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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日程表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2016-11-1 

9:00～23:00 报 到 大公馆一楼大厅 

18:00～21:00 晚 餐 大公馆悦颐中餐厅 

20:00～21:30 组织委员会会议 大公馆宋宫 

2016-11-2 

7:30～21:00 报 到 大公馆一楼大厅 

8:30～9:00 开幕式 大公馆大宴会厅 

9:00～12:00 大会报告 大公馆大宴会厅 

12:00～13:30 午 餐 大公馆悦颐中餐厅 

13:30～17:30 分会报告 大公馆一楼、二楼各分会场 

18:00～20:00 晚 餐 大公馆悦颐中餐厅 

2016-11-3 

7:30～12:00 报 到 大公馆一楼大厅 

8:00～12:00 分会报告 大公馆一楼、二楼各分会场 

12:00～13:30 午 餐 大公馆悦颐中餐厅 

13:30～15:30 分会报告 大公馆一楼、二楼各分会场 

15:30～18:00 墙 展 大公馆汉宫 

19:00～21:00 晚 餐 大公馆悦颐中餐厅 

2016-11-4 

8:00～12:00 分会报告 大公馆一楼、二楼各分会场 

12:00～13:30 午 餐 大公馆悦颐中餐厅 

13:30～17:00 分会报告 大公馆一楼、二楼各分会场 

18:00～20:00 晚 餐 大公馆秦宫 

2016-11-5 

 

离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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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报告程序一览表 

大会报告 分会报告 

 

 

 

PL-01~PL-04 

时 间： 

11月2日上午 

地 点：主会场 

（2楼大宴会厅） 

 
11月2日下午 11月3日上午 11月3日下午 11月4日上午 11月4日下午 

第一分会场 

（周宫） 

（主题A） 

AI-01~AI-03 

AO-01~AO-09 

（主题A） 

AI-04~AI-06 

AO-10~AO-19 

（主题A） 

AI-10 

AO-30~AO-35 

（主题A） 

AI-12~AI-13 

AO-41~AO-51 

（主题A） 

AI-14~AI-15 

AO-52~AO-59 

第二分会场 

（商宫） 

（主题B） 

BI-01~BI-03 

BO-01~BO-09 

（主题A） 

AI-07~AI-09 

AO-20~AO-29 

（主题B） 

BI-04 

BO-10~BO-15 

（主题B） 

BI-06~BI-07 

BO-22~BO-32 

（主题B） 

BI-08~BI-09 

BO-33~BO-40 

第三分会场 

（元宫） 

（主题C） 

CI-01~CI-02 

CO-01~CO-11 

（主题D） 

DI-04~DI-06 

DO-10~DO-19 

（主题E） 

EI-06 

EO-29~EO-33 

（主题E） 

EO-08~EO-09 

EO-39~EO-48 

（主题E） 

EI-13~EI-14 

EO-66~EO-72 

第四分会场 

（晋宫） 

（主题D） 

DI-01~DI-03 

DO-01~DO-09 

（主题D） 

DI-07~DI-08 

DO-20~DO-30 

（主题B） 

BI-05 

BO-16~BO-21 

（主题D） 

DI-09~DI-10 

DO-31~DO-41 

 

第五分会场 

（隋宫） 

（主题E） 

EI-01~EI-02 

EO-01~EO-11 

（主题E） 

EI-03~EI-04 

EO-12~EO-22 

（主题E） 

EI-07 

EO-34~EO-38 

（主题E） 

EI-10~EI-11 

EO-49~EO-59 

 

第六分会场 

（宋宫） 

（主题F） 

FI-01~FI-03 

FO-01~FO-10 

（主题E/F） 

EI-05/FI-04 

EO-23~EO-28 

FO-11~FO-15 

（主题A） 

AI-11 

AO-36~AO-40 

（主题E/F） 

EI-12/FI-05 

EO-60~EO-65 

FO-16~FO-20 

（主题B） 

BI-10~BI-11 

BO-41~BO-47 

时间 

会场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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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11月2日上午  开幕式/大会报告                                            地 点：主会场（2楼大宴会厅）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8:30～9:00 开幕式 谢续明 

9:00～9:40 PL-01 Janus复合材料及界面调控 
杨振忠（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

所） 

王笃金 

9:40～10:20 PL-02 
化学修饰石墨烯的可控合成、大分

子行为及应用 
石高全（清华大学） 

10:20～10:40 茶 歇 

10:40～11:20 PL-03 

Precisely Functionalized Molecular 

Nanoparticles Are Unique Elements 

for Macromolecular Science: From 

“Nanoatoms” to Giant Molecules 

程正迪（The University of 

Akron） 

谢续明 

11:20～12:00 PL-04 高分子领域的若干前沿 
董建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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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邀请报告及口头报告 

11 月 2 日下午  主题 A  高分子材料合成 地点：第一分会场（周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AI-01 高强度自修复/自溶解的超分子聚合物水凝胶 刘文广（天津大学） 袁金颖 

13:55～14:10 AO-01 
基于动态脲键的可逆加工和可回收的自修复热固

性树脂 
张彦峰（西安交通大学） 

14:10～14:25 AO-02 
基于Diels-Alder反应一步熔体共混法制备热可逆弹

性体 
冯展彬（北京化工大学） 

14:25～14:40 AO-03 超分子与离子键杂化交联弹性体的合成与制备 孙少辉（北京化工大学） 

14:40～14:55 AO-04 形状记忆水凝胶中可逆交联网络的构建 王涛（华南理工大学） 

14:55～15:10 AO-05 基于聚双环戊二烯的可逆金属凝胶 王祖飞（浙江大学） 

15:10～15:25 AO-06 大豆蛋白/氧化葡聚糖复合水凝胶 刘家琳（复旦大学） 

15:25～15:45 茶 歇 

15:45～16:10 AI-02 二氧化碳刺激响应高分子材料的合成与功能 袁金颖（清华大学） 刘文广 

16:10～16:35 AI-03 响应型高分子水凝胶宏观组装及其驱动行为 
付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

程研究所） 

16:35～16:50 AO-07 多重刺激响应性均聚物的合成及其溶液行为研究 
黄晓宇（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 

16:50～17:05 AO-08 多重响应聚合物纳米载体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王国杰（北京科技大学） 

17:05～17:20 AO-09 
刺激响应型聚（甲基乙烯基醚-alt-马来酸）超分子

水凝胶的制备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张天柱（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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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下午  主题 B  高分子材料结构和性能 地点：第二分会场（商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BI-01 有机/无机杂化大分子的自组装及性能研究 林嘉平（华东理工大学） 冯嘉春 

13:55～14:10 BO-01 
Super-Resolution Fluorescent Imaging for Self-assembly of 

Amphiphilic Organic Molecules and Block Copolymers 
朱明强（华中科技大学） 

14:10～14:25 BO-02 两亲性生物质及其自组装纳米胶束的制备与应用 王小慧（华南理工大学） 

14:25～14:40 BO-03 仿生超浸润聚合物界面材料 
刘洪亮（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

究所） 

14:40～14:55 BO-04 基于有机硅烷聚合物的稳定低滚动角超疏水、超双疏材料 
张俊平（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

理研究所） 

14:55～15:10 BO-05 
通过优化界面相互作用增强石墨烯/丝蛋白复合纳米薄膜

的力学性能 
王雅娴（复旦大学） 

15:10～15:30 茶 歇 

15:30～15:55 BI-02 
High Resolution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polymers 

R. Kokawa (粉川良平) 

(Shimadzu Corporation) 
林嘉平 

15:55～16:20 BI-03 
Study of Thin Film Morphologies by Grazing Incidence 

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 (GISAXS) 

Tomomi Irita (入田友美) 

(Daikin Industries, Ltd.) 

16: 20～16:35 BO-06 同步辐射红外光谱对天然和再生丝蛋白纤维的研究 陈新（复旦大学） 

16:35～16:50 BO-07 聚合物/黑色素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东为富（江南大学） 

16:50～17:05 BO-08 同步辐射红外光谱研究蜘蛛主腺体丝超收缩行为 方广强（复旦大学） 

17:05～17:20 BO-09 聚合反应的在线粘度测量解决方案 
丁晓炯（圣威伦工程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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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下午  主题 C  高分子材料加工与成型 地点： 第三分会场（元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CI-01 聚合物基微纳米功能复合材料微型加工研究 王琪（四川大学） 方征平 

13:55～14:10 CO-01 抗菌高分子囊泡 杜建忠（同济大学） 

14:10～14:25 CO-02 环境友好持久抗菌防霉防污纺织品的制备及相关性能 陈仕国（深圳大学） 

14:25～14:40 CO-03 键合型抗菌防霉聚氨酯软质泡沫的研制 管涌（华东理工大学） 

14:40～14:55 CO-04 熔融共混接枝制备卤胺化聚烯烃抗菌材料 姚晋荣（复旦大学） 

14:55～15:10 CO-05 多孔纤维素胶粒对植物乳杆菌的耐受性及定向释放 刘石林（华中农业大学） 

15:10～15:30 茶 歇 

15:30～15:55 CI-02 碳纳米材料在聚合物阻燃中的应用 方征平（浙江大学） 鄢国平 

15:55～16:10 CO-06 高性能无卤阻燃聚甲醛复合材料的制备、结构与性能 陈英红（四川大学） 

16:10～16:25 CO-07 CNT 与 IFR 在热塑性聚氨酯中导电-阻燃网络的构筑及其

对复合材料电磁屏蔽与阻燃性能的影响研究 
陈大勇（四川大学） 

16:25～16:40 CO-08 双酚酸基磷酸酯阻燃剂的合成及在聚乳酸中的应用 井健（浙江大学） 

16:40～16:55 CO-09 N-烃基马来酰胺酸根合镧(III)配合物的制备及对 PVC 的

热稳定作用研究 
李侃社（西安科技大学） 

16:55～17:10 CO-10 双尿嘧啶类化合物作为 PVC 热稳定剂的复配及应用研究 施燕琴（浙江工业大学）） 

17:10～17:25 CO-11 埃洛石纳米管对聚丙烯阻燃的影响及阻燃机理 许家友（广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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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下午  主题 D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地点：第四分会场（晋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DI-01 耐极低温树脂基复合材料的研究进展 付绍云（重庆大学） 詹茂盛 

13:55～14:10 DO-01 高填充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及功能材料的制备、结构及性能 卢灿辉（四川大学） 

14:10～14:25 DO-02 耐低温环氧树脂的增强增韧改性研究 
肖红梅（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

究所） 

14:25～14:40 DO-03 计算机模拟研究二维纳米材料/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分散动

力学与界面相互作用 
刘军（北京化工大学） 

14:40～14:55 DO-04 PET 基复合材料原位成纤对聚丙烯的增强增韧 刘帅（四川大学） 

14:55～15:10 DO-05 片状无机纳米材料增强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研制 周阳（浙江大学） 

15:10～15:30 茶 歇 

15:30～15:55 DI-02 聚丙烯/苯乙烯预聚体的等离子体在线改性 盛京（天津大学) 付绍云 

15:55～16:20 DI-03 剑麻纳米纤维素及其复合材料的研究与应用 韦春（桂林理工大学） 

16: 20～16:35 DO-06 分子结构不同的酸酐对纤维素纳米晶的表面化学修饰 黄进（西南大学） 

16:35～16:50 DO-07 基于纳米纤维素多尺度组装、形态与界面调控构建柔性传

感材料研究 
张新星（四川大学） 

16:50～17:05 DO-08 
源于海洋生物质的纳米微晶纤维素制备及其橡胶复合材

料的研究 
曹黎明（华南理工大学） 

17:05～17:20 DO-09 纤维素纳米晶橡胶基功能复合材料的性能研究 甄秀春（北京化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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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下午  主题 E  功能高分子材料 地点：第五分会场（隋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EI-01 导电聚合物/石墨烯或碳纳米管复合热电材料 
陈光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

所） 
石峰 

13:55～14:10 EO-01 
混合碳系导电填料在聚合物及其共混物中的导电逾渗模

型 
郭朝霞（清华大学） 

14:10～14:25 EO-02 纳米 ATO/ASA 透明隔热复合材料 冯杰（浙江工业大学） 

14:25～14:40 EO-03 利用 PA6 构筑 TPU/CB 复合材料的导电网络 张齐艳（清华大学） 

14:40～14:55 EO-04 纳米炭/高密度聚乙烯复合材料的正温度系数效应 曾尤（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14:55～15:10 EO-05 酚胺仿生修饰制备镀银玻璃微珠及其填充的导电硅橡胶 郝明正（北京化工大学） 

15:10～15:30 茶 歇 

15:30～15:55 EI-02 从超分子化学到体相超分子材料 石峰（北京化工大学） 袁晓燕 

15:55～16:10 EO-06 仿生手性超分子水凝胶材料 冯传良（上海交通大学） 

16:10～16:25 EO-07 面向三维生物支架制备的宏观超分子组装研究 成梦娇（北京化工大学） 

16:25～16:40 EO-08 聚合物纳米纤维-碳纳米管的有序组装结构构建研究 贾林（上海大学） 

16:40～16:55 EO-09 多重氢键键合超分子聚合物的结晶 潘鹏举（浙江大学） 

16:55～17:10 EO-10 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材料水凝胶的构筑 常海燕（青岛科技大学） 

17:10～17:25 EO-11 基于薁和α-腈基苯乙烯结构的有机上转换发光材料 朱亮亮（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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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下午  主题 F  天然/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 地点：第六分会场（宋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FI-01 呋喃二甲酸基聚酯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朱锦（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

程研究所） 
傅强 

13:55～14:10 FO-01 
新型植物油基多元醇的绿色合成及其在高性能聚氨酯中

的应用研究 
张超群（华南农业大学） 

14:10～14:25 FO-02 
基于自发气调功能的生物可降解薄膜的制备及其性能和

应用 
董同力嘎（内蒙古农业大学） 

14:25～14:40 FO-03 多糖基保鲜材料及其在亚热带水果保鲜的应用 林宝凤（广西大学） 

14:40～14:55 FO-04 高性能生物基邻苯二甲腈树脂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翁志焕（大连理工大学） 

14:55～15:10 FO-05 乳酸基多功能生物基聚酯的合成及应用研究 胡潇然（北京化工大学） 

15:10～15:30 茶 歇 

15:30～15:55 FI-02 全生物降解聚丁二酸丁二酯研究进展及应用 郭宝华（清华大学） 陈义旺 

15:55～16:20 FI-03 立构复合型聚乳酸的成型加工 傅强（四川大学） 

16: 20～16:35 FO-06 全降解双亲水性聚己内酯基共聚物的合成及性能 郎美东（华东理工大学） 

16:35～16:50 FO-07 热塑性聚酯弹性体的生物降解性能调控与制备 王庆国（青岛科技大学） 

16:50～17:05 FO-08 淀粉/聚乳酸复合材料土埋降解行为研究 吕闪闪（东北林业大学） 

17:05～17:20 FO-09 大豆蛋白质/聚氨酯可降解泡沫的研究 张帅（北京工商大学） 

17:20～17:35 FO-10 天然聚多糖与生物降解聚酯的共混材料研究 
周炳（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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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上午  主题 A  高分子材料合成 地点：第一分会场（周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8:00～8:25 AI-04 乙烯和乙叉降冰片烯溶液共聚合制备高性能环烯烃共聚物 曹堃(浙江大学) 吴一弦 

8:25～8:40 AO-10 新型非茂类双核钛配合物的合成、结构及催化烯烃聚合性能 谢光勇（中南民族大学） 

8:40～8:55 AO-11 烯烃配位聚合微/纳反应器的设计、制备与应用 黄启谷（北京化工大学） 

8:55～9:10 AO-12 α-二亚胺钯催化烯烃与极性单体活性共聚合 高海洋（中山大学） 

9:10～9:25 AO-13 α-二胺基镍催化合成聚乙烯支链结构的研究 高洁（中山大学） 

9:25～9:40 AO-14 
含氮杂环卡宾配体的钒配合物的合成及其催化乙烯/丙烯共聚

研究 
张树（北京化工大学） 

9:40～10:00 茶 歇 

10:00～10:25 AI-05 功能化聚苯乙烯材料的合成 
崔冬梅（中科院长春应化

所） 
曹堃 

10:25～10:50 AI-06 先进催化剂及其用于制备高性能稀土顺丁橡胶 吴一弦（北京化工大学） 

10:50～11:05 AO-15 稀土催化苯乙烯配位聚合制备富含间规聚苯乙烯 朱寒（北京化工大学） 

11:05～11:20 AO-16 微孔有机纳米管制备及负载催化的研究 黄琨（华东师范大学） 

11:20～11:35 AO-17 聚苯乙烯软模板简易合成多孔石墨相氮化碳 沈谈笑（四川大学） 

11:35～11:50 AO-18 可聚合型光引发剂对硅树脂固化行为影响的研究 姜波（哈尔滨工业大学） 

11:50～12:05 AO-19 
单茂钪催化丙烯/苯乙烯/乙烯共聚合制备苯乙烯含量可控的聚

烯烃 
郭方（大连理工大学） 

 



 

 

 11 

 

11 月 3 日上午  主题 A  高分子材料合成 地点：第二分会场（商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8:00～8:25 AI-07 基于金属配位交联聚合物制备多功能、高强度水凝胶 吴子良（浙江大学） 童真 

8:25～8:50 AI-08 手性聚异腈纳米粒子可控合成及应用于不对称析晶 吴宗铨（合肥工业大学） 

8:50～9:05 AO-20 物理和化学杂化交联的高强度水凝胶 陈强（河南理工大学） 

9:05～9:20 AO-21 无机杂化交联纳米复合水凝胶的构建与机械性能 徐世美（四川大学） 

9:20～9:35 AO-22 
聚丙烯酰胺/锂藻土/TiO2 双重纳米复合水凝胶的合成及力学性

能 
王頔（新疆大学） 

9:35～9:50 AO-23 手性螺旋取代聚炔粒子制备新方法 邓建平（北京化工大学） 

9:50～10:05 AO-24 手性螺旋取代聚炔构筑新型手性材料及其手性分离应用 梁俊雅（北京化工大学） 

10:05～10:25 茶 歇 

10:25～10:50 AI-09 基于量热与流变的 DOPO 阻燃环氧树脂固化动力学研究 童真（华南理工大学） 庹新林 

10:50～11:05 AO-25 巯基-环氧点击化学反应的本体动力学研究及其应用 姚臻（浙江大学） 

11:05～11:20 AO-26 后聚合反应在高性能有机材料合成中的应用 
房强（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

化学研究所） 

11:20～11:35 AO-27 新型树枝状大分子高效合成及其在肿瘤诊疗上的应用 唐建斌（浙江大学） 

11:35～11:50 AO-28 
结合可控 Suzuki 偶联与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制备含聚芴链段

的线-棒嵌段共聚物 
周密（浙江工业大学） 

11:50～12:05 AO-29 铁基催化的电化学调控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动力学研究 郭君康（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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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上午  主题 D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地点：第三分会场（元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8:00～8:25 DI-04 石墨烯纳米带/碳管杂化材料及其高分子复合体系研究 刘天西（东华大学） 于中振 

8:25～8:50 DI-05 仿生构筑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 
程群峰（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8:50～9:05 DO-10 
甲基丙烯酸松香环氧酯/聚氨酯丙烯酸酯/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

的合成与表征 
霍莉（河北大学） 

9:05～9:20 DO-11 
石墨烯/聚合物复合材料中石墨烯分散及分布状态的调控及性

能研究 

黄金瑞（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9:20～9:35 DO-12 高性能和多功能环氧树脂石墨烯复合材料的构筑 赵帅（青岛科技大学） 

9:35～9:50 DO-13 石墨烯基气凝胶微球 廖述驰（四川大学） 

9:50～10:10 茶 歇 

10:10～10:35 DI-06 石墨烯三维网络构筑及其导电导热聚合物复合材料 于中振（北京化工大学） 刘天西 

10:35～10:50 DO-14 石墨烯/天然橡胶电致发热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的研究 战艳虎（聊城大学） 

10:50～11:05 DO-15 聚偏氟乙烯导热复合材料：填料网络构筑与性能 王勇（西南交通大学） 

11:05～11:20 DO-16 形态结构对 PBT/PC/Al2O3复合材料导热性能的影响 温变英（北京工商大学） 

11:20～11:35 DO-17 静电纺丝-模压法制备氮化硼/聚酰亚胺介电导热复合材料 顾军渭（西北工业大学） 

11:35～11:50 DO-18 
石墨烯表面氧化铝纳米层的构筑及其绝缘导热聚合物纳米复

合材料研究 
张好斌（北京化工大学） 

11:50～12:05 DO-19 液晶环氧树脂的制备与导热性能研究 
虞锦洪（中国科学院宁波材

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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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上午  主题 D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地点：第四分会场（晋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8:00～8:25 DI-07 介孔材料在高分子材料中的应用 张发爱（桂林理工大学） 唐涛 

8:25～8:40 DO-20 自粘性颜料亚微胶囊的成膜及其在涂层着色中的应用 戚栋明（浙江理工大学） 

8:40～8:55 DO-21 纳米粒子复合三嵌段聚合物功能涂层 陈顺（武汉理工大学） 

8:55～9:10 DO-22 γ射线辐射交联法制备 POSS-聚氨酯复合介电材料 
周成飞（北京市射线应用研究

中心） 

9:10～9:25 DO-23 扩散-聚合法制备 PA6/PS 纳米合金的研究 黄承焕（清华大学） 

9:25～9:40 DO-24 硅烷偶联剂对 SiC/PVA 复合材料耐磨性能的影响 刘迪（北京工商大学） 

9:40～9:55 DO-25 聚乙烯醇/沸石复合材料的制备 秦亚楠（北京工商大学） 

9:55～10:15 茶 歇 

10:15～10:40 DI-08 
纳米粒子对于 LLDPE/PS 共混物超临界二氧化碳发泡行为的

影响 
唐涛（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郭少云 

10:40～10:55 DO-26 苯乙烯接枝改性聚丙烯制备微孔发泡材料 李聪（浙江大学） 

10:55～11:10 DO-27 碳质纳米粒子@聚氨酯泡沫复合材料的功能特性研究 赵丽（杭州师范大学） 

11:10～11:25 DO-28 硅基和碳基多功能弹性泡沫材料 
李凌霄（中科院兰州化物

所） 

11:25～11:40 DO-29 两步法制备碳化硅/聚氨酯酰亚胺复合泡沫 吴佳俐（北京工商大学） 

11:40～11:55 DO-30 聚丙烯薄层发泡的可控设计及其在压电材料中的应用 徐琳洁（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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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上午  主题 E  功能高分子材料 地点：第五分会场（隋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8:00～8:25 EI-03 宽光谱吸收聚合物/二氧化钛复合光诱导催化材料 淡宜（四川大学） 封伟 

8:25～8:40 EO-12 多功能荧光膜的制备及性能 董丽杰（武汉理工大学） 

8:40～8:55 EO-13 新型水溶性荧光共轭聚合物的设计制备及其应用 李立东（北京科技大学） 

8:55～9:10 EO-14 基于碳点的纯有机室温磷光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谈静（北京化工大学） 

9:10～9:25 EO-15 有机室温磷光材料的分子构筑 龚永洋（桂林理工大学） 

9:25～9:40 EO-16 硅量子点-聚氨酯荧光功能复合材料 李旺（北京化工大学） 

9:40～10:00 茶 歇 

10:00～10:25 EI-04 偶氮苯/石墨烯杂化材料用于高能长效的太阳能存储 封伟（天津大学） 淡宜 

10:25～10:40 EO-17 
Self-doping and Tunable Interfacial Dipoles of Small Molecular 

Electrolytes for Efficient Polymer Solar Cells 
谌烈（南昌大学） 

10:40～10:55 EO-18 
Functional polymer electrolytes for flexible energy storage 

devices 

支春义（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0:55～11:10 EO-19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界面调控 张坚（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1:10～11:25 EO-20 纳米晶纤维素复合质子交换膜的制备与研究 呼微（长春工业大学） 

11:25～11:40 EO-21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reprocessable sulfonated polyimides 

cross-linked by stimulation with water (H+) for use as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s 
王雷（深圳大学） 

11:40～11:55 EO-22 High-Performance Ternary Organic Solar Cells 
孙艳明（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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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上午  主题 E/F  功能高分子材料/天然/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 地点：第六分会场（宋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8:00～8:25 EI-05 
pH 敏感型生物可降解高分子纳微球的制备及其作为疫

苗佐剂的应用研究 
马光辉（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张立群 

8:25～8:40 EO-23 聚脲微球和多孔功能材料的简易制备及其表征与应用 孔祥正（济南大学） 

8:40～8:55 EO-24 具有光热效应的复合微球 杨武利（复旦大学） 

8:55～9:10 EO-25 沉淀聚合制备单分散聚脲微球及其酶固定 姜绪宝（济南大学） 

9:10～9:25 EO-26 
溶剂热沉淀聚合：一种制备单分散纳米/微米级高分子

微球的新方法 
陈志勇（济南大学） 

9:25～9:40 EO-27 
基于纳米纤维素稳定的 Pickering 乳液技术制备功能性

复合微球的研究 
刘红霞（桂林理工大学） 

9:40～9:55 EO-28 聚倍半硅氧烷空心球的简易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董福平（贵州大学） 

9:55～10:15 茶 歇 

10:15～10:40 FI-04 新型生物基橡胶的设计与制备：从基础到应用 张立群（北京化工大学） 马光辉 

10:40～10:55 FO-11 
天然高分子及生物质基功能化材料的设计及应用机理

研究 
罗晓刚（武汉工程大学） 

10:55～11:10 FO-12 两性离子季铵盐双重改性壳聚糖的制备及相关性能 朱丹（深圳大学） 

11:10～11:25 FO-13 含有胺基两亲性氢化丁腈橡胶的制备 岳冬梅（北京化工大学） 

11:25～11:40 FO-14 低粘度聚乳酸中隔离结构形成与电磁屏蔽性能研究 崔成华（四川大学） 

11:40～11:55 FO-15 生物基含硅乙丙橡胶的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赵鑫（北京化工大学） 

 



 

 

 16 

 

11 月 3 日下午  主题 A  高分子材料合成 地点：第一分会场（周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AI-10 关于经典高分子化学理论的商榷及补充与应用 郑安呐（华东理工大学） 杨武利 

13:55～14:10 AO-30 含芘超支化聚乙烯的合成及其在石墨烯制备中的应用 段冬海（浙江工业大学） 

14:10～14:25 AO-31 含芘高分子的设计、合成及其在石墨烯制备中的应用 闫业海（青岛科技大学） 

14:25～14:40 AO-32 
含多重丙烯酰基的超支化聚乙烯的合成及其在石墨烯制备

中的应用 
徐立新（浙江工业大学） 

14:40～14:55 AO-33 功能性超支化聚合物制备高填充高性能工程塑料 
张俊珩（武汉超支化树脂科技有

限公司） 

14:55～15:10 AO-34 丙烯酸改性三臂星形聚乳酸的研究 刘凡（武汉工程大学） 

15:10～15:25 AO-35 扭转振动式粘度计--粘度测量的革新者 
Sam Zhou （皕赫国际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15:25～15:45 茶 歇 

15:30～18:00 墙报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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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下午  主题 B  高分子材料结构和性能 地点：第二分会场（商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BI-04 界面在高分子复杂体系降解中的作用 杨睿（清华大学） 赵树高 

13:55～14:10 BO-10 聚氨酯弹性体的老化机理及耐老化性能研究 
宫青海（新秀化学（烟台）有限

公司） 

14:10～14:25 BO-11 不同方法评估乙丙橡胶密封材料贮存寿命比较研究 
赵云峰（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

所） 

14:25～14:40 BO-12 嵌段共聚物物理老化的实验研究与理论建模 郭云龙（上海交通大学） 

14:40～14:55 BO-13 不同抗氧体系对尼龙 6 热氧化性的影响 
成新云（新秀化学（烟台）有限

公司） 

14:55～15:10 BO-14 高阻尼橡胶复合材料在桥梁隔震支座中的应用 张凯（北京化工大学） 

15:10～15:25 BO-15 液相色谱技术在聚合物分析中的应用  
左夏龙（安捷伦科技（中国）有

限公司） 

15:25～15:45 茶 歇 

15:30～18:00 墙报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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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下午  主题 E  功能高分子材料 地点：第三分会场（元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EI-06 碳基透明电极湿法加工及其器件 陈义旺（南昌大学） 杜建忠 

13:55～14:10 EO-29 基于碳气凝胶/硅橡胶复合材料的多功能柔性电子器件 李元庆（重庆大学） 

14:10～14:25 EO-30 聚合物辅助制备纳米结构电极材料 丁书江（西安交通大学） 

14:25～14:40 EO-31 
自由基聚合物共价修饰的石墨烯复合材料用于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 

李永军（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

学研究所） 

14:40～14:55 EO-32 
三维多孔纳米纤维基微生物燃料电池阳极材料的制备及

其电池运行性能研究 
刘琼珍（武汉纺织大学） 

14:55～15:10 EO-33 偕胺肟基功能膜的合成与功能电极的研制 田明（青岛科技大学） 

15:10～15:25 EO-33’ 嵌段共聚物可控自组装制备多孔结构材料 麦亦勇（上海交通大学） 

15:25～15:45 茶 歇 

15:30～18:00 墙报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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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下午  主题 B  高分子材料结构和性能 地点：第四分会场（晋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BI-05 
高分子层状复合结构的受限调控及其对材料性能增强作

用 
郭少云（四川大学） 

郭宝华 

13:55～14:10 BO-16 聚丙烯的乙烯等离子体改性及其与聚乙烯的合金化 马桂秋（天津大学） 

14:10～14:25 BO-17 
碳纳米管对聚合物纤维微观结构的调控和力学性能的增

强 
刘耀东（山西煤化所） 

14:25～14:40 BO-18 反应示踪相容剂：探测反应共混挤出过程中的混合与反应 张才亮（浙江大学） 

14:40～14:55 BO-19 三嵌段共聚物在不相容聚合物共混体系中的相容特性 王迪（浙江大学） 

14:55～15:10 BO-20 一种成核剂在升降温过程中的结构变化 冯嘉春（复旦大学） 

15:10～15:25 BO-21 聚乳酸结晶过程控制及其相关性能研究 马丕明（江南大学） 

15:25～15:45 茶 歇 

15:30～18:00 墙报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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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下午  主题 E  功能高分子材料 地点：第五分会场（隋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EI-07 肿瘤靶向性大分子荧光成像探针的研究 鄢国平（武汉工程大学） 熊传溪 

13:55～14:10 EO-34 含螺旋结构聚合物的精密制备与生物医学应用 殷俊（合肥工业大学） 

14:10～14:25 EO-35 胰岛素高分子微针的设计与研究 郭新东（北京化工大学） 

14:25～14:40 EO-36 一步法制备丝蛋白-二硫化钼复合材料用于癌症光热治疗 李钊（复旦大学） 

14:40～14:55 EO-37 
超支化聚甘油衍生物—树枝状聚赖氨酸星型阳离子用作

药物与基因共递送载体 
马栋（暨南大学） 

14:55～15:10 EO-38 生物基稳定的改性石墨烯及其用于芳香族药物的输送 张静（浙江工业大学） 

15:10～15:30 茶 歇 

15:30～18:00 墙报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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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下午  主题 A  高分子材料合成 地点：第六分会场（宋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AI-11 聚合反应过程模型及应用 罗正鸿（上海交通大学） 王栋 

13:55～14:10 AO-36 低温低压 CO2大幅促进聚乳酸形成中间相 
兰巧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

术与工程研究所） 

14:10～14:25 AO-37 聚乳酸/离子液体体系结构转变与控制 那兵(东华理工大学) 

14:25～14:40 AO-38 纤维基晶体管传感器的制备及其在离子传感上的应用 王跃丹（武汉纺织大学） 

14:40～14:55 AO-39 
柔性自支撑纳米纤维基超灵敏压力传感器的制备及其在

人体脉搏监测上的应用 
钟卫兵（东华大学） 

14:55～15:10 AO-40 
微结构可控的超薄导电涂层及其高灵敏应变传感器的制

备与性能研究 
吴晓东（四川大学） 

15:10～15:30 茶 歇 

15:30～18:00 墙报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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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上午  主题 A  高分子材料合成 地点：第一分会场（周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8:00～8:25 AI-12 新型半芳香族聚酰胺的设计、合成与表征 宛新华（北京大学） 孔祥正 

8:25～8:40 AO-41 聚对苯二甲酰对苯二胺纳米纤维的制备研究 庹新林（清华大学） 

8:40～8:55 AO-42 超支化环氧树脂的设计制备 张道洪（中南民族大学） 

8:55～9:10 AO-43 多组分杂臂星形共聚物的控制合成及性能研究 赵优良（苏州大学） 

9:10～9:25 AO-44 基于 inimer 合成聚乙烯醇的支化结构调控及性能研究 陈俊兵（四川大学） 

9:25～9:40 AO-45 聚酰亚胺气凝胶的结构调控 陈春蕾（华东理工大学） 

9:40～9:55 AO-46 基于多羟基聚合物的磁性凝胶的合成和性能研究 周立（桂林理工大学） 

9:55～10:15 茶 歇 

10:15～10:40 AI-13 500℃下酸酐和苯胺单体的原位聚合和热分解研究 郭强（上海大学） 宛新华 

10:40～10:55 AO-47 DFT 和 PyGC/MS 法研究聚亚苯基砜树脂的热降解机理 朱旭（东华大学） 

10:55～11:10 AO-48 磁响应仿生多功能涂层的制备及其防覆冰性能 张庆华（浙江大学） 

11:10～11:25 AO-49 利用非成键“构象锁”构建高性能共轭高分子材料 黄辉（中国科学院大学） 

11:25～11:40 AO-50 密胺海绵疏水改性及其吸油性能研究 吴江渝（武汉工程大学） 

11:40～11:55 AO-51 高活性芳纶浆粕精细预分散母胶粒的制备研究 相宁（北京化工大学） 



 

 

 23 

 

11 月 4 日上午  主题 B  高分子材料结构和性能 地点：第二分会场（商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8:00～8:25 BI-06 粒子填充高分子复杂体系的流变学 郑强（浙江大学） 吴国章 

8:25～8:40 BO-22 限域流动自组装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 刘睿（同济大学） 

8:40～8:55 BO-23 TCO 沉积 PPO 聚合物薄膜特性研究 刘伟庆（南昌航空大学） 

8:55～9:10 BO-24 基于天然橡胶的可逆塑性形状记忆材料的制备 林腾飞（福州大学） 

9:10～9:25 BO-25 橡胶纳米复合材料的粘弹性自生热行为的有限元分析 李凡珠（北京化工大学） 

9:25～9:40 BO-26 丁苯橡胶中乙烯基含量对石墨烯分散和界面特性的影响 罗艳龙（北京化工大学） 

9:40～10:00 茶 歇 

10:00～10:25 BI-07 原位“焊接”短切碳纤维 吴国章（华东理工大学） 郑强 

10:25～10:40 BO-27 含钌的光响应金属有机聚合物 
吴思（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olymer Research） 

10:40～10:55 BO-28 Carbon Dots Hybrid Materials 
Wang Guan（IMRE 

A-STAR，新加坡)） 

10:55～11:10 BO-29 D-π-A 结构苝酰亚胺的光物理性质及聚集行为的研究 余育晏（四川大学） 

11:10～11:25 BO-30 聚集诱导发光效应与组装体的形貌之间的关系研究 霍猛（清华大学） 

11:25～11:40 BO-31 含氟聚合物增强光动力学效应研究 
冯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

化学研究所） 

11:40～11:55 BO-32 3D“丝瓜络”凝胶网络增韧高透明 PMMA 及其机理研究 王旭（浙江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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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上午  主题 E  功能高分子材料 地点：第三分会场（元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8:00～8:25 EI-08 仿生制备多功能的蜂窝状图案化生物界面 路庆华（上海交通大学） 陈彧 

8:25～8:40 EO-39 聚合反应驱动的自组织微纳米图案 姜学松（上海交通大学） 

8:40～8:55 EO-40 冰模板法制备仿贝壳珍珠母结构复合材料 柏浩（浙江大学） 

8:55～9:10 EO-41 贻贝仿生自修复高分子两相材料及其纳米复合材料 黄继军（中国科学院大学） 

9:10～9:25 EO-42 二维碳基/高分子复合 Janus 薄膜材料构筑与性能研究 
陈涛（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

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9:25～9:40 EO-43 纳米纤维膜表面无机-蛋白质复合纳米花的构筑及性能研究 李沐芳（武汉纺织大学） 

9:40～10:00 茶 歇 

10:00～10:25 EI-09 基于石墨烯的高分子衍生物的合成及其在信息存储中的应用 陈彧（华东理工大学） 路庆华 

10:25～10:40 EO-44 协同分散碳纳米材料改性 PEDOT:PSS 应用于有机光电器件 谈利承（南昌大学） 

10:40～10:55 EO-45 基于梯度去浸润的单材料溶剂型光子晶体驱动器的制备 
王京霞（中国科学院理化技

术研究所） 

10:55～11:10 EO-46 温度调控的结构规整性对共轭聚合物光电性能的影响 钟洪亮（上海交通大学） 

11:10～11:25 EO-47 
侧链含三苯胺和 3-甲基-1-咪唑鎓盐的新型聚芴功能化材的合

成和信息存储性能 
樊菲（华东理工大学） 

11:25～11:40 EO-48 共轭高分子 PFO 链构象对其光电性质的影响 陆丹（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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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上午  主题 D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地点：第四分会场（晋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8:00～8:25 DI-09 高介电常数、低介电损耗的聚合物/石墨烯复合材料的研究 钟明强（浙江工业大学） 邱兆斌 

8:25～8:40 DO-31 高介电多相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研究 杨静晖（西南交通大学） 

8:40～8:55 DO-32 
多相填料改性环氧纳米复合材料：填料间相互作用及其对导

电、热学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汤龙程（杭州师范大学） 

8:55～9:10 DO-33 填料取向对 P(VDF-HFP)复合膜晶体结构和介电性能的影响 叶会见（浙江工业大学） 

9:10～9:25 DO-34 均质 SBS 介电弹性体的制备与电力学性能研究 孙海斌（北京化工大学） 

9:25～9:40 DO-35 氮化硼纳米片的高效剥离及其在介电材料中的应用 卢铁梅（浙江工业大学） 

9:40～10:00 茶 歇 

10:00～10:25 DI-10 石墨烯/天然橡胶复合材料结构和性能 夏和生（四川大学） 钟明强 

 
10:25～10:40 DO-36 各向异性石墨烯/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制备及其电磁屏蔽性能 李晓锋（北京化工大学） 

10:40～10:55 DO-37 “隔离结构”导电聚合物复合材料电磁屏蔽性能研究 鄢定祥（四川大学） 

10:55～11:10 DO-38 石墨烯/天然橡胶电致发热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的研究 战艳虎（聊城大学） 

11:10～11:25 DO-39 含不同硫化体系三元乙丙橡胶/蒙脱土复合材料的性能 赵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11:25～11:40 DO-40 
多级拉伸挤出制备聚对苯二甲酸二乙醇酯/石墨烯纳米复合材

料阻隔性能的研究 

徐国敏（国家复合改性聚合物

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贵州

省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 

11:40～11:55 DO-41 石墨烯/高分子复合材料耐核辐射性能研究 林宇（华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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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上午  主题 E  功能高分子材料 地点：第五分会场（隋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8:00～8:25 EI-10 多孔膜结构精细调控及高效油水分离 
靳健（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

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李林 

8:25～8:40 EO-49 高通量纳米复合纳滤膜 马洪洋（北京化工大学） 

8:40～8:55 EO-50 聚丙烯腈纳米纤维膜复合材料研究 杨冬芝（北京化工大学） 

8:55～9:10 EO-51 TEMPO 纤维素纳米纤维功能复合膜材料 杨全岭（武汉理工大学） 

9:10～9:25 EO-52 α-Fe2O3/PAN 纳米纤维膜制备及其应用 潘凯（北京化工大学） 

9:25～9:40 EO-53 
一种基于生物可降解嵌段聚氨酯的神经导管用于周围神经组

织工程的研究 
牛玉清（深圳大学） 

9:40～9:55 EO-54 双重修饰 PVDF 血液透析膜的构建与评价 徐蕊（天津工业大学） 

9:55～10:15 茶 歇 

10:15～10:40 EI-11 锂离子电池隔膜中纳米通道的离子输运研究 李林（北京师范大学） 靳健 

10:40～10:55 EO-55 咪唑离子液晶聚合物及其电流变性能 孟凡宝（东北大学） 

10:55～11:10 EO-56 
具有“Layer by Layer”结构的石墨烯/碳纤维薄膜型超级电容

器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赵江琦（四川大学） 

11:10～11:25 EO-57 电活性分子提高导电高分子电化学储能性能的研究 杨超（桂林理工大学） 

11:25～11:40 EO-58 具有驻极特性的铌酸锂/聚偏氟乙烯纳米复合材料 
袁亚丽（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 

11:40～11:55 EO-59 储能柔性薄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冯锐（武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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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上午  主题 E/F  功能高分子材料/天然/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 地点：第六分会场（宋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8:00～8:25 EI-12 长碳链聚酰胺材料开发及其在外场下的结构演化 董侠（中国科学院化学所） 黄勇 

8:25～8:40 EO-60 
酶催化二硫键交联的透明质酸水凝胶的制备及其还原响应的

药物控释应用 
彭志平（南昌大学） 

8:40～8:55 EO-61 
糖响应性刷状聚合物的合成及在生理 pH 下智能释放胰岛素的

性质研究 
杨晶（北京化工大学） 

8:55～9:10 EO-62 
纤维素基复合吸附剂的制备及其对水体中残留阿莫西林的吸

附性能及吸附机理研究 
雷小娟（武汉工程大学） 

9:10～9:25 EO-63 聚丙烯负载型苯类吸收剂的制备与性能 贺术（福州大学） 

9:25～9:40 EO-64 

Mussel-inspired one-step adherent coating micrometer-sized 

magnetic carbon fiber aerogel as a bioartificial liver for efficient 

removal of bilirubin 
刘瑞林（西安交通大学） 

9:40～9:55 EO-65 甘蔗渣基高效吸附剂的设计及用于水相中磷酸根的脱除 刘超（武汉工程大学） 

9:55～10:15 茶 歇 

10:15～10:40 FI-05 无溶剂制备疏水纤维素纳米片的研究 黄勇（中国科学院理化所） 董侠 

10:40～10:55 FO-16 CO2 参与的纤维素溶解新技术及应用 谢海波（贵州大学） 

10:55～11:10 FO-17 
纤维素氨基甲酸酯的合成、溶解及其新型纤维素纤维的制备：

从实验室到工业化生产 
周金平（武汉大学） 

11:10～11:25 FO-18 热塑性纤维素材料的改性与加工应用 
王洪学（中国石化上海石油

化工研究院） 

11:25～11:40 FO-19 纤维素基复合膜的绿色制备工艺及其抗辐射性能研究 朱星蓉（武汉工程大学） 

11:40～11:55 FO-20 增塑剂含量对 PVA 泡沫材料微观泡孔形态的影响 李岩（北京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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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下午  主题 A  高分子材料合成 地点：第一分会场（周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AI-14 二烯烃橡胶增强和功能化新方法：牺牲键设计及构筑 郭宝春（华南理工大学） 李杨 

13:55～14:10 AO-52 橡胶与聚合物纤维帘线粘合性能的动态疲劳演变 史新妍（青岛科技大学） 

14:10～14:25 AO-53 
基于核壳动态硫化新方法的三元氟硅 TPV 的结构调控：

内核“软硬”对核壳结构完善程度及性能影响 
陈玉坤（华南理工大学） 

14:25～14:40 AO-54 白炭黑增强硅橡胶和丁苯橡胶共混胶料的结构与性能 任宏远（北京化工大学） 

14:40～14:55 AO-55 PIB 对 PMVS/PZDMA 有机硅树脂结构与性能影响的研究 
雷卫华（中物院化工材料研究

所） 

14:55～15:15 茶 歇 

15:15～15:40 AI-15 高性能集成橡胶 SIBR 的合成与应用 李杨（大连理工大学） 郭宝春 

15:40～15:55 AO-56 
碳纳米管在氟硅橡胶中的分布及对导电和耐热性能的影

响 
许祥（华东理工大学） 

15:55～16:10 AO-57 风电用丁腈橡胶密封胶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陈永军（北京化工大学） 

16:10～16:25 AO-58 芳纶浆粕母胶粒对耐烧蚀输送带覆盖胶的改性研究 陈帅（北京化工大学） 

16:25～16:40 AO-59 新型耐油 EVM/PVDF 热塑性硫化胶制备与性能研究 花月庆（北京化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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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下午  主题 B  高分子材料结构和性能 地点：第二分会场（商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BI-08 增材制造：超高分子量聚合物材料加工成型新途径 徐坚（中科院化学所） 韦春 

13:55～14:10 BO-33 受激形变高分子的复杂形状与形变 赵骞（浙江大学） 

14:10～14:25 BO-34 低成本高性能透明形状记忆聚酰亚胺 肖鑫礼（哈尔滨工业大学） 

14:25～14:40 BO-35 新型形状记忆性 PVDF/PMMA 交替多层复合材料 吉笑盈（四川大学） 

14:40～14:55 BO-36 两性离子形状记忆聚氨酯的制备与表征 陈少军（深圳大学） 

14:55～15:15 茶 歇 

15:15～15:40 
BI-09 流场诱导下线形与环形高分子链的过孔行为 卢宇源（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徐坚 

15:40～15:55 
BO-37 

具有有序交替层状分布结构的绝缘导热复合材料的制

备与性能研究 
吴宏（四川大学） 

15:55～16:10 BO-38 形状记忆聚烯烃和环氧树脂纳米复合材料 赵军（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6:10～16:25 BO-39 具有形状记忆功能的智能超分子水凝胶 
张佳玮（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

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16:25～16:40 BO-40 
Real-time analysis of VOCs from polymers degradation by 

chemical ionization high 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 

钟静文（QUANTUM 量子科

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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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下午  主题 E  功能高分子材料 地点：第三分会场（元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EI-13 聚醚醚酮特种纤维的研究 王贵宾（吉林大学） 郑安呐 

13:55～14:10 EO-66 
偕胺肟基高分子材料在土壤及水体中重金属污染的高效、

环境友好化治理过程中应用 
辛浩波（青岛科技大学） 

14:10～14:25 EO-67 
纤维素基吸附剂的设计及用于水相中重金属铅的高效吸

附 
袁俊（武汉工程大学） 

14:25～14:40 EO-68 聚乙烯亚胺/大豆蛋白复合凝胶对铜离子的高选择性吸附

及其负载铜纳米粒子的研究 
刘杰（复旦大学） 

14:40～14:55 EO-69 纤维素剥离氧化石墨制备气凝胶及其吸附性能的研究 韦枭（西南交通大学） 

14:55～15:15 茶 歇 

15:15～15:40 EI-14 无溶剂碳纳米流体在能源方面的应用 熊传溪（武汉理工大学） 王贵宾 

15:40～15:55 EO-70 淀粉-聚己内酯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表征 伍强贤（华中师范大学） 

15:55～16:10 EO-71 负载型有机溶剂吸收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李晓（福州大学） 

16:10～16:25 EO-72 流变-分子光谱联用技术在聚合物研究中的应用 
李健(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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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下午  主题 B  高分子材料结构和性能 地点：第六分会场（宋宫） 

时 间 报告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3:55 BI-10 
聚（多金属氧酸盐）和它的嵌段共聚物的合成、自组装和

催化功能研究 
王维（南开大学） 徐军 

13:55～14:10 BO-41 以非共价相互作用作为驱动力构建生物活性表面 于谦（苏州大学） 

14:10～14:25 BO-42 AIE-高分子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高辉（天津理工大学） 

14:25～14:40 BO-43 两性离子功能表界面的可控构建与性能研究 刘平生（南京师范大学） 

14:40～14:55 BO-44 短氟碳链全氟烷基酯及其在不同基材上的超润湿性能 姜静娴（浙江大学） 

14:55～15:15 茶 歇 

15:15～15:40 BI-11 聚氧化乙烯-尿素包合物的结晶行为研究 徐军（清华大学） 王维 

15:40～15:55 BO-45 β-定向结晶聚丙烯的合成和结晶性能 牛慧（大连理工大学） 

15:55～16:10 BO-46 辐射引发接枝改性聚乳酸及其结晶行为研究 方华高（合肥工业大学） 

16:10～16:25 BO-47 高分子实验加工设备的改良创新 
刘翩（武汉启恩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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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告说明 

投 影：Powerpoint （中文或英文），多媒体投影 

报告所用语言：中文或英文 

报告类型： 

报告类型 说 明 

大会邀请报告（PL标注） 40分钟（35分钟报告，5分钟提问） 

分会邀请报告（I标注） 25分钟（20分钟报告，5分钟提问） 

口头报告（O标注） 15分钟（12分钟报告，3分钟提问） 

 

注 意： 

 为使报告顺利进行，请各报告人在报到注册时务必将PPT 拷入会务组电

脑。 

 各分会会场配备了电脑、多媒体投影仪、激光笔、音响和话筒等设备，

有特殊需求的报告人请提前通知会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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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报展讲 

地 点：桂林大公馆汉宫 

时 间： 

布展时间：11月3日10:00～14:00 

展讲时间：11月3日15:30～18:30 

撤展时间：11月3日20:30～21:00 

说 明： 

 组委会对所有论文进行了重新编号，详情可查询“2016年全国高分子材

料科学与工程研讨会论文集”目录。墙展论文编号与会议论文集论文编

号一致，每篇论文一块展板，墙报尺寸为80cm（宽）×120cm（高）。 

 大会将由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出10个优秀墙报给予奖励，于11月3日晚餐

会颁发优秀墙报奖。 

 请墙展作者在上述规定时间对各自墙报进行布展及撤展，并务必在展讲

时间段在各自墙报旁回答代表提问。张贴工具由组委会统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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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A  高分子材料合成 

墙报编号 论文题目 展讲人 

AP-01 
基于二氧化硅模板法制备取代聚炔核壳及其空心微

球 
林江峰 北京化工大学 

AP-02 
基于硼酸-儿茶酚胺络合作用的光学活性螺旋聚合物

微球及凝胶的制备与应用 
邓雪生 北京化工大学 

AP-03 不对称聚合法制备光学活性螺旋取代聚炔纳米材料 黄骅隽 北京化工大学 

AP-04 具有双亲性、荧光性能乙烯共聚物的合成研究 刘云芳 北京化工大学 

AP-05 ZnO@PEDOT 纳米纤维的制备 王芳 北京化工大学 

AP-06 
有机锡倍半硅氧烷的合成、表征及催化噁嗪树脂行为

的研究 
张月 北京化工大学 

AP-07 DMA 存在条件下 MMA 可见光自由基聚合 周俊鹏 北京化工大学 

AP-08 Photoredox 催化剂作用下的可见光活性自由基聚合 马文超 北京化工大学 

AP-09 
聚丙烯悬浮接枝丙烯酸丁酯/聚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

酯的改性研究 
赵丹 北京化工大学 

AP-10 含炔丙基的全氟环丁基芳基醚聚合物的合成 朱园勤 广西大学 

AP-11 含氟/吡啶高耐热聚酰亚胺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黄孝华 桂林理工大学 

AP-12 不同孔径 SBA-15 内 MMA 的 RATRP 溶液聚合 周鸿望 桂林理工大学 

AP-13 聚（碳酸酯-醚）-蓖麻油聚氨酯的制备 白晴 河北工业大学 

AP-14 水性超支化聚氨酯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张博晓 湖北大学 

AP-15 PVDAT 纳米粒子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黄雷 湖北工业大学 

AP-16 铝粉自交联包覆疏水改性 马腾飞 湖北工业大学 

AP-17 
用于催化乙烯聚合的双-β-酮亚胺型双核钛配合物

的研究 
王利伟 中南民族大学 

AP-18 异山梨醇聚碳酸酯熔融聚合催化剂筛选 张明 华东理工大学 

AP-19 
基于 RAFT 聚合的空心球-g-PS-co-PVBPC 光功能杂

化材料的制备及表征 
王利平 聊城大学 

AP-20 化学氧化聚合法制备聚(2-氨基噻唑)及其表征 邹华 上海理工大学 

AP-21 乙烯基含氟聚硅氧烷的合成研究 阳龑 四川理工学院 

AP-22 
含钆甲基丙烯酸甲酯共聚物的合成及抗中子辐射纳

米纤维的制备 
田焕娜 扬州大学 

AP-23 环氧-巯基小分子点击化学反应的本体动力学研究 于云飞 浙江大学 

AP-24 
三齿配体非茂催化剂催化乙烯和丙烯溶液共聚合研

究 
马达锋 浙江大学 

AP-25 
含三联吡啶的树枝状大分子的制备及其凝胶性能研

究 
陈思 浙江工业大学 

AP-26 细乳液聚合高效制备聚合物/无机颗粒纳米复合粒子 曹志海 浙江理工大学 

AP-27 反应诱导相分离形貌调控规律研究 米亚策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

所 

AP-28 利用氟化微区提高光动力学疗效 却玉蓉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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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29 
Synergistically non-fouling/fouling-release 

amphiphilic anti-fouling surface 
徐彬彬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

研究所 

AP-30 硫醇-烯烃点击反应制备光固化膜及性能研究 张道洪 中南民族大学 

AP-31 
硫醇-烯烃点击反应制备苯并噁嗪光固化膜及其性能

研究 
张俊珩 中南民族大学 

AP-32 α-二亚胺钯催化 CO/苯乙烯活性交替共聚合成聚酮 肖泽帆 中山大学 

AP-33 
改性SBA-15孔道内部甲基丙烯酸甲酯的电子转移活

化再生催化剂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 
陈明森 桂林理工大学 

 

主题 B  高分子材料结构和性能 

墙报编号 论文题目 展讲人 

BP-01 
PLLA 与 PCL-r-PDLA 共混物及其纤维的性能与研

究 
李琦 北京服装学院 

BP-02 三嵌段共聚物对聚乳酸及其纤维结构与性能的影响 杨春芳 北京服装学院 

BP-03 
PESub/ovi-POSS 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结晶行为与

性能的研究 
邱兆斌 北京化工大学 

BP-04 
碳纳米管对环氧树脂不同固化体系热学性能影响的

分子模拟研究 
张文卿 北京化工大学 

BP-05 聚丙烯腈基预氧纤维径向化学结构研究 徐盼盼 北京化工大学 

BP-06 PAN 原丝制备过程的凝固尺寸效应研究 任瑞 北京化工大学 

BP-07 
聚苯并噁嗪/二噁唑啉/羧基倍半硅氧烷复合材料的

制备与表征 
李丹 北京化工大学 

BP-08 离子液体修饰石墨烯对聚乳酸结晶行为的影响 徐佩 合肥工业大学 

BP-09 
离子液体化的 PCL-b-PEG 对 PLA/PCL 共混体系相

行为和界面性质影响的研究 
丁运生 合肥工业大学 

BP-10 苯胺填料对石墨烯聚合物导电性能的影响 徐婷 湖北工业大学 

BP-11 聚丙烯釜压发泡材料的发泡特性及压缩性能 陈哲 湖北工业大学 

BP-12 
超临界 CO2 辅助制备 ABS/石墨复合材料交直流导

电特性 
魏文闵 湖北工业大学 

BP-13 
硅氧烷功能化氧化石墨烯在环氧树脂复合物中的应

用 
罗锦添 华南理工大学 

BP-14 
聚乙二醇-聚丁二酸丁二醇酯接枝共聚物的合成与

表征 
韩佳睿 清华大学 

BP-15 SBS 基冷冻凝胶吸油材料 王凌霄 上海大学 

BP-16 耐热聚氨酯弹性体的制备及热稳定机理研究 惠冰 四川大学 

BP-17 
石墨烯三维导电网络在橡胶基体中的构筑及其电阻

溶剂响应行为研究 
曹杰 四川大学 

BP-18 
通过构筑立构复合晶体制备高性能聚乳酸/聚氨酯

共混物 
刘振伟 四川大学 

BP-19 
基于 PMMA/EMA-GMA 制备高耐热高阻尼共混材

料 
刘柳序 四川大学 

BP-20 
废旧三元乙丙胶粉/线性低密度聚乙烯共混物的制

备与改性研究 
李庆业 四川大学 

BP-21 
热熔法制备聚己内酯基温敏性药物释放体系及其释

药性能研究 
周虹汛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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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22 
PVC 在户外自然环境（寒温、暖温）中老化失效规

律的研究 
徐文文 四川大学 

BP-23 改性 POSS 填充等规聚丙烯结晶行为的研究 冯百旋 天津大学 

BP-24 
阴离子型水性聚氨酯分散液溶胶-凝胶转变原因初

探 
王丽娟 武汉科技大学 

BP-25 
可控氢化法制备 P(St-MMA-MAA)共聚物及其应用

研究 
谭少博 西安交通大学 

BP-26 PVC-St 之间的 Friedel-Crafts 接枝反应 邵姣姣 西安科技大学 

BP-27 链中官能化聚合物诱导下的纳米粒子自组装行为 陈玉龙 浙江工业大学 

BP-28 
刺突形貌 rhGH-mPEG-PLGA 纳微球载药系统的制

备及性质表征 
胡琳琳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

所 

BP-29 
聚苯乙烯-聚（2,2,2-丙烯酸三氟乙酯）-聚苯乙烯嵌

段共聚物的合成及其疏水性纤维、多孔膜的制备 
崔崑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

研究所 

BP-30 基于太赫兹时域光谱的聚乳酸晶体结构的研究 李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BP-31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Py/Ag/clay 

composite nanoparticles formed by in situ 

UV-induced dispersion polymerization 

臧利敏 桂林理工大学 

 

主题 C  高分子材料加工与成型 

墙报编号 论文题目 展讲人 

CP-01 AMS 共聚物作为新型交联剂用于橡胶硫化 张蓉 北京化工大学 

CP-02 
基于盐键交联制备具有可重复加工的羧基丁苯橡

胶复合材料 
徐传辉 广西大学 

CP-03 热塑性聚氨酯发泡珠粒的制备及性能 黄轲 湖北工业大学 

CP-04 
炭黑/再生橡胶复合填料对天然橡胶补强性能的影

响 
章登科 湖北工业大学 

CP-05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的支化（交联）及发泡 危大福 华东理工大学 

CP-06 
高速挤出在高密度聚乙烯/尼龙 12 共混体系加工中

的研究 
余文进 四川大学 

CP-07 
类核-壳结构光散射粒子的制备及其对PC基光散射

薄膜性能的影响 
赵梓汝 四川大学 

CP-08 
聚丙烯/石墨烯交替多层复合材料的构筑及其气体

阻隔性能研究 
张佳佳 四川大学 

CP-09 
乙二胺双马来酰胺酸根合镧 (III)/水镁石复合物对

PVC 热稳定作用 
李苗 西安科技大学 

CP-10 
N-十六烷基马来酰胺酸合镧改性水镁石对 PVC 的

热稳定作用研究 
吴勇鑫 西安科技大学 

CP-11 不同分子量 PEG 改性 PLA 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王市伟 郑州大学 

CP-12 
固相剪切碾磨制备高性能铝粉填充聚乙烯导热复

合材料 
吴贺君 四川农业大学 

 

 



 

 

 37 

主题 D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墙报编号 论文题目 展讲人 

DP-01 
球磨法制备氨基化碳纳米管及其对环氧树脂力学

性能的影响 
崔瑞敏 北京化工大学 

DP-02 碳纤维树脂基复合材料热降解研究 金鑫 北京化工大学 

DP-03 
弱磁场诱导磁性碳纳米管取向增强环氧树脂复合

材料研究 
马传国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DP-04 
机械共混法制备剑麻纳米纤维素/石墨烯纳米片/聚

苯胺复合材料的研究 
陈梓润 桂林理工大学 

DP-05 
聚吡咯@剑麻纳米纤维素复合材料对甲基橙吸附

性能的研究 
杜琳琳 桂林理工大学 

DP-06 纳米 SiO2-LNBR-PF 基复合材料的研究 余传柏 桂林理工大学 

DP-07 交联密度调控 PDMS 多孔材料微观形貌 邓俊杰 桂林理工大学 

DP-08 聚苯并噁嗪/碳化硼纳米复合材料的性能研究 刘文彬 哈尔滨工程大学 

DP-09 
丙烯酸酯基环氧树脂碳纤维结构阻尼复合材料性

能研究 
杨元 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 

DP-10 
P[MMA-IL]修饰碳纳米管协同调控 PVDF 复合物

结晶行为 
徐佩 合肥工业大学 

DP-11 埃洛石纳米管/聚丙烯复合材料的力学及阻燃性能 闰明涛 河北大学 

DP-12 
高折射率聚硫氨酯/丙烯酸复合水凝胶的制备及在

人工眼角膜上的应用 
曾有兰 湖北大学 

DP-13 
有机-无机钙钛矿材料 CH3NH3PbI3/聚酰亚胺复合

材料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栗静 湖北大学 

DP-14 聚酰亚胺/纳米金纳米复合膜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张淑来 湖北大学 

DP-15 
基于碳纳米管/碳纤维混杂填料的聚合物基柔性导

体的制备及其电学性能 
徐成成 湖北工业大学 

DP-16 碳纳米点在橡胶耐热氧老化中的应用及机理研究 吴思武 华南理工大学 

DP-17 仿蜘蛛丝性能的金属-聚合物杂化纳米线的制备 王英帅 吉林大学 

DP-18 
聚乙烯醇纳米复合材料的界面氢键作用设计及储

能性质研究 
戴泽辉 清华大学 

DP-19 定形相变材料的导热研究 刘章朋 清华大学 

DP-20 
相变微胶囊/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制备、结构及调

温性能 
温海霞 深圳大学 

DP-21 
多层复合薄膜中填料的选择性分布对介电性能影

响的研究 
戢文静 四川大学 

DP-22 聚乳酸在石墨烯纤维表面形成横晶的研究 荆梦璠 四川大学 

DP-23 
基于离子键交联的自修复导电橡胶/纳米纤维素复

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刘雪辉 四川大学 

DP-24 
纤维素纳米纤-聚乙烯醇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与

性能研究 
肖梅杰 四川大学 

DP-25 通过添加混合填料提高尼龙基复合材料的性能 郭怡兰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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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26 
利用二氧化硅调控炭黑导电网络结构制备具有良

好压力敏感性能的复合材料 
周燕 四川大学 

DP-27 
纳米纤维素辅助分散还原氧化石墨烯及其在湿度

响应材料制备中的应用研究 
许淑嫚 四川大学 

DP-28 
Which is More Beneficial to Enhance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Interpenetrating Network or Segregated 

Double Percolated Network? 
吴凯 四川大学 

DP-29 
原位聚合制备MC尼龙6/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与摩

擦学性能研究 
李成杰 四川大学 

DP-30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SiO2-PVSZ core–shell microspheres 
刘洪丽 天津城建大学 

DP-31 基于网状聚氨酯的三维石墨烯导热弹性体 秦盟盟 天津大学 

DP-32 Si@ PEG/MCNT 复合负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施伟利 武汉理工大学 

DP-33 
碳纤维增强碳纳米管改性导电环氧复合材料空间

环境适应性研究 
张静静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DP-34 
基于碳纳米管纱线原位生长聚苯胺的柔性超级电

容器 
张道洪 中南民族大学 

DP-35 
基于聚偏氟乙烯硬弹性纤维的应变传感器及其性

能 
朱挺茂 东华理工大学 

DP-36 
机械共混法制备纳米纤维素/氧化石墨烯/多壁碳纳

米管复合材料的研究 
徐子豪 桂林理工大学 

主题 E  功能高分子材料 

墙报编号 论文题目 展讲人 

EP-01 光催化自清洁棉织物的制备与表征 杨梓薇 北京服装学院 

EP-02 
具有 pH响应的高强度双网络水凝胶的制备及性质研

究 
关爽 长春工业大学 

EP-03 
磺化聚醚醚酮质子交换膜的合成及钒流电池性能研

究 
黄雪红 福建师范大学 

EP-04 
多模影像指导的功能化纳米黑色素靶向乳腺癌的光

热治疗 
姜琴 复旦大学 

EP-05 不同配体稳定的磁性纳米材料用于癌症光热治疗 彭海豹 复旦大学 

EP-06 透明质酸/cypate 复合纳米粒子在肿瘤光疗中的应用 田野 复旦大学 

EP-07 聚甲基丙烯酰胺基偶氮苯微球的制备及其光响应性 李光华 广西大学 

EP-08 利用羧基构筑无芳香性单元的高分子室温磷光材料 胡家友 桂林理工大学 

EP-09 导电薄膜的构建及其性能研究 陈健 桂林理工大学 

EP-10 
原位聚合法制备聚吡咯/氧化石墨烯/单宁酸复合材

料电化学性能的研究 
王振强 桂林理工大学 

EP-11 
Pickering 乳液法构筑聚苯胺/石墨烯导电复合材料的

制备与性能研究 
徐阳 桂林理工大学 

EP-12 
纳米纤维素稳定 Pickering 乳液/聚合物复合气凝胶的

制备 
周昌兵 桂林理工大学 

EP-13 聚苯乙烯磺酸钠：AIE 活性的室温磷光高分子材料 覃晓金 桂林理工大学 

EP-14 新型耐碱解季铵型阴离子交换膜材料的合成与表征 王金雷 合肥工业大学 

EP-15 间隔基对聚醚砜基阴离子交换膜性能的影响规律 陈颖 合肥工业大学 

EP-16 Poly(VBMIMPF6)/BMIMPF6离子凝胶的制备与性能 宋洪赞 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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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 
聚（苯乙烯-甲基丙烯酸）/银纳米复合微球的制备与

表征 
廖光福 湖北大学 

EP-18 变压器配件可逆示温涂料的研究 贺乾元 湖北大学 

EP-19 SPS/PANI/Ag 复合微球的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张勇 湖北大学 

EP-20 超分子金属有机薄膜的制备 袁天梦 湖北大学 

EP-21 全氟短碳链丙烯酸酯拒水剂的合成及其应用 刘金庭 湖北大学 

EP-22 铕-多酚配合物/纳米粒子复合材料的合成及表征 朱伟 湖北大学 

EP-23 
快光响应与耐疲劳性能优异的聚合物分散有机凝胶

薄膜 
陈明敏 湖北工业大学 

EP-24 
3D 打印聚乙烯醇/海藻酸钠水凝胶支架的力学性能

研究 
徐恒 湖北工业大学 

EP-25 偶氮苯疏水改性聚氨酯增稠剂的光响应流变行为 杜柱康 华南理工大学 

EP-26 多重形状记忆高强度自修复 PAA-GO-Fe
3+水凝胶 赵雷 华南理工大学 

EP-27 近红外驱动高韧性 PAM-GO-明胶形状记忆水凝胶 黄家和 华南理工大学 

EP-28 功能性生物 3D 打印材料在医学领域应用研究进展 周武艺 华南农业大学 

EP-29 基于光聚合 PEG-DA 薄膜的灵敏湿度驱动致动器 吕超 吉林大学 

EP-30 基于 PEDOT:PSS/PVDF 的湿度响应致动器和发电机 王汞 吉林大学 

EP-31 光热响应的纳米复合水凝胶薄膜 施晴 吉林大学 

EP-32 
溶剂热沉淀聚合制备粒径均匀的聚（甲基丙烯酸酯-

二乙烯基苯）微球 
丁园园 济南大学 

EP-33 
用于汞离子检测的水溶性聚合物基荧光化学传感器

的制备 
李光 聊城大学 

EP-34 梳形嵌段共聚物的合成、表征与应用 吴石山 南京大学 

EP-35 超支化聚醚的合成与表征 吴石山 南京大学 

EP-36 二氧化碳刺激响应纤维膜润湿性调控 刘雷 清华大学 

EP-37 
基于巯基-烯点击化学的高分子-金属有机框架交联

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姚丙建 山东师范大学 

EP-38 DASAs 双亲树枝化共聚物水相光致变色行为研究 张培楠 上海大学 

EP-39 动态键联构筑智能树枝化聚合物水凝胶 刘洁 上海大学 

EP-40 智能响应型大分子的设计合成与自组装 卢悦 上海大学 

EP-41 
从动态化学到动态图案：可逆 Diels-Alder 加成反应

调控可逆的褶皱图案 
侯鸿浩 上海交通大学 

EP-42 
碳纳米管层层自组装改性相变微胶囊的制备及其调

温性能 
黄奕添 深圳大学 

EP-43 
一种新型的基于电荷转换的抗血脑屏障药物载体的

制备研究 
严瑶瑶 深圳大学 

EP-44 
不同小分子/热塑性聚氨酯杂化体系的阻尼性能及阻

尼机理 
高卫强 四川大学 

EP-45 
基于纳米纤维素的 N-掺杂碳质气凝胶超级电容器的

制备及应用研究 
张晓芳 四川大学 

EP-46 多重响应型聚酰胺硫醚的合成与温敏性能研究 张洪灿 苏州大学 

EP-47 
表面定向固定抗体的纳米纤维素用于 C-反应蛋白的

检测 
张燕霞 苏州大学 

EP-48 超疏水抗紫外复合功能纺织品的制备 杨玲 武汉纺织大学 

EP-49 锂硫电池新型高分子粘结剂的研究 刘彬 武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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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50 二茂铁功能化 PVC 及其应用研究 祁美丽 西安科技大学 

EP-51 新型含氟低介电氰酸酯树脂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顾军渭 西北工业大学 

EP-52 
氰酸酯自修复微胶囊的制备及在环氧树脂中的应用

研究 
顾军渭 西北工业大学 

EP-53 超分子水凝胶薄膜的制备及光催化性能的研究 马玉花 新疆大学 

EP-54 
三氮唑功能化多孔交联聚合物的制备及其 CO2 吸附

性能 
诸俊杰 浙江大学 

EP-55 
两性离子基团对其聚合物刷响应性和抗污性能的影

响 
肖圣威 浙江工业大学 

EP-56 
探究聚 3-(二甲基(4-乙烯基苄基)铵)丙烷-1-磺酸盐刷

子的碳链长度对盐响应性和抗污性能的影响 
肖圣威 浙江工业大学 

EP-57 
导电聚酰胺 6/还原氧化石墨烯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

能研究 
马猛 浙江工业大学 

EP-58 光子晶体微型结构激光器件制备研究进展 孟凡姝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

所 

EP-59 
生物可降解各向异性 PLGE 载药纳米颗粒药物释放

及细胞内富集行为研究 
樊俊兵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

所 

EP-60 
溶剂梯度驱动的单材料反蛋白石结构光子晶体驱动

器的研究 
张大杰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

所 

EP-61 
光敏性嵌段聚芳醚砜阴离子交换膜的制备与性能研

究 
李香丹 中南民族大学 

EP-62 
壳聚糖/壳聚糖修饰碳纳米管复合质子交换膜的制备

及性能研究 
欧颖 湖北工程学院 

EP-63 聚乙烯咔唑共价修饰的硫化钼激光防护材料的合成 白婷 华东理工大学 

EP-64 
具有持久良好光催化自清洁以及表面超疏水效果的

双重自清洁面料的制备与表征 
周顺利 北京服装学院 

主题 F  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 

墙报编号 论文题目 展讲人 

FP-01 
基于 THEIC 的膨胀型阻燃剂对含磷阻燃 PET 燃烧性

能的影响 
魏丽菲 北京服装学院 

FP-02 氧化聚丁二烯橡胶增韧聚乳酸的增韧机理研究 王艳色 大连理工大学 

FP-03 壳聚糖/高岭土复合止血微球的研究 孙逊 福建师范大学 

FP-04 
壳聚糖/海藻酸锌复合多孔微球的制备及其止血性能

研究 
潘萌 福建师范大学 

FP-05 
Dual Drug Loaded Silk Fibroin/ 

Hydroxypropylcellulose Hydrogel for Localized 

Chemotherapy of Cancer 
杨宇红 复旦大学 

FP-06 水性有机硅修饰海绵高效油水分离材料 权翼腾 桂林理工大学 

FP-07 柔性透明导电石墨烯/纤维素复合膜的制备 张同平 青岛科技大学 

FP-08 
聚乳酸立构复合作用调控聚氨酯弹性体力学性能研

究 
王海利 合肥工业大学 

FP-09 
氮氧自由基嵌段共聚物对纤维素的催化氧化性能研

究 
刘少杰 河北科技大学 

FP-10 生桐油在光固化涂料中的应用研究 杨卓鸿 华南农业大学 

FP-11 紫外光催化桐油基漆酚类似物的合成及应用 杨卓鸿 华南农业大学 

FP-12 硅藻土-PVC 基木塑复合材料甲醛吸附性能研究 董先明 华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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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3 竹纤维增强聚乳酸 3D 打印材料机械性能研究 董先明 华南农业大学 

FP-14 
聚多巴胺修饰的纤维素纳米晶在 Fe

3+污染物快速检

测与智能堵漏中的应用研究 
韩阳阳 四川大学 

FP-15 
纤维素基碳化气凝胶的制备及其对有机溶剂和工业

用油的吸附性能研究 
袁伟 四川大学 

FP-16 
针铁矿@纳米纤维素杂化纤维膜的制备及其水处理

应用研究 
张伟 四川大学 

FP-17 
静电纺丝制备纤维素/纳米羟基磷灰石复合支架材料

及其在骨组织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敖成鸿 四川大学 

FP-18 基于巯基/烯光聚合技术构建壳聚糖基水凝胶的研究 董齐 武汉纺织 

FP-19 
片层淀粉纳米晶/石墨烯协同改性豌豆蛋白导电复合

材料 
林宁 武汉理工大学 

FP-20 氧化修饰纤维素纳米晶的表面羧基含量控制 黄进 西南大学 

FP-21 
季戊四醇支化聚（丁二酸丁二醇酯-co-对苯二甲酸丁

二醇）的合成与表征 
陆璟 浙江大学 

FP-22 天然粘土矿物催化ε-己内酯开环聚合 马睿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FP-23 壳聚糖季铵盐微球作为注射疫苗佐剂的安全性评价 吴楠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

所 

FP-24 
纤维素基复合吸附材料在去除水中重金属离子中的

应用 
黄大勇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

所 

FP-25 常温下纤维素在 AMIMCl/DMSO 中的溶解 慈吉良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

所 

FP-26 纤维素的低温丝光化处理 张云秀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

所 

FP-27 纤维素/石墨烯复合膜的制备 孟秋华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

所 

FP-28 
Conversion of a Biorenewable Plant Oil (Anethole) to a 

New Fluoropolymer with Both Low Dielectric Constant 

and Low Water Uptake 
贺凤开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

研究所 

FP-29 生物可降解聚丁二酸丁二酯的红外光谱研究 姚淑芳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FP-30 
壳聚糖微球及其复合佐剂用作新流二联疫苗的免疫

效果 
邹勇娟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FP-31 魔芋葡甘聚糖细胞微载体的制备 李娟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

所 

FP-32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共-丁二酸聚四氢呋喃）的合成

与表征 
邬舒怡 清华大学 

FP-33 微生物致孔快速响应性多孔复合水凝胶的制备 杨鱼 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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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展 

参展地点：桂林大公馆1楼 

参展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岛津公司 

QUANTUM 量子科学仪器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天津德尚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PE公司 

上海新硕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武汉超支化树脂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启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凯恩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皕赫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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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会场平面图及功能分布 

会议地点：桂林大公馆 

 

主会场：2楼大宴会厅 

分会场：1-2楼 会场示意图 

 

两江机场 

桂林北站 

大公馆 

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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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用餐时间与地点 

● 早 餐 

时间：7:00～8:00 

地点：各住宿宾馆（大公馆在悦颐中餐厅） 

注：凭房卡或酒店所发早餐劵用餐 

● 午 餐 

时间：12:00～13:30  地点：大公馆悦颐中餐厅 

负责人：李虹燕（13367636380） 许国彦（15078325210） 

● 1-2日晚餐 

时间：18:00～20:00  地点：大公馆悦颐中餐厅 

负责人：李虹燕（13367636380） 许国彦（15078325210） 

● 3日晚宴 

时间：11月3日19:00～21:00  地点：大公馆悦颐中餐厅 

负责人：张发爱（13978342429） 李虹燕（13367636380）  

许国彦（15078325210） 

● 4日晚餐 

时间：11月4日18:00～20:00  地点：大公馆秦宫 

负责人：张发爱（13978342429） 李虹燕（13367636380）  

许国彦（15078325210） 

 

特别说明： 

午餐、晚餐凭当日餐劵在桂林大公馆用餐； 

因参会人员较多，请注意保持秩序，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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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用车时间与地点 

 桂林理工大学往返班车安排 

乘车时间：11 月1—4日  早：7:15  

地点：桂林理工大学校门口 

乘车时间：11 月1—4日（除3日）晚：20:00  

          11月3日 晚：21:00 

地点：大公馆酒店门前 

            

会场工作联系人 

● 大会秘书处 

张发爱（13978342429）  杨 睿（15901470204）  

● 会场服务  

周  立 （13457660370） 郎丰鸣（13768336635） 刘文洁（13737713161）   

第一分会场：龚永洋（17130711896）  第二分会场：李裕琪（15295956239） 

第三分会场：黄孝华（13647737109） 第四分会场：周  立（13457660370） 

第五分会场：杨  超（18707738320） 第六分会场：刘红霞（13617836629） 

● 口头报告 

杨  超 （18707738320） 臧利敏（18877388570） 

● 墙报展讲 

臧利敏（18877388570）  郎丰鸣（1376833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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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参展  

张发爱（13978342429）郎丰鸣（13768336635） 

● 酒店住宿 

莫云娥（13978338340） 

 桂林大公馆 

 维也纳国际酒店（万象城店） 

 汉唐馨阁酒店 

 晶鑫国际大酒店 

 

温馨提示 

1、各参会代表凭代表证参加会议，应提前15分钟进入会场，会议期间请将

手机设置为振动状态。 

2、会议期间外出活动应提高安全意识，防范各类人身伤害，确保人身安全。

如您希望单独活动，请提前告知会务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联系。 

3、请尽量不要携带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如有贵重物品，请交酒店总台寄

存。 

4、会议期间如需医疗服务请到附近医院就诊，夜间如有需要请直接拨打120 

急救中心，并通知会务组。 

5、桂林市区11月1-5日气温在14-25℃，温差变化较大，可能会有小雨，请

各位代表带好合适衣物及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