶瓷及陶瓷基复合材料论坛
先进陶瓷及陶瓷基复合材料是目前材料科学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先进陶瓷及陶瓷
基复合材料作为新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国防工业以及国家
重大工程等领域的发展，带动传统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升级改造与更新换代，是我国七大
战略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 2025”重点发展的十大领域之一。先进陶瓷及陶瓷基复合
材料正向高性能、高可靠性、功能集成、环境友好、低成本等方向发展。需要攻克的瓶
颈与关键技术包括：高品质陶瓷原材料合成，复合材料组成与结构设计，多功能复合原
理与应用，新材料体系与新结构设计，高性能、低成本复合材料先进制备工艺与工程应
用，高可靠性、大尺寸、复杂部件的制备与加工，节能、降耗、绿色制备与产品，特殊
环境服役性能等。
热忱欢迎高校、研究院所、企事业单位人员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武汉理工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顾
问：江东亮、周 玉、张联盟、李贺军、董绍明
主
席：黄政仁、傅正义、马朝利、成来飞、王京阳、付前刚
召 集 人：吴海波、杨金山、应华根

论坛联系人
吴海波：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139 1782 4859，wuhaibo@nimte.ac.cn

拟邀请报告人
王 皓、邹

冀、熊

翔、焦

健、王京阳、汤素芳、梅

辉、李晓强、罗瑞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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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先进金属基复合材料论坛
金属基复合材料是空天技术、能源、电子通讯和交通运输等领域装备技术更新换代
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其应用广度、生产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材
料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金属基复合材料作为先进复合材料的重要分支，支撑着我
国高新技术产业、国防工业以及国家重大工程的跨越式发展，发展前景广阔。近年来随
着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振兴，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新材料、新
技术层出不穷，研究队伍迅速壮大，我国的金属基复合材料领域迎来了一个蓬勃的发展
时期。
在“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IFAM2021）”举办之际，作为论坛系列活
动之一，特邀请我国金属基复合材料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组织召开本论坛，分享本领域最
前沿技术和成果。热忱欢迎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人员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复合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顾
问：丁文江、潘复生、聂祚仁、李贺军
主
席：张 荻、武高辉、马宗义、耿 林
秘 书 长：郭 强、黄陆军、肖伯律

论坛联系人
谭占秋：上海交通大学，152 1671 2627，tanzhanqiu@sjtu.edu.cn
范根莲：上海交通大学，150 2199 9127，fangenlian@sjtu.edu.cn

拟邀请报告人
吕维洁、丁向东、武高辉、赵乃勤、肖伯律、余 倩、耿 林、李建平、李志强、
王同敏、梁淑华、赵玉涛、沈 平、白 华、岳振明、张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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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技术论坛
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以其高比强度、高比刚度、耐疲劳、抗腐蚀和强可设计性等特
点，在航空、航天、兵器和船舶等高端装备中应用日益广泛，其用量成为衡量高端装备
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并不断向轨道交通、汽车、新能源和文体娱乐等民用领域快速渗透
与扩张。随着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应用推进，结构复合材料向着比强度比模量更高、
更抗冲击和更耐热等方向不断发展，吸波、透波、导电和防隔热等多功能一体化成为结
构功能一体化复合材料发展重点，制造工艺自动化和低成本化成为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
产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必要保障，材料基因组技术和多尺度复合技术为树脂基复合材料
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与手段。
作为本次论坛系列活动之一的“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技术论坛”，将邀请国内知名
专家学者针对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的未来发展趋势展开研讨，共同推进先进树脂基复合
材料技术的发展，并热忱欢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同行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宁波市人民政府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承办单位：先进复合材料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分会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复材中心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主
席：陈祥宝、李仲平、侯
执行主席：邢丽英、包建文

晓、张联盟

论坛联系人
齐 楠：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189 1198 5366，13354203@qq.com

拟邀请报告人
祝颖丹、洪义强、左小彪、晏冬秀、张代军、朱

波、黄发荣、黑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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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先进磁性材料论坛
磁性材料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重要的基础材料，人均用量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是磁性材料研究、生产、消费大国，具有产业规模
大、种类齐全和生产企业多的特点，但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性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
距，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随着国家对新能源的需求日益迫切，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
工业智能化用伺服马达、高效电源等对磁性材料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同时，先进磁性材
料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物理效应和性能，在高效节能电子器件、新型存储材料、柔性电子
器件、电磁兼容等新兴领域有着愈发广泛的应用，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
热忱欢迎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
员踊跃参加。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浙江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中科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天津工业大学
山西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主
席：王震西、都有为、沈保根、李 卫
执行主席：严 密、蒋成保、李润伟、胡伯平、张志东、姜

勇、许小红、侯仰龙

论坛联系人
白国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150 8868 1121，jason_bai@live.com

拟邀请报告人
刘仲武、方以坤、马 嵩、刘 剑、马天宇、王敬民、陈仁杰、满其奎、崔伟斌、
张德林、王 芳、张 鉴、金佳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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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电子信息材料论坛
电子信息材料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是引领信息、能源、健康医疗、交通及
国防等领域发展的强大动力，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产业带动性。先进电子信息材料满
足了爆发性增长的大数据处理、云计算的节电和海量存储需求，在推动物联网、云计算、
智慧城市建设中将发挥巨大作用。随着 5G 移动通信时代的到来，微电子/光电子/磁电
子材料与器件的研发展现了更为诱人的发展前景。目前，微电子材料技术正处于延续摩
尔定律和超越摩尔定律的关键时期，光电子材料及器件制备技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磁
电子材料与器件崭露头角，其研究与应用水平将决定各国在世界高科技产业的战略地位，
世界主要国家均积极发展先进的电子信息材料技术，旨在占领该领域的至高点。
在“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举行之际，作为论坛系列活动之一，专门
组织了本论坛，所有报告人均为电子信息材料研究领域知名专家。热忱欢迎各高校、科
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人员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清华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顾
问：屠海令、李言荣、王 曦、刘
召 集 人：潘 峰、邓龙江、陈弘达

明

论坛联系人
王 瑞：清华大学，132 6345 7400，thinfilms@mail.tsinghua.edu.cn

拟邀请报告人
邓龙江、潘 峰、陈 鑫、田兴友、金潮渊、彭长四、叶继春、王枫秋、戴俊峰、
苏陈良、程迎春、陈焕君、林宏焘、杨中民、林文雄、樊仲维、修发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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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材料界面与表征论坛
材料界面是材料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能量传递和物质输送起着重要作用。随着
对半导体材料、纳米材料、生物材料、智能材料、复合材料、陶瓷材料、镁铝合金材料
等研究的不断深入，材料界面超微观结构、成分与性能之间关系规律的问题日益凸显。
材料界面直接影响着材料的物理、化学、力学等性能以及材料的应用。随着材料科学向
纳米结构尺度的发展，材料的宏观性能越来越依赖于原子尺度的超微观结构。因此，材
料界面微观结构信息的提取对材料性能研究至关重要。高分辨电子显微术和分析电子显
微术作为表征、检测材料超微观结构的重要手段，可以从分子、原子尺度上研究材料界
面的超微观结构，从而揭示材料界面结构对性能的影响。
“IFAM2021”设立的“材料界
面与表征论坛”已经召开七届，成为我国材料界面结构表征领域的一次高级别、高水平
的盛会，热忱欢迎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工作者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
承办单位：太原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支持单位：捷欧路（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顾
问：张 泽
主
席：许并社、韩晓东、单智伟、马秀良、隋曼龄、王
秘 书 长：余 倩、郭俊杰

勇

论坛联系人
郝晓东：陕西科技大学，177 1956 7937，hao.xiaodong@sust.edu.cn

拟邀请报告人
马秀良、单智伟、苏 东、陈春林、高 鹏、王江伟、谷 林、余 倩、田 鹤、
杜 奎、王 勇、韩晓东、隋曼龄、孙立涛、陈江华、贾春林、白雪冬、车仁超、
周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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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超声材料科学与技术论坛
“超声材料科学与技术”这一新兴交叉学科方向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一是产
生超声波所需功能和结构材料的设计制备与结构性能；二是基于新材料的高性能超声换
能器、传感器和作动器的设计和制造；三是高强超声场中新型材料的合成制造与性能调
控；四是采用超声波分析表征材料结构和性能；五是超声场中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医学新
现象新规律。在“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设立“超声材料科学与技术”专
题论坛，邀请国内外该领域知名专家做邀请报告，分享本领域最前沿技术和成果。
热忱欢迎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人员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顾
问：魏炳波、冯吉才、徐 卓、郑海荣
主
席：翟 薇、宋晓国、李 飞、邱维宝
召 集 人：王建元、耿德路、陈 芳

论坛联系人
耿德路：西北工业大学，136 3670 0864，gengdl@nwpu.edu.cn
陈 芳：西北工业大学，180 9263 0695，chenfang820811@nwpu.edu.cn

拟邀请报告人
翟启杰、丁向东、宋晓国、计红军、王
朱俊杰、靳 立、张 乐、蔡飞燕、王
惠希东、王西安、吴家刚

颖、陈
骥、闫

超、石 磊、丛保强、肖 勇、
娜、刘志伟、陈瑞润、陈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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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计算材料学论坛
作为“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重要的系列活动之一，
“计算材料学论坛”已
在成都、西安、上海、南京、沈阳、武汉等城市连续举办了 10 届。继美国之后，国内
的计算材料学研究在国际化和前沿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引起材料界的热烈反响。
延承既往的发展理念，在我国相关高等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制造企业共同参与下，
以集成化的“多尺度计算-高通量实验-数据库技术”为核心内容。
“计算材料学论坛”特
别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作关于计算材料学领域最新项目与进展的专题报告，主题涵盖
高通量计算、跨尺度计算模拟、数据库技术、材料人工智能等，热忱欢迎各高校、科研
院所和企事业单位人员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
南京工业大学集成计算材料工程研究所
北京材料基因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主
席：周 廉、谢建新、张统一
秘 书 长：孙志梅、杜 勇、崔予文、宿彦京、汪

洪

论坛联系人
缪奶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88 0127 8959，nhmiao@buaa.edu.cn

拟邀请报告人
汪 洪、崔予文、刘兴军、刘 峰、魏苏淮、王金兰、李震宇、秦高梧、孙志梅、
陈星秋、孙宜阳、刘 伟、单 斌、刘 轶、张 伟、徐 明、尹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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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增材制造材料制备与成形技术论坛
增材制造技术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引发了研究人员对增材制造的
持续高度关注。增材制造材料的制备与成形技术一直是增材制造技术的关键，经过近四
十年的研究，增材制造材料基本形成了金属、聚合物、陶瓷三大类材料及其复合材料，
与这些材料相关的成形技术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增材制造包括 3D 打印、4D 打印等。
3D 打印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 4D 打印的研究如日方升。4D 打印是近几年兴起的颠覆
性制造技术，它是一种制造智能构件的技术。3D 打印和 4D 打印都是材料、力学、机
械、仿生等多学科交叉的技术，在航空航天、生物医疗、汽车、电子以及日常生活领域
都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本论坛邀请我国增材制造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作报告，
分享本领域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
热忱欢迎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等专家、学者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华中科技大学增材制造陶瓷材料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金属多孔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工业大学 3D 打印中心
南京尚吉增材制造材料研究院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协办单位：北京市数字化医疗 3D 打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武汉华科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交通大学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型金属构件增材制造国家工程实验室
华曙高科高分子复杂结构增材制造国家工程实验室
顾
问：周 廉、卢秉恒、戴克戎、王华明、聂祚仁
主
席：史玉升、汤惠萍、黄卫东、常 辉
秘 书 长：闫春泽、林 鑫

论坛联系人
吴甲民：华中科技大学，186 9615 4615，jiaminwu@hust.edu.cn
刘满平：江苏大学，152 6298 7925，manpingliu@ujs.edu.cn

拟邀请报告人
杨永强、魏

军、马宗青、万宏远、张广平、杨义浒、刘满平、鲁中良、田小永、

陈张伟、王

迪、韩泉泉、闫春泽、张

升、李瑞迪、周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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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材料智能制备加工论坛
一代新材料，造就一代新装备，引领一代新产业。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和新一代人
工智能技术，正在与材料制备加工技术深度融合，给材料制造业带来新的理念、模式、
技术和应用。深入研究并发展智能化设计与制备加工基础理论和关键工艺技术，是促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前沿发展、加速高性能材料研发与应用、提升创新水平的重要途径，
也是材料制备加工的发展前沿方向。
材料基因工程、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库技术和先进控制技术
等给传统的材料制备加工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与变革。材料智能制备加工技术创新对驱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新材料的研制和复杂材料构件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带来
了新的学术挑战和机遇。在“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举行之际，专门组织
召开“材料智能制备加工论坛”，研讨材料制备加工过程的智能工艺设计、全过程优化、
数字孪生与虚拟制造等理论、技术与应用。本论坛所有报告人均为国内材料智能制备加
工领域的知名专家，热忱欢迎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人员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宁波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协办单位：上海市先进高温材料及其精密成形重点实验室
北京材料基因工程高精尖创新中心
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轻合金精密成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
席：谢建新、丁文江、王华明、李德群
秘 书 长：孙宝德、王新云、疏 达、付华栋

论坛联系人
汪东红：上海交通大学，138 1740 7437，wangdh2009@sjtu.edu.cn

拟邀请报告人
王华明、秦高梧、彭 艳、刘振宇、魏世忠、崔振山、赵宇宏、邢宏文、李
付华栋、王洪泽、计效园、王 亮、马洪波、张 茂、董安平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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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超材料论坛
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超材料，是新时代多学科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引起了科技界、
工业界和军工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跨越物理学、材料科学和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研究前
沿。超材料通常具有人工结构、负物性参数等超常性质，其性能主要决定于人工结构。
超材料以其重大科学价值和诸多重大应用受到国际上重视，被《今日材料》评选为材料
科学领域“50年中的十项重大成果之一”，被《科学》杂志列为“21世纪前十年自然科
学领域的十项重大突破之一”。美国国防部专门启动超材料研究计划，将其列为“六大颠
覆性基础研究领域之一”，英特尔等美国最大的六家半导体公司成立了联合基金资助该
领域研发；欧盟组织了相关领域顶尖专家聚焦该领域，并给与高强度经费支持；日本出
台了超材料重大研究计划。中国在多项研究计划中也给与支持。经过多年的发展，超材
料已涵盖电磁学、光学、声学、力学、热学等领域，与光子晶体、等离基元、吸波材料
相伴发展，超材料与常规材料的融合是重要发展趋势，成为材料学科活跃的研究领域。
热忱欢迎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同仁参与本次超材料论坛！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材料研究学会超材料分会
清华大学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浙江大学功能复合材料与结构研究所
上海海事大学材料系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召 集 人：周

济、彭华新、陈延峰、邓龙江、严

密

论坛联系人
范润华：上海海事大学，173 0170 9702，rhfan@shmtu.edu.cn

拟邀请报告人
胡更开、李 涛、陈红胜、张 荻、秦发祥、陈伟球、冯一军、程
周佩珩、刘 峣、赵 乾、李 垚……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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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先进膜材料论坛
先进膜材料是高效分离技术的核心，具有能耗低、效率高、环境友好等优势，已在
水资源利用、环境治理、清洁能源、生命健康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随着一系
列原创性成果、颠覆性技术和重大工程的突破，我国膜产业已形成了 3000 亿的市场规
模，具有万亿级的市场远景。本届“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先进膜材
料”论坛重点交流膜材料领域在科学理论、制备技术、过程集成、应用探索等方面的最
新进展。论坛报告人均为膜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诚挚欢迎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
位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踊跃参加。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Advanced Membranes 编辑部
中科院宁波所高分子与复合材料实验室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顾
问：高从堦、徐南平
主
席：邢卫红
副 主 席：褚良银、李先锋、贺高红、姜忠义、顾学红
秘 书 长：孙世鹏、刘 富

论坛联系人
孙世鹏：南京工业大学，137 0147 0281，ssp@njtech.edu.cn
刘 富：中科院宁波所，139 8938 0669，fu.liu@nimte.ac.cn

拟邀请报告人
褚良银、姜忠义、杨维慎、顾学红、仲崇立、安全福、仲兆祥、王晓琳、赵长生、
徐志康、靳 健、徐铜文、王海辉、李先锋、刘 富、孙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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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生物医用材料论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新技术的注入，生物医
用材料正成为世界经济的支柱产业，而第三次产业革命和医学的进展对生物医用材料科
学与技术也提出了新挑战和新机遇。本论坛旨在研讨国内外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研
究进展和发展趋势及生物材料临床研究与应用进展，致力于促进生物医用材料科学领域
的交流与发展。
热忱欢迎各位专家和学者积极参加！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华南理工大学
郑州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暨南大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名誉主席：张兴栋、王迎军、付小兵、刘昌胜
主
席：于振涛、吴成铁、张 凯、关绍康、陈晓峰、顾忠伟
秘 书 长：吴爱国、曹晓东、余 森

论坛联系人
余 森：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135 7181 3056，ninbrc@163.com
李 娟：中科院宁波所，137 3883 3004，lij@nimte.ac.cn

拟邀请报告人
高长有、常 江、杨 柯、孔德领、张胜民、陈晓峰、宁成云、于振涛、鲁
朱世杰、张 凯、王怀雨、裴 佳、李红梅、李 娟、朱世杰、余 森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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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高熵合金与非晶材料论坛
高熵合金与非晶材料具有高强度、高硬度、高活性、优异的磁性能和催化性能等，
在国防军工、航天航空、石油化工、生物医学、精密机械、消费电子和信息等领域具有
重要应用前景。
在“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举行之际，作为论坛系列活动之一，专门
组织召开“高熵合金与非晶材料论坛”，特邀本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大学、制造与应用
企业共同参与，所有报告人均为国际高熵合金和非晶材料领域的知名专家。
热忱欢迎各位专家和学者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北京科技大学 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田纳西大学
西安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主

席：汪卫华、张

勇、Peter K. Liaw、柳延辉、李扬德、王军强

论坛联系人
宋丽建：中科院宁波所，186 6782 5183，songlj@nimte.ac.cn
张蔚冉：西安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188 1138 9682，zhangweiranruth@163.com

拟邀请报告人
汪卫华、马 恩、井上明久、刘日平、Peter K. Liaw、蒋建中、吕昭平、武晓雷、
Gerhard Wilde、WL Johnson、张 涛、李 毅、董 闯、柳延辉、戴兰宏、
沈宝龙、沈 军、马明臻、卢一平、王 清、冯 涛、蒋敏强、乔珺威、姚永刚、
丁 俊、卢晨阳、李 工、李志明、兰 司、孟军虎、王 琦、谢国强、乔吉超、
马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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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纳米材料论坛
为应对全球范围的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等问题，新兴纳米材料和纳米技
术的研究开发日新月异，逐步呈现全球化、多元化、多学科融合的特点。纳米材料以其
新奇的纳米效应优势，在能源转化与储存、绿色减排、环境检测、生物、医学等领域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在“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举行之际，作为论坛系列活
动之一，拟专门组织召开“纳米材料论坛”。本论坛旨在介绍该领域的前沿进展及工程应
用中的重大成果，研讨纳米材料在能源、环境、生物等领域的发展趋势，促进各领域专
家的合作交流。论坛将邀请纳米材料领域的著名专家作报告，旨在创办一个高水平、高
质量的学术盛会，实现参会各方实质性的互联互通。
热忱欢迎来自于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及出版界同仁踊跃参加！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复旦大学
厦门大学
宁波工程学院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顾
问：Bruce Dunn、Jean-Jacques Gaumet、Patrice Simon
主
席：张清杰、赵东元、麦立强
秘 书 长：杨为佑、魏湫龙、姚霞银、罗 雯

论坛联系人
朱 婷：武汉理工大学，182 7182 9096，mse@whut.edu.cn

拟邀请报告人
张 强、卢
王子运……

磊、高敏锐、吴劲松、李

伟、林

宁、徐宇曦、舒

杰、罗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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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海洋新材料与腐蚀防护论坛
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船舶、海工装备和海岸工程等战略性海洋产业发展迅猛，对
海洋新材料以及腐蚀防护技术的需求极为旺盛，海工装备和海洋安全保障都强烈依赖于
海洋新材料与腐蚀防护技术的快速研发和应用验证。目前，我国主要存在关键海洋工程
材料依赖进口、海洋新材料应用严重依赖逐级验证、缺乏海洋材料的学科和技术体系以
及缺少海洋材料综合性研究平台、海洋工程腐蚀防护的共性及关键性问题认识不足等明
显的短板。为加速推进以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
推动我国海洋新材料产业与腐蚀防护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本届“2021 新材料国际
发展趋势高层论坛——海洋新材料与腐蚀防护论坛”重点交流海洋前沿新材料、防腐防
污材料、海洋金属材料、海洋环境和功能材料、海洋用纤维复合材料、海工混凝土、海
洋损伤检测和测试技术等在海工装备和工程领域的前沿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
诚挚欢迎从事海洋新材料基础研究、腐蚀防护技术研究以及海洋工程装备研发、生产、
应用、服务的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其他行业组织人员踊跃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725 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北京科技大学
东北大学
海洋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顾
问：薛群基、周 廉、侯保荣、宫声凯、毛新平
主
席：李晓刚、王立平、孙明先、桂泰江、张达威、徐大可
秘 书 长：毛飞雄、张立生

论坛联系人
毛飞雄：中科院宁波所，186 0681 1609，maofeixiong@nimte.ac.cn
张立生：DT 新材料，134 5614 1561，zhangls@polydt.com

拟邀请报告人
司马灿、梁剑雄、王立平、杨 杰、阮 洋、阎永贵、李晓刚、狄志刚、桂泰江、
张达威、孙明先、徐大可、揭敢新、黄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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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材料流程工业“碳中和”圆桌会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向国际社会
作出的庄严承诺。我国基础材料产量和规模已跃居世界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高
端装备制造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随着
材料产业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瓶颈问题日益凸显。对比国内外钢铁、水泥、有色金属
等重点材料领域的碳排放现状，我国材料制造流程排放量及排放强度与欧盟等发达国家
均存在着巨大差距。目前，建材、钢铁等材料工艺过程温室气体排放无法通过使用电力
或零碳燃料进行消除。材料工业应改变利用天然矿物与化石燃料制备产品的传统思路，
通过工业流程实施变革性重构实现制造方式的低（零）碳化，并在颠覆性技术规模化等
方面进一步开展技术攻关。
“碳中和”论坛围绕我国钢铁、水泥、化工、有色金属等重点
材料流程工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所面临的主要科技难点与挑战进行研讨。
热忱欢迎各高校、研究院所、企事业单位人员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宁波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北京工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北京科技大学碳中和创新研究院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主
席：聂祚仁、刘中民、毛新平、崔素萍
秘 书 长：高 峰

论坛联系人
郑 焱：北京工业大学，139 1119 9934，zhengyan@bjut.edu.cn
高 峰：北京工业大学，136 6139 1373，gaofeng@bjut.edu.cn

拟邀请报告人
聂祚仁、毛新平、刘中民、彭

寿、潘复生、孔祥忠、褚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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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绿色化工新材料产业化论坛
化工新材料产业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新能源、电子信息、航空航天、轨道交
通、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的重要配套产业，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
经过不断改革与快速发展，我国化工新材料产业在先进高分子材料、高性能树脂、特种
合成橡胶、高性能纤维、功能性膜材料、催化新材料、电子化学品等一系列重要领域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未来，
“绿色”是整个化工行业的“主导色调”。
“绿色”发展为化工行
业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形成了许多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因此，在“IFAM2021新
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举行之际，论坛首设“绿色化工新材料产业化论坛”，特别
邀请了绿色化工新材料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分享本领域最前沿技术和成果。
热忱欢迎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等人员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南京工业大学
中石化宁波材料研究院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司
顾
问：薛群基、蹇锡高、王玉忠
主
席：杨为民、黄险波、杨 槐、张淑芬、郭
秘 书 长：曹 君

凯、黄朝晖

论坛联系人
曹 君：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13817679563，caojun.sshy@sinopec.com

拟邀请报告人
蹇锡高、王玉忠、杨为民、黄险波、杨

槐、张淑芬、郭

凯、黄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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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凝固与铸造成型技术论坛
我国多种金属材料的产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一，铸件的年产量接近 5000 万吨。不论
是金属材料铸坯的生产，还是铸件的铸造，都要经过凝固过程。凝固组织及其缺陷的控
制水平直接决定着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对凝固过程研究的深化，也已经延伸出了多种新
的材料加工技术和全新的材料体系。我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已经成为国际上凝固研
究的主体。本论坛将以金属材料坯料的铸造、铸件生产以及其他液相加工技术为背景，
围绕熔体结构演变及其形核行为、熔体中的晶体生长与形态演变、结晶界面的溶质分凝
及其由此引起的扩散与成分偏析、多相组织的形成过程及其规律、非平衡液固相变及非
平衡组织的形成、凝固缺陷的形成等凝固原理和技术问题，做邀请报告，并自由讨论。
旨在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研讨国家需求和发展趋势，推动该领域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的
发展。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南大学
上海大学
顾
主

问：傅恒志、周 廉、薛群基
席：丁文江、李元元、谢建新、毛新平、聂祚仁、魏炳波、潘复生、张平祥、
宫声凯、刘正东
秘 书 长：介万奇、李金山

论坛联系人
于 晖：西北工业大学，185 0295 6717，yuhuinwpu@nwpu.edu.cn

拟邀请报告人
杜 勇、蒋 斌、坚增运、李殿中、李建国、刘 峰、刘雪峰、娄延春、任忠鸣、
王 强、王同敏、王慧远、王锦程、袁 国、翟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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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新型玻璃材料论坛
玻璃材料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古老”的玻璃在现代科技助推下焕
发新的生命力，玻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普通建筑材料，而是成为现代通讯、智能制
造和国防等领域的重要基础材料，这些领域对玻璃的质量和性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
高性能玻璃的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国玻璃工业的科学
家们开发出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工艺技术与成套装备，实现了我国高品质浮法
玻璃、光伏玻璃、超薄信息显示玻璃从弱到强、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的跨越，并逐渐步入
国际先进行列。
在“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次论坛（IFAM2021）”举行之际，作为论坛系列
活动之一，特别邀请国内外新型玻璃材料领域的知名专家组织召开“新型玻璃材料论坛”，
分享本领域最前沿技术和成果。热忱欢迎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等积极参与！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浮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浙江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与精密机械研究所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协办单位：硅酸盐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特种玻璃国家重点实验室
光纤制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硅酸盐学会特种玻璃分会
中国硅酸盐学会薄膜与涂层分会
湖北省硅酸盐学会
顾
问：姜德生、彭 寿、叶志镇
召 集 人：韩高荣、杨中民、潘锦功、赵修建、岳远征、章向华、葛子义、钱

论坛联系人
潘锦功：成都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186 0280 8981

拟邀请报告人
田英良、刘 超、欧木兰、谭盛垣、王玉芬、韩高荣、潘锦功、张

龙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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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低碳水泥和混凝土材料论坛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交通强国、新型城镇化、海洋开发等国家战略的深度推进，
作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材料的水泥混凝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低碳发展的巨大挑
战。在“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举行之际，特别邀请了水泥和混凝土两方
面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组织召开“低碳水泥和混凝土材料论坛”，将围绕低碳水泥和混
凝土原料、设计方法、制备和应用相关理论与技术，交流最新研究成果与生产经验，助
力水泥混凝土材料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热忱欢迎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
员踊跃参加！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东南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中国建筑材料研究总院
湖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同济大学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中淳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大学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赞助单位：宁波中淳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名誉主席：唐明述、江东亮、张耀明
主
席：张联盟、董绍明、胡曙光、许仲梓、姚 燕
秘 书 长：钱春香、史才军、王发洲、沈晓冬、李叶青、余其俊、张日红

论坛联系人
徐亦冬：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138 5748 8759，xyd@nit.zju.edu.cn
詹其伟：东南大学，138 1300 3585，13813003585@139.com
巴明芳：宁波大学，152 5811 0029，bamingfang@nbu.edu.cn

拟邀请报告人
胡曙光、姚 燕、邢 锋、钱春香、李叶青、余其俊、沈晓冬、李 辉、汪
林永权、张日红、蒋正武、汪峻峰、朱德举、管学茂、周春圣、毛江鸿……

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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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石墨烯材料论坛
暨第八届石墨烯青年论坛
石墨烯是目前材料科学领域最为活跃的研究前沿之一，不仅带来了一系列新物理、
新效应的发现，而且表现出多种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质，在电子、光电子、信息、能源、
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无论对于基础科学研究还是对推动传统产业的升
级换代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
论坛（IFAM2021）”举行之际，作为论坛系列活动之一，特别邀请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
我国石墨烯材料领域的知名专家，组织召开“石墨烯材料论坛”。报告内容涵盖了石墨烯
材料的制备、基本物理化学性质及其在光电、能源、环境等应用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为了集成会议资源、减少参会负担和节约办会成本，本次石墨烯材料论坛将兼办第
八届石墨烯青年论坛。石墨烯青年论坛于 2013 年由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刘兆平研究员、浙江大学高超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朱彦武教授、浙江大学林时
胜教授等发起，首届论坛余 2013 年 9 月在浙江大学举行，第二届论坛在哈尔滨工业大
学举行，第三届论坛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第四届论坛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
与工程研究所举行，第五届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办）举行，第六届
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举行，第七届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举行。
第八届石墨烯青年论坛原定于 2020 年在武汉大学举行，但由于疫情原因，第八届论坛
不得不推迟举行。恰逢“IFAM2021”组织石墨烯材料论坛，经石墨烯青年论坛发起人及
原定第八届论坛举办负责人武汉大学付磊教授等商议，将第八届石墨烯青年论坛融合到
本次“IFAM2021——石墨烯材料论坛”中一并举行。石墨烯青年论坛至今已发展成为
国内石墨烯领域颇具特色和影响力的专业学术会议，为投身该研究领域的优秀中青年科
学家及青年学子提供了高水平的自由学术交流舞台。石墨烯青年论坛具有自由、活跃、
热烈的办会风格，采取导师与学生共同上场的“双打”学术报告形式【导师开场 5 分钟
+学生报告 10 分钟+提问回答 5 分钟】，体现青年论坛注重培养青年才俊的办会特质。
根据 IFAM 组委会的安排，本次“IFAM 石墨烯材料论坛暨第八届石墨烯青年论坛”
将在 10 月 18 日举行，其中上、下午为学术报告交流，晚上为学术墙报交流。本次论坛
将评选出最佳报告奖和最佳墙报奖各 3 名。热忱欢迎石墨烯学术专家带上您的得意门生
们一起出席！热烈欢迎石墨烯产业界人士出席！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协办单位：中国科学院石墨烯工程实验室
浙江省石墨烯制造业创新中心
名誉主席：刘忠范、成会明
执行主席：刘兆平、高 超、朱彦武、林时胜
秘 书 长：周旭峰

论坛联系人
周旭峰：中科院宁波所，155 8851 3812，zhouxf@nimte.ac.cn

IFAM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

X-含能材料论坛
含能材料（火炸药）起源于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是一类通过瞬态化学反应产生高温
高压效应的物质，是武器发射、推进、毁伤的化学能源，同时被广泛应用于冶金、勘探、
航天等领域，是国家战略资源和国防安全的关键与核心技术的重要组成。从空间尺度研
究含能材料的元素、介观/微观、宏观结构与性能本构关系，从时间维度研究含能材料分
解、燃烧、爆炸规律，成为科学探索的基础平台与发展空间；高能量密度材料创制、能
量释放控制新方法、绿色数字化制造等成为技术前沿发展方向。近十几年来，国家高度
重视含能材料的发展，我国在该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与进展，系列原始创新成果得到应用，
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基本实现由代差到代内差的转变，部分技术方向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本届“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含能材料论坛”，重点交流我国含能
材料领域在科研、工程应用方面的新进展、新成果。分会报告人均为国内含能材料领域
的著名专家、学者，热诚欢迎欢迎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管理人
员、工程技术人员等踊跃参加。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903 所
中国兵器工业 204 所
顾

问：王泽山、汪旭光、欧阳平凯、姜德生、丁文江、张联盟、彭
涂善东
主
席：肖忠良
副 主 席：黄 辉、庞思平、赵凤起
秘 书 长：丁亚军、梁 昊

论坛联系人
丁亚军：南京理工大学，183 6294 2933，dyj@njust.edu.cn
梁 昊：南京理工大学，182 5203 0267，lianghao0822x@163.com

拟邀请报告人
肖 川、肖忠良、黄

辉、庞思平、罗运军、赵凤起、陆

明……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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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冶金新技术论坛
冶金是从矿物或其他原料中提取金属或金属化合物，制成具有一定性能材料的工程
科学，冶金工程为材料工程提供原材料保障。开发绿色高效的冶金新技术，提高资源的
利用率、改善冶金生产环境，是冶金工业不断追求的目标；同时，冶金技术的发展直接
决定着材料的品质，如何获得更高纯度、更低价格的金属，已成为新材料和高技术产业
发展的迫切要求。近年来，我国冶金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钢铁冶金、有色金
属冶金领域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一系列原始创新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实现了大规模应用，将我国的冶金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度。本届“2021 新材料国际发
展趋势高层论坛——冶金新技术论坛”，重点交流我国冶金领域在科研、工程应用方面
的新进展、新成果。报告人均为国内冶金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热忱欢迎高校、科研
院所、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踊跃参加。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材料学术联盟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承办单位：昆明理工大学
中南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顾

问：干 勇、张国成、张文海、戴永年、邱定蕃、何季麟、孙传尧、刘炯天、
邱冠周、毛新平、刘正东、谢建新、聂祚仁、潘复生、黄小卫、柴立元
主
席：王 华
副 主 席：郭学益、杨 斌、张一敏、姜周华
秘 书 长：徐宝强、魏永刚、田庆华、李花兵、刘 涛

论坛联系人
徐宝强：昆明理工大学，136 0886 4121，kmxbq@kust.edu.cn
魏永刚：昆明理工大学，138 8860 2442，15270588@qq.com

拟邀请报告人
黄小卫、柴立元、郭学益、鲁雄刚、李军旗、廖春发、张一敏、姜周华、王成彦、
任忠鸣、赵中伟、池汝安、王快社、张利波、赵玉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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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第七届 IFAM 优秀青年科学家论坛
作为“2021 新材料国际发展趋势高层论坛（IFAM2021）”重要活动之一，
“优秀青
年科学家论坛”自 2015 年起已成功举办了六届活动，吸引了 176 家单位共 452 位优秀
青年科学家参加，他们都是活跃在材料领域前沿的青年骨干，其中很多已成为国内科技
前沿的学术和科技带头人，长江学者、杰青、优青、青千等国家级人才占比超过 40%。
六届论坛共产生 63 个优秀青年报告。
该论坛的设立旨在展示青年材料科学家个人风采、促进学科交叉及融合、启迪新的
学术思想、培养和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青年学术和科技带头人，为广大优秀青
年科学家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论坛由我国材料领域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共同
参与，报告人由材料领域的院士、知名长江学者、杰青和各高校材料学院院长、各材料
相关专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中心主任择优推荐，并最终由论坛组委会甄选产生。
第七届优青论坛拟安排金属材料、能源材料、纳米材料、功能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
催化材料等 6 个分会同期举办，同时为进一步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新活力，更好发挥女
性科技人才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特设立多学科交叉的优秀女青年科学家分会。
本届论坛将由 24 位评委评选产生 15 位优秀青年报告。热忱欢迎材料界青年才俊出席！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 / 材料学术联盟 /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 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 上海交通大学 / 浙江大学 /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 宁波市委组织部人才办 /
《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
协办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西北工业大学 / 北京科技大学 / 西安交通大学 /
电子科技大学 / 南京工业大学 / 武汉理工大学 / 北京理工大学 /
北京工业大学 /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 东华大学 / 浙江工业大学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甬江实验室 /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顾

问：周 廉、高瑞平、魏炳波、薛群基、刘炯天、徐惠彬、李言荣、张清杰、
谭天伟、聂祚仁、钱旭红、朱美芳、王玉忠、周 济、李贺军、钟关华
主
席：黄政仁、苗鸿雁、黄荣程、孙宝德、吕昭平、韩高荣、蒋成保、孙 军、
张 荻、傅正义、韩恩厚、邓龙江、潘 峰、沈晓冬
执行主席：王立平、吴成铁、单智伟、邓 涛、王鲁宁、朱铁军、付前刚、庞思平、
吴 迪、陆春华、麦立强、赵立东、汪爱英、张雪峰、杨为佑、郑高平、
贾豫冬
秘 书 长：常可可、董安平、杨金山、陈宗平

论坛联系人
常可可：中科院宁波所，186 5820 1120，changkeke@nimte.ac.cn
董安平：上海交通大学，138 1788 2779，apdong@sjtu.edu.cn
杨金山：中科院上硅酸所，185 1611 0907，jyang@mail.sic.ac.cn
陈宗平：中科院金属所，139 2429 1009，chenzp@zju.edu.cn
吴 锐：《中国材料进展》杂志社，157 7191 5579，wurui092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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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第七届优秀青年科学家论坛论坛已收到的报告
报告人
俞丙然

教

王勤英

副教授

张小珍

教

张小锋
彭

授

授

高级工程师

波

教

授

楚合涛

教

授

寇佳慧

教

授

李素萍

研究员

李

教

能

李寅生

授

研究员

李友兵

助理研究员

曹

研究员

靖

赵利忠

助理研究员

安琴友

研究员

徐

林

研究员

宗洪祥

副教授

黄天林

教

授

湛利华

教

授

杨玉荣

副教授

颜学俊

副教授

岩

教

雨

吴雨辰

授

研究员

报告题目

编号

北京化工大学
多羟基阳离子高分子医用材料

Y01

西南石油大学
多熔道镍基激光修复层的腐蚀行为及机理研究
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固体氧化物电解池电极改性及其 CO2 电解性能研究
国家钛及稀有金属粉末冶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热/环境障涂层镀铝表面改性研究
国家电磁辐射控制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新型铁磁二维材料磁光特性调控研究
国家电磁辐射控制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高分子在智能驱动材料中的典型应用设计
南京工业大学
基于内建电场机制的光催化材料设计新策略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智能纳米机器药物调控肿瘤血管微环境
硅酸盐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玻璃和水泥基材料电子结构的量子计算化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面向第三代半导体器件的高性能陶瓷基板设计与制备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单原子层厚二维铁磁 MAX 相的设计与性能研究
兰州大学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表界面化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待定
武汉理工大学
镁电池及其关键电极材料的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
纳米储能材料界面调控工程
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
人工智能辅助理解金属材料在极端条件下的相变行为
重庆大学
纳米金属强化、热稳定性及表征技术研究
高性能复杂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
大型火箭铝锂合金贮箱薄壁构件蠕变时效形性一体化
制造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
南京大学
多铁性材料的磁电耦合效应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超快光声无损分析技术及其在材料微纳表征中的应用
北京科技大学
机械摩擦磨损与电化学腐蚀在仿生环境中的
交互作用研究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大面积有机微单晶阵列制备

Y02
Y03
Y04
Y05
Y06
Y07
Y08
Y09
Y10
Y11
Y12
Y13
Y14
Y15
Y16
Y17
Y18
Y19
Y20
Y21
Y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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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翔

教

授

季

伟

副研究员

王言博

助理教授

王道爱

研究员

王

丹

教

授

饶

峰

教

授

彭

超 副研究员

刘云建

教

刘晓明

副教授

李

赞

李

松

授

助理教授
教

授

冀晓鹃 正高级工程师
韩卫忠

教

授

黄陆军

教

授

陈先华

教

授

樊小强

研究员

侯

阳

研究员

赵

治

教

授

孙帅帅

研究员

聂金凤

副教授

骆

鸿

教

授

梁红艳

教

授

李明星
赵秦阳

副研究员
博

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超构陶瓷气凝胶超隔热材料
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高性能陶瓷材料高效制备关键技术及使役性能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高效稳定锡钙钛矿太阳电池
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
材料表面摩擦起电机理与调控
有机无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面向生命健康的亚波长光学复合材料
设计、制备及应用基础
深圳大学
高速相变存储材料设计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面向双碳目标的电极材料多尺度研究新范式
江苏大学
富锂岩盐结构正极材料 Li1.2Ni0.3Ti0.3Nb0.2O2 的
表面双重修饰及相关机理研究
东北大学
多波段兼容隐身超材料的设计和隐身机理研究
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金属性能的构型化调控
东北大学
过程强化关键材料中的界面问题
国家磁性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隔热涂层杂质影响的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点缺陷复合体诱发金属反常硬化
哈尔滨工业大学
高性能钛基复合材料
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结构功能一体化镁合金研发
西南交通大学
动态服役装备表界面磨损与腐蚀的协同防护
浙江大学
纳米碳基电极的结构设计及工业电流密度
催化还原 CO2 机理
北京工业大学
高分子辅助的金属材料制备成形技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新型磁流变材料及其工程应用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
高强塑高刚度异构铝复合材料的组织设计与强化机理
北京科技大学
几种多主元高熵合金的腐蚀和氢脆问题研究
天津大学
多组元及高熵合金催化机理研究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非晶合金结构与玻璃形成能力的高通量实验研究
长安大学
粉末冶金亚稳 β 钛合金短流程加工及变形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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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琪

教

授

周洪波

教

授

王晨充

副教授

徐

伟

教

授

兰

司

教

授

逯文君

副研究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反铁磁材料的电场调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属钨中嬗变元素铼辐照诱导析出机制与控制方法研究
东北大学
热力学指导深度学习的马氏体相变温度普适性计算
东北大学
基于力学理论指导迁移学习的疲劳性能预测与设计
南京理工大学
连接非晶态和晶态的一种中程序结构
南方科技大学
基于逆相变与孪晶析出的纳米孪晶合金的
制备与性能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高性能多主元金属间化合物的设计开发

Y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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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怡潞

副教授

张

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晶态二维聚苯胺薄膜材料

Y54

张文瑞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功能氧化物薄膜的精准制备与载流子输运机理研究

Y55

刘雄军

研究员

康嘉杰

教

郭师峰

研究员

从道永

教

授

徐

教

授

泉

授

张博威

副教授

崔中雨

副教授

吴

量

副教授

余

倩

教

授

赵士腾

教

授

赵子樊

博

士

马菱薇

副研究员

北京科技大学
TiZrHfNb 高熵合金中的化学短程序效应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钻探装备表面防护涂层设计制备及其损伤机理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直写式压电超声传感器的结构“微-宏观”损伤检测
北京科技大学
新型金属固态相变制冷材料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仿生可控黏附机理与功能设计
北京科技大学
金属材料表面钝化/氧化膜的纳米尺度表征
中国海洋大学
高强度海工钢局部腐蚀萌生的环境学与材料学诱因研究
重庆大学
镁合金表面“类水滑石”自修复膜层研究进展
浙江大学
位错调控与金属结构性能关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属材料的极端力学行为和微观组织调控
昆明理工大学
潜在 Al2O3f/Al2O3 CMCs 基环境障涂层材料
REAlO3 热导率的调控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
基于微胶囊的智能响应涂层开发与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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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云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合金凝固生长动力学的新认识

Y68

张

雷

教

天津大学
亲水抗冻分子及抗冻保护应用

Y69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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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强磁场下难混溶合金的非平衡凝固行为

Y70

副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多孔聚合物与碳材料的设计与储能性能研究

Y71

强

研究员

西北工业大学
多尺度 C/C 复合材料与功能化

Y72

毅

研究员

邵宇川

研究员

申铁龙

研究员

王

军

教

徐

飞

宋
王

授

高丽红 特别研究员
庞晓露

教

授

高峻峰

教

授

马国政

副研究员

宫勇吉

教

萨百晟

副教授

宋文佳

教

韦伟峰

研究员

张耀明

研究员

李亚庚

副教授

陈小武

教

授

陈

教

授

翔

授

授

林紫锋

研究员

倪德伟

研究员

朱小健

研究员

陈利文

博

士

刘

教

授

莉

薛武红

副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先进金属材料的集成计算材料工程示例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动态进制物理不可克隆器件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铅基堆候选材料 SIMP 钢的研发与评价
北京理工大学
高能激光防护材料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
带有涂层金属基体损伤机制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从团簇和特殊分子组装特殊晶格材料
陆军装甲兵学院
耐磨强韧一体过共晶 Al-Si 合金涂层设计
制备与质量调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二维材料的合成与性质调控
福州大学
新型信息材料的电子结构设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发动机中 CMAS 腐蚀损伤与防护策略
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
锂金属电池界面退化与稳定化技术探索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4D 打印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材料
北京科技大学
增材制造功能梯度可降解多孔金属支架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抗水氧侵蚀 SiCf/SiC 复合材料微结构设计与机理
南京理工大学
纳米金属摩擦学
四川大学
二维 MXene 的熔融盐法制备及电化学机理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超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可控设计与性能优化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生物启发的神经形态器件及其信息功能研究
中北大学
半固态注射成型技术制备石墨烯复合镁基材料
东北大学
深海腐蚀与防护技术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
2D α-In2Se 的铁电性及其新功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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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志明

研究员

胡侨丹

教

诸葛飞

研究员

何少龙

研究员

张光祖

教

授

贺健康

教

授

王乐耘

研究员

侯志鹏

副研究员

授

张伟彬

教

授

王

瑾

教

授

陈明辉

教

授

李广荣

副教授

李

凯

副教授

郝晓东

副教授

岳永海

教

任富增

研究员

陈

浩

副教授

刘

燕

教

授

田艳红

教

授

柯培玲

研究员

刘

妍

教

李

娟

研究员

皇

涛

副教授

陈令修

副教授

授

授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功能氧化物奇异量子态的探测、调控与器件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
钛酸盐熔体同质多晶型选择及玻璃化转变的结构起源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全光控忆阻器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Investigations of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quantum materials
by using ARPES
华中科技大学
铁电复合材料及其在信息、能源与环保领域的应用
西安交通大学
可降解生物材料 3D 打印与医学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
高性能非稀土镁合金的设计
华南师范大学
拓扑磁存储材料及功能化
山东大学
集成材料计算在硬质合金高效设计中的应用
南京工业大学
先进储能电极材料的结构与界面调控
东北大学
金属基高温自润滑复合材料
西安交通大学
热障涂层氧化/烧结协同失效机理及长寿命设计
中南大学
时效强化铝合金的强韧化机理研究及
多尺度结构智能调控
陕西科技大学
低维氧化物纳米催化剂的结构调控及构效关系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纳米复合材料新型强韧化机制的探索
南方科技大学
含第二相超细晶合金的摩擦磨损行为与机理
清华大学
基于化学界面的先进高强钢设计
吉林大学
仿生功能表面设计及应用探索
哈尔滨工业大学
高性能纳米金属线柔性电极制备及应用研究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高功率脉冲磁控溅射放电特性及其涂层应用技术
南京医科大学
复杂脑区类器官构建及在神经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神经肽 Y 纳米系统设计及应用研究
河南科技大学
大规模定制下铜板带材生产全流程工艺模型库构建
中国矿业大学
六方氮化硼表面石墨烯纳米带制备及物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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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鹏飞

研究员

张明星

副教授

谢海燕

教

路

伟

研究员

翟

薇

教

授

杨冠军

教

授

于

美

教

授

汪

龙

研究员

刘梅军

副教授

李

昺

研究员

王江伟

研究员

黄荣进

研究员

授

航天八院 149 厂
极端空间环境轻合金表面润滑与耐蚀防护技术研究
东北大学
从单细胞水平研究微生物腐蚀的微观机理
北京理工大学
仿生纳米诊疗系统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智能多色荧光高分子水凝胶
西北工业大学
三维超声场中金属材料动态凝固机理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合金涂层氧化膜重构理论及其抗氧化性能强化机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强铝合金组织结构对基体腐蚀及防护的影响研究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纳米纤维素纤维增强聚合物微孔发泡材料的制备与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等离子物理气相沉积高隔热长寿命热障涂层沉积机理与
调控机制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庞压卡效应的发现与应用探索
浙江大学
材料界面形变与损伤的原子级动力学机制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面向低温环境应用的环氧树脂材料研究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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