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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29    Synergistically non-fouling/fouling-release amphiphilic anti-fouling surface 

 徐彬彬  冯纯  黄晓宇 

AP-30    硫醇-烯烃点击反应制备光固化膜及性能研究 

王路平  刘春海  吴云龙  程娟  余倩  张道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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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诗媛  赵婷婷  张道洪  张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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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海洋  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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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聚

合 

陈明森  周泓望  张发爱 

AT-01    双酚 A 型环氧树脂改性酚醛泡沫的制备及表征 

李芝灵  赵博文  刘春玲  董文生 

AT-02    The effect of oxidants on the structure of polyaniline synthesized by chemical  

         polymerization 

Zheng Liu  Xin Fan 

AT-03    基于聚乳酸的生物基聚酯酰胺的制备 

丁正  彭少贤  章登科  徐婷  赵西坡 

AT-04    高导电水分散聚苯胺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 

王海花  张婷  费贵强  范丹  沈一丁 

AT-05    高回弹聚氨酯专用脱模剂的研究 

马驰  张羽  赵常礼  何伟  郭卓  李佳锡 

AT-06    环形聚（N-乙烯基己内酰胺）的合成及表征 

杨耀宗  何福喜  李杰  唐刚  游丹  毕韵梅 

AT-07    回收苯酸合成聚酯多元醇的研究 

李科  陈洁  黄金瑞  聂小安 

AT-08    铬系乙烯低聚催化剂研究进展 

于部伟  王力搏  蒋岩  孙恩浩  闫义彬  刘通 

AT-09    基于 ARGET ATRP 乳液聚合制备两亲性三嵌段聚合物 

王双双  孙圆圆  谭捷 

主题 B 高分子材料结构和性能 

BI-01    有机/无机杂化大分子的自组装及性能研究                            

林嘉平  徐鹏翔  管洲 

BI-02    High Resolution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polymers  

R. Kokawa (粉川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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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03    Study of Thin Film Morphologies by Grazing Incidence 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 (GISAXS) 

Tomomi Irita (入田友美) 

BI-04    界面在高分子复杂体系降解中的作用                        

杨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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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龙飞  罗珊珊  杨硕  沈佳斌  李姜 

BI-06    粒子填充高分子复杂体系的流变学 

郑强 

BI-07    原位“焊接”短切碳纤维                                

吴国章  张栋葛 

BI-08    增材制造：超高分子量聚合物材料加工成型新途径 

马永梅  林学春  郭洪霞  崔可建  赵宁  徐坚 

BI-09    流场诱导下线形与环形高分子链的过孔行为 

王振华  卢宇源  安立佳 

BI-10    聚（多金属氧酸盐）和它的嵌段共聚物的合成、自组装和催化功能究 

唐静  苗文科  郑萍  王维 

BI-11    聚氧化乙烯-尿素包合物的结晶行为研究 

高阳  林大薇  郭宝华  徐军 

BO-01    Super-Resolution Fluorescent Imaging for Self-assembly of Amphiphilic 

Oganic Molecules and Block Copolymers 

Ming-Qiang Zhu 

BO-02    两亲性生物质及其自组装纳米胶束的制备与应用 

葛文娇  郭延柱  钟浩权  孙润仓  王小慧 

BO-03    仿生超浸润聚合物界面材料 

刘洪亮  王树涛  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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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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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王雅娴  Vladimir. V. Tsukruk  邵正中 

BO-06    同步辐射红外光谱对天然和再生丝蛋白纤维的研究 

方广强  凌盛杰  韩延晨  陈新 

BO-07    聚合物/黑色素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汪洋  东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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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新 

BO-09    聚合反应的在线粘度测量解决方案 

丁晓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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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10    聚氨酯弹性体的老化机理及耐老化性能研究 

蔡智奇  宫青海  陆园  战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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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孝均  许文 

BO-12    嵌段共聚物物理老化的实验研究与理论建模 

马鸣超  薛添驹  陈沈悦  郭云龙 

BO-13    不同抗氧体系对尼龙 6 热氧化性的影响 

  蔡智奇  成新云  盛春蕊  陆园 

BO-14    高阻尼橡胶复合材料在桥梁隔震支座中的应用 

张凯  许勇  王军军  赵秀英  张立群 

BO-15    液相色谱技术在聚合物分析中的应用 

左夏龙 

BO-16    聚丙烯的乙烯等离子体改性及其与聚乙烯的合金化 

魏淑贤  刘亚鹏  马桂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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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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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微芸  冯连芳  顾雪萍  王嘉骏  张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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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笛  冯连芳  顾雪萍  王嘉骏  张才亮 

BO-20    一种成核剂在升降温过程中的结构变化 

胡玎玎  冯嘉春 

BO-21    聚乳酸结晶过程控制及其相关性能研究 

沈田丰  于清清  许允生  马丕明 

BO-22    限域流动自组装聚合物纳米复合材料 

刘睿  何月珍 

BO-23    TCO 沉积 PPO 聚合物薄膜特性研究 

刘伟庆  刘玉静  邹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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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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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海富  杨海波  卢咏来  张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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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润国  罗开强  吴丝竹 

BO-27    含钌的光响应金属有机聚合物 

吴思 

BO-28    Carbon Dots Hybrid Materials 

Wang Guan  Ye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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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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龙  江龙  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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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岩  袁金颖 

BO-31    含氟聚合物增强光动力学效应研究 

冯纯  却玉蓉  黄晓宇 

BO-32    3D“丝瓜络”凝胶网络增韧高透明 PMMA 及其机理研究 

何荟文  陈思  马猛  吴波震  施燕琴  王旭 

BO-33    受激形变高分子的复杂形状与形变 

赵骞  谢涛 

BO-34    低成本高性能透明形状记忆聚酰亚胺 

孔德艳  肖鑫礼 

BO-35    新型形状记忆性 PVDF/PMMA 交替多层复合材料 

吉笑盈  沈佳斌  郭少云 

BO-36    两性离子形状记忆聚氨酯的制备与表征 

梅占奎  任换换  陈少军  戈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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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朦  张佳佳  吴宏  郭少云 

BO-38    形状记忆聚烯烃和环氧树脂纳米复合材料 

赵军  赵玲玉  刘雅芸  张晖  张忠 

BO-39    具有形状记忆功能的智能超分子水凝胶 

张佳玮  乐晓霞  肖赫  孟浩  陈涛 

BO-40    Real-time analysis of VOCs from polymers degradation by chemical ionization 

high 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 

钟静文 

BO-41    以非共价相互作用作为驱动力构建生物活性表面 

曹利敏  渠阳翠  胡昌明  韦婷  占文俊  陈红  于谦 

BO-42    基于-环糊精-偶氮苯包合作用的两亲聚合物囊泡的构建 

高辉 

BO-43    两性离子功能表界面的可控构建与性能研究 

刘平生  沈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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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琼燕  张庆华  詹晓力  陈丰秋 

BO-45    β-定向结晶聚丙烯的合成和结晶性能 

牛慧  王娜  李杨 

BO-46    辐射引发接枝改性聚乳酸及其结晶行为研究 

方华高  王海利  丁运生 

BO-47    高分子实验加工设备的改良创新 

刘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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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01    PLLA 与 PCL-r-PDLA 共混物及其纤维的性能与研究 

李琦  周顺利  杨紫薇  杨春芳  张秀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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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祖江  周顺利  张秀芹 

BP-03    PESub/ovi-POSS 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结晶行为与性能的研究 

张康静  邱兆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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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浩  隋刚  杨小平 

BP-05    聚丙烯腈基预氧纤维径向化学结构研究 

徐盼盼  刘彤彤  姜骁夏  杨婉箐  徐惠洁  李常清  徐樑华 

BP-06    PAN 原丝制备过程的凝固尺寸效应研究 

任瑞  贾龙飞  徐樑华  徐盼盼  周怡然  李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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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廷家  徐日炜 

BP-08    离子液体修饰石墨烯对聚乳酸结晶行为的影响 

罗霄  徐佩  胡亚东  丁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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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平  周易杨  刘超  丁运生 

BP-10    苯胺填料对石墨烯聚合物导电性能的影响 

徐婷  彭少贤  李云珂  章登科  赵西坡 

BP-11    聚丙烯釜压发泡材料的发泡特性及压缩性能 

陈哲  胡圣飞  张荣  刘清亭  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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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荣  胡圣飞  张帆  徐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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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述瑞  雷洛奇  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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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军  郭宝华 

BP-15    SBS 基冷冻凝胶吸油材料 

王凌霄  李文  刘坤  张阿方 

BP-16    耐热聚氨酯弹性体的制备及热稳定机理研究 

惠冰  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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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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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佳  白红伟  张琴  傅强 

BP-19    基于 PMMA/EMA-GMA 制备高耐热高阻尼共混材料 

刘柳序  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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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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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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霞  张聪  陈蓉  郭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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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英  郭少云  李光宪 

BP-23    改性 POSS 填充等规聚丙烯结晶行为的研究 

冯百旋  李珍光  陈冠云  朱孔营  赵蕴慧  袁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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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红祥  李继龙  王婉婉  周瑜 

BP-25    可控氢化法制备 P(St-MMA-MAA)共聚物及其应用研究 

刘晶晶  谭少博  张志成 

BP-26    PVC-St 之间的 Friedel-Crafts 接枝反应 

邵姣姣  祁美丽  吴勇鑫  李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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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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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祎  徐玉松  王玉霞  马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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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鹏  吕弛 

BP-30    基于太赫兹时域光谱的聚乳酸晶体结构的研究 

李函  叶海木 

BP-31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Py/Ag/clay composite nanoparticles formed by in situ 

UV-induced dispersion 

Limin Zang  Chao Yang  Jianhui Qiu  Qifan Liu  Ge Song 

BT-01    三种二氧化硅对高温硅橡胶力学性能的影响 

刘杭忠  童跃进  关怀民 

BT-02    一种导电硅橡胶材料的性能研究 

刘小艳  朱巍  王帮武  吴福迪  赵云峰  李莉  王蕴宝 

BT-03    环氧胶接界面热氧加速老化研究 

张欢  许文 

BT-04    [Amim]Cl 改性白炭黑对 SBR 性能的影响 

孙雪洋  杜爱华 

BT-05    PHB/PLLA 共混物降解及原位拉伸同步辐射 SAXS/WAXS 研究 

王建军  杨春明  李莉  边风刚 

BT-06    辐射加工改性木塑复合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研究 

郭丹  黄科  刘思阳  陈竹平  彭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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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07    嵌段共聚物胶束的可控制备及多层次自组装 

朱宏艳  邱惠斌 

BT-08    尼龙 12 对热塑性聚氨酯的耐溶剂改性研究  

黄英东  刘隽  张龙  郭强  涂木林  涂国圣 

BT-09    介电谱研究离子液体增塑聚乳酸的相分离 

彭宁星  金天翔  那兵  柳和生 

BT-10    纤维素-二氧化锰基柔性超级电容器的制备与表征 

郑文拯  吕瑞华  柳和生  那兵  汪斌  金天翔 

BT-11    离子液体修饰石墨烯/氟醚橡胶复合材料摩擦磨损性能的研究 

王昊  张继华  赵云峰  李莉  李杰 

BT-12    MC 尼龙高性能化及工艺优化的研究 

周意杨  许全起  吴冲  王平  丁运生 

BT-13    碳点/铑复合纳米粒子的制备及橡胶加氢应用 

张洁  陈瑶  张立群  岳冬梅 

BT-14    PMDA 含量对聚酰亚胺泡沫性能的影响 

翟宇  刘暘  翟彤  曹巍  酒永斌  李伯龙 

BT-15    双金属纳米粒子催化剂在丁腈橡胶加氢中的应用 

陈瑶  高敏  张立群  岳冬梅 

BT-16    高流速 P(MMA-GMA)超大孔层析介质的制备 

那向明  李桐  叶佩丽  周炜清  马光辉 

BT-17    烯烃复分解反应改性硅橡胶的研究 

赵菲  宋雪  潘庆燕  辛明辉  胡琳杰 

BT-18    超临界 CO2 下 PP/ PP-POE 交替多层微孔发泡材料的研究 

王朝  李姜  郭少云 

BT-19    聚脲拉伸过程氢键行为的研究 

李婷  戴泽辉  谢智宁  陈有粟  徐军  郭宝华 

BT-20    受阻酚 AO-70/丁腈橡胶复合材料阻尼性能分析及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 

张耿  赵秀英  杨瑞宁  祝静  吴丝竹 

BT-21    全氟聚醚橡胶的结构和性能 

马少雄  刘小艳  赵云峰  吴福迪 

BT-22    聚丙烯酸/二氧化硅纳米复合水凝胶的合成及增强机理 

刘子路  徐世美 

BT-23    含环氧基团的氢化丁腈型聚氨酯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董建军 张立群 岳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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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C 高分子材料加工与成型 

CI-01    聚合物基微纳米功能复合材料微型加工研究 

                                      王琪  李莉  陈英红  陈宁 

CI-02    碳纳米材料在聚合物阻燃中的应用 

方征平  郭正虹  冉诗雅 

CO-01    抗菌高分子囊泡      

                                杜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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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少波  蔡晓华  陈仕国 

CO-03    键合型抗菌防霉聚氨酯软质泡沫的研制 

管涌  汪婷雯  危大福  许祥  郑安呐 

CO-04    熔融共混接枝制备卤胺化聚烯烃抗菌材料 

姚晋荣  吴堃  李剑桥  陈新  邵正中 

CO-05    多孔纤维素胶粒对植物乳杆菌的耐受性及定向释放 

李唯  刘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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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奋飞  张青  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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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佳斌  郭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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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艳  方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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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向荣  梁耀东  汪晓芹  牛红梅  李锦  何金梅  屈孟男  

康洁  陈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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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王慕演  陈思  马猛  吴波震  施燕琴  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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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思雯  黄宇轩  肖媛芳  邓海铭 

CP-01    AMS 共聚物作为新型交联剂用于橡胶硫化 

                               张蓉  马育红  杨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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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训辉  李聪慧  陈玉坤  林宝凤  梁兴泉 

CP-03    热塑性聚氨酯发泡珠粒的制备及性能  

                     黄轲  胡圣飞  张荣  刘清亭  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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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少贤  丁正  徐婷  赵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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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5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的支化交联及发泡 

                                   危大福  唐似铁  李军  管涌  郑安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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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淑嫚  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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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英  郭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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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佳佳  张晓朦  李姜  郭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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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勇鑫  张峰  闫兰英  李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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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苗  邵姣姣  祁美丽  李侃社 

CP-11    不同分子量 PEG 改性 PLA 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张剑鸣  王市伟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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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灿辉  董知韵  李庆业 

CT-01    锂离子电池隔膜孔隙形态与性能的关系研究 

亢健  陈金耀  杨锋  向明 

CT-02    轻型输送带 PVC 挤出覆层材料的工艺与性能研究  

                            刘隽  张龙  郭强  涂木林  涂国圣 

CT-03    一种新型增塑剂的 PVC 挤出覆层耐溶剂性能研究  

                             刘隽  张龙  郭强  涂木林  涂国圣 

CT-04    工业涤纶单丝的熔融纺丝与拉伸工艺研究  

                               张龙  刘隽  郭强  涂木林  涂国圣 

CT-05    不同偶联剂对 Al2O3/PE-RT 复合材料力学和导热性能的影响 

                              谷亚新  刘根华  王洪梅  张文霖 

CT-06    聚乙烯醇/贝壳粉复合泡沫材料的制备及结构性能  

                                        邱文婷  李莉 

CT-07    旋转挤出和分子量对聚乙烯管蠕变破裂的影响   

                            张大合  聂敏 

CT-08    碳纤维表面原位接枝银纳米线的结构及机理研究 

                                        詹茂盛  安晓云  马晶晶  王凯 

CT-09    改性粉煤灰对天然橡胶动态机械性能的影响  
 

  齐明阳  刘永明  李乔  刘清亭  胡圣飞  张荣 

CT-10    两种弹性体对 PPR 材料低温抗冲击性能的影响  

 谷亚新   王洪梅   刘根华 
 桂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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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D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DI-01    耐极低温树脂基复合材料的研究进展 

付绍云  肖红梅  刘玉  渠成兵  冯青平  李元庆 

DI-02    聚丙烯/苯乙烯预聚体的等离子体在线改性及其原位合金化 

邓雄武  魏淑贤  孙贯凯  马桂秋  盛京 

DI-03    剑麻纳米纤维素及其复合材料的研究与应用 

韦春  王世其  龚永洋  吕建  刘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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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05    仿生构筑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 

程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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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07    介孔材料在高分子材料中的应用 

张发爱  陈明森  周泓望  郭瑞泉  危燕  李小芳  孙发孟  许旺发  魏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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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光春  邱健  邢海平  李明罡  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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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萍 

DI-10    石墨烯/天然橡胶复合材料结构和性能 

 夏和生  战艳虎  闫宁  Giovanna Buonocore  Marino Lavor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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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02    耐低温环氧树脂的增强增韧改性研究 

肖红梅  刘玉  赵阳  冯青平  付绍云  李元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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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群 

DO-04    PET 基复合材料原位成纤对聚丙烯的增强增韧 

刘帅  李环  高卫强  吴宏  郭少云 

DO-05    片状无机纳米材料增强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研制 

周阳  彭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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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鹏  廖景露  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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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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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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兴凤  陈玉坤 

DO-09    纤维素纳米晶橡胶基功能复合材料的性能研究 

田明  甄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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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乐  王丹  高俊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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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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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健  闫业海 

DO-13    石墨烯基气凝胶微球 

夏和生  廖述驰  翟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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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艳艳  王杰  夏和生 

DO-15    聚偏氟乙烯导热复合材料：填料网络构筑与性能 

  肖燕君  王文燕  杨静晖  王勇 

DO-16    形态结构对 PBT/PC/Al2O3复合材料导热性能的影响 

温变英  郝鲁阳  邹文奇  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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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昭媛  顾军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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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任辉  姚华  李岳  张好斌  于中振 

DO-19    液晶环氧树脂的制备与导热性能研究 

虞锦洪  何子海  陆绍荣  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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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智杰  曹志海  孙阳艺 

DO-21    纳米粒子复合三嵌段聚合物聚合物功能涂层 

陈顺  董丽杰  陆志伟  陈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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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巍  翟彤  李伯龙  王连才  曾心苗 

DO-23    扩散-聚合法制备 PA6/PS 纳米合金的研究 

黄承焕  郭朝霞  于建 

DO-24    硅烷偶联剂对 SiC/PVA 复合材料耐磨性能的影响 

刘迪  田华峰  李岩  项爱民 

DO-25    聚乙烯醇/沸石复合材料的制备  

秦亚楠  项爱民 

DO-26    苯乙烯接枝改性聚丙烯制备微孔发泡材料 

李聪  冯连芳  顾雪萍  王嘉骏  张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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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27    硅烷改性石墨烯带@聚氨酯泡沫复合材料的功能特性研究 

赵丽  胡丽丽  汤龙程  强飞  裴勇兵  吴连斌  蒋剑雄 

DO-28    硅基和碳基多功能弹性泡沫材料 

 李凌霄  张俊平 

DO-29    两步法制备碳化硅/聚氨酯酰亚胺复合泡沫 

吴佳俐  田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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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吉祥  孙思涵  张云飞  姚臻  曹堃 

DO-31    高介电多相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研究 

茆汉军  张婷婷  杨静晖  张楠  黄婷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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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丽秀  赵丽  Hong-Yuan Liu  Yiu-Wing 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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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铁梅  徐春峰  孟竺  徐立新 

DO-34    均质 SBS 介电弹性体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孙海斌  田明  宁南英  张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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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会见  郑爱爱  徐春锋  徐喜连  徐立新 

DO-36    各项异性石墨烯/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制备及其电磁屏蔽性能 

李晓锋  李星华  刘涛  于中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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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利川  崔成华  李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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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艳艳  王杰  夏和生 

DO-39    硫化体系对三元乙丙橡胶/蒙脱土复合材料性能影响 

赵祺  徐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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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舒浩  于杰  杨照  孙静  韦良强  吉玉碧 

DO-41    石墨烯/高分子复合材料耐核辐射性能研究 

林宇  刘尧华  吴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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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刚  杨小平 

DP-02    碳纤维树脂基复合材料热降解研究 

金鑫  隋刚  杨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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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气局  马传国  万华妹  李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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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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春  龚永洋  徐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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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玉园  韦春  龚永洋 

DP-06    纳米 SiO2/LNBR/PF 基复合材料的研究 

高满  余传柏  冯竞伟  李长雅 

DP-07    交联密度调控 PDMS 多孔材料微观形貌 

邓俊杰  权翼腾  邓卫星  彭锦雯 

DP-08    聚苯并噁嗪/碳化硼纳米复合材料的性能研究 

刘文彬  吕丹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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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月  赵云峰 

DP-10    P[MMA-IL]修饰碳纳米管协同调控 PVDF 复合物结晶行为 

胡亚东  徐佩  罗霄  丁运生 

DP-11    埃洛石纳米管/聚丙烯复合材料的力学及阻燃性能 

 王亚飞  赵静  蔡学明  宋洪赞  闰明涛 

DP-12    高折射率和高含水量聚硫氨酯/丙烯酸水凝胶的制备及在人工眼角膜上的应用 

曾有兰  孙鹏  唐雪晴  张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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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庆  庞龙  徐祖顺  易昌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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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庆  庞龙  徐祖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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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圣飞  张荣  刘清亭  魏文闵  张帆  黄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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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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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薇  王汞  吕超  夏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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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舒怡  张旸  徐军  郭宝华 

DP-19    定形相变材料的导热研究 

刘章朋  杨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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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奕添  秦嗣银  陈大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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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华  傅强 

DP-22    聚乳酸在石墨烯纤维表面形成横晶的研究 

荆梦璠  强虹  吴志强  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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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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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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  卢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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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枫  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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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华  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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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进  傅强 

DP-28    Which is More Beneficial to Enhance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Interpenetrating 

Network or Segregated Double Percolated Network?  

Kai Wu  Chuxin Lei  Feng Chen  Qiang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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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萌  叶林 

DP-30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SiO2-PVSZ core–shell microspheres 

Hong-li Liu  Ning Wei 

DP-31    基于网状聚氨酯的三维石墨烯导热弹性体 

秦盟盟  冯奕钰  封伟 

DP-32    Si@ PEG/MCNT 复合负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施伟利  陈建平  杨全岭  谢海安  熊传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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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鸿  杨小勇  邢焰  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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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云龙  王秋凡  王路平  李婷  张道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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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瑞华  那兵  柳和生  周海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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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春  龚永洋  陈梓润  吕健 

DT-01    聚丙烯/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唐梓健  杨丽庭  李彦涛  张惠  郑智焕 

DT-02    聚二甲基硅氧烷和聚丙烯酸改性三聚氰胺海绵的制备及其在油水分离中的应用 

曾维国  杨浩  张淑来  张博晓  袁天梦  曾有兰  徐祖顺 

DT-03    聚四氟乙烯改性乳聚丁苯橡胶性能研究 

燕鹏华  梁滔 

DT-04    氧化石墨烯/聚二甲基硅氧烷表面接枝聚合物的合成及表征 

王君利  童跃进  关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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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05    氧化石墨烯的化学改性及其在高分子共混中的应用 

时双强  李平  常丹  高歌 

DT-06    结晶诱导的刷状聚合物-金纳米粒子自组装二维片晶 

干富伟  邱惠斌 

DT-07    PVP 表面修饰银纳米粒子制备及表征 

陈延明  王晶 

DT-08    MDI 改性无机粘土乳液法制备 NBRCNs  

王林艳  梁玉蓉 

DT-09    三维网络状结构石墨烯功能复合材料：设计、制备与应用 

徐喜连  曹澥宏 

DT-10    氧化石墨烯/热塑性聚氨酯复合材料性能研究 

毕宸洋  张龙  刘隽  郭强  涂木林  涂国圣 

DT-11    三维石墨烯/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王峰  隋刚  杨小平 

DT-12    热处理温度对 PVA/硅酸镁锂纳米复合膜结构与性能的影响 

黄赟  查刘生 

DT-13    苝酰亚胺液晶/环氧复合材料的性能研究 

潘露露  陆绍荣 

DT-14    功能化石墨烯基水性防腐涂料的构筑与性能  

郭丹慧  费贵强  王海花  于凯烁  沈一丁 

DT-15    对辛烷氧基苯甲酸/形状记忆聚氨酯复合材料的制备研究 

班建峰  穆罗娜  陈少军 

DT-16    选择性激光烧结 3D 打印用 PA12/CNTs 复合粉体的 制备、烧结与性能 

张正义  陈英红 

DT-17    3D 打印制备具有隔离导电网络柔性聚合物复合材料  

李志超  夏和生  王琪 

DT-18    腰果酚基环保醚型增塑剂的合成及增塑聚氯乙烯的研究 

李小英  聂小安  陈 洁  王义刚 

DT-19    腰果酚缩水甘油醚的制备及对环氧树脂体系的性能影响 

王义刚  聂小安 

DT-20    聚氨酯弹性体/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雷雁洲  段宪法  李振中 

主题 E 功能高分子材料 

EI-01    导电聚合物/石墨烯或碳纳米管复合热电材料  

陈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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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02    从超分子化学到体相超分子材料  

石峰 

EI-03    宽光谱吸收聚合物/二氧化钛复合光诱导催化材料  

杨龙  江龙  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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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承群  冯奕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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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06    碳基透明电极湿法加工及其器件  

陈义旺 

EI-07    肿瘤靶向性大分子荧光成像探针的研究  

刘凡  谭支林  徐琼楠  罗晓玥  鄢国平 

EI-08    仿生制备多功能的蜂窝状图案化生物界面  

路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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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斌  曹亚明 

EI-10    多孔膜结构精细调控及高效油水分离  

朱玉长  张丰  靳健 

EI-11    锂离子电池隔膜中纳米通道的离子输运研究  

李林  张秋霞  周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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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昀鋆  王莉莉  王笃金 

EI-13    聚醚醚酮特种纤维的研究  

王贵宾  栾加双  张淑玲  姜振华 

EI-14    无溶剂碳纳米流体在能源方面的应用  

熊传溪  施伟利  陈建平  刘磊  杨全岭  王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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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齐艳  鲍哈达  孙尧  熊卓越  于建 

EO-02    纳米 ATO/ASA 透明隔热复合材料 

徐炜  严永彬  冯杰 

EO-03    利用 PA6 构筑 TPU/CB 复合材料的导电网络  

张齐艳  郭朝霞  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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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函  杨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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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群  王文才 

EO-06    仿生手性超分子水凝胶材料 

冯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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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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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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rald Guerin  Ian Manners  Mitchell A. Winnik 

EO-09    多重氢键键合超分子聚合物的结晶  

包建娜  畅若星  常晓华  单国荣  包永忠  潘鹏举 

EO-10    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材料水凝胶的构筑  

常海燕  陈淑菊  崔健  闫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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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蕴赟 

EO-12    多功能荧光膜的制备及性能  

董丽杰  冯锐  兰松滢  琚艳云  袁野 

EO-13    新型水溶性荧光共轭聚合物的设计制备及其应用  

崔倩玲  王晓瑜  李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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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群  岳冬梅 

EO-15    有机室温磷光材料的分子构筑  

龚永洋  袁望章  韦春 

EO-16    硅量子点-聚氨酯荧光功能复合材料 

李旺  张英东  张立群  岳冬梅 

EO-17    Self-doping and Tunable Interfacial Dipoles of Small Molecular Electrolytes for Efficient 

Polymer Solar Cells 

Lie Chen 

EO-18    Functional polymer electrolytes for flexible energy storage devices  

Chun-yi Zhi 

EO-19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界面调控 

张坚 

EO-20    纳米晶纤维素基复合质子交换膜的制备与研究  

魏英聪  倪闯将  赵麒  呼微 

EO-21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reprocessable sulfonated polyimides cross-linked by 

stimulation with water (H+) for use as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s  

Bo-ping Zhang  Jiang-peng Nia  Xiong-zhi Xiang  Lei Wang 

EO-22    High-Performance Ternary Organic Solar Cells  

Yan-ming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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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绪宝  周亚梅  李秀梅  朱晓丽  仇伟光  孔祥正 

EO-24    具有光热效应的复合微球  

杨武利  郑瑞  田野  彭海豹  郭冉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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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25    沉淀聚合制备单分散聚脲微球及其酶固定  

姜绪宝  李秀梅  孔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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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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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阳  周昌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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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万平  谢海波  郑强  Chang-Sik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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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绍云 

EO-30    聚合物辅助制备纳米结构电极材料  

丁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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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祖凯  黄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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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义飞  王博  陈佳慧  刘轲  李沐芳  王栋 

EO-33    偕胺肟基功能膜的合成与功能电极的研制 

田明  辛浩波 

EO-34    具有优异跨细胞膜特性的纳米载体在多模式影像介导下的化学/光热协同治疗 

史声宇  刘亚静  聂立铭  殷俊 

EO-35    胰岛素高分子微针的设计与研究 

郭新东  朱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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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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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雁  郑倩倩  马栋  薛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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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佳达  冯杰 

EO-39    聚合反应驱动的自组织微纳米图案  

侯鸿浩  姜学松 

EO-40    冰模板法制备仿贝壳珍珠母结构复合材料  

柏浩 

EO-41    贻贝仿生自修复高分子两相材料及其纳米复合材料  

宋盛菊  唐艺峰  杨振忠  黄继军 

EO-42    二维碳基/高分子复合 Janus 薄膜材料构筑与性能研究  

肖鹏  谷金翠  何江  张磊  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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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梦颖  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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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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晓鹏  周环宇  吉婷  陈义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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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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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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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可调信息存储

性能 

樊菲  曹亚明  张斌  陈彧 

EO-48    共轭高分子 PFO 链构象对其光电性质的影响 

陆丹  白泽明 

EO-49    高通量纳米复合纳滤膜 

马洪洋  Benjamin S. Hsiao  Benjamin Chu 

EO-50    聚丙烯腈纳米纤维膜复合材料研究 

杨冬芝  史永正  方宁 郭超 雷妍  于中振 

EO-51    TEMPO 纤维素纳米纤维功能复合膜材料  

杨全岭  石竹群  熊传溪  Tsuguyuki Saito  Akira Isogai 

EO-52    α-Fe2O3/PAN 纳米纤维膜制备及其应用  

常娇  王建强  曲晋  潘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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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平  陈仕国 

EO-54    双重修饰 PVDF 血液透析膜的构建与评价 

徐蕊  冯倩倩  赵义平  陈莉 

EO-55    咪唑离子液晶聚合物及其电流变性能 

白鹭  罗静祺  汤信巧  张磊  孟凡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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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旭  张伟  卢灿辉 

EO-57    电活性分子提高导电高分子电化学储能性能的研究 

王振强  陈健  杨超  臧利敏  张发爱  邱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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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军  刘耀义  王家宝  邹科  董成磊  钟晨  张晖  宋锐  张忠 

EO-59    储能柔性薄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冯锐  陈卓  李立  欧文军  董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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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佘英奇  李义  赵玉莹  谢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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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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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62    纤维素基复合吸附剂的制备及其对水中残留阿莫西林的吸附性能及吸附机理研究 

雷小娟  袁俊  刘超  朱星蓉  蔡宁  薛亚楠  喻发全  罗晓刚 

EO-63    聚丙烯负载型苯类吸收剂的制备与性能 

贺术  张卫英  林巧玲  李晓  英晓光 

EO-64    Mussel-inspired one-step adherent coating micrometer-sized magnetic carbon fiber 

aerogel as a bioartificial liver for efficient removal of bilirubin 

Rui-Lin Liu  Pei Yu  Yan-Hui Ge  Qiang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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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星蓉  袁俊  曾健  罗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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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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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超  朱星蓉  雷小娟  蔡宁  罗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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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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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静晖  张楠  黄婷  王勇 

EO-70    淀粉-聚己内酯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表征 

伍强贤  李琳  马念 

EO-71    海绵负载型有机溶剂吸收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董晓婕  李晓  李远芳  张卫英  叶卓亮 

EO-72    流变-分子光谱联用技术在聚合物研究中的应用 

李健 

EP-01    光催化自清洁棉织物的制备与表征  

杨梓薇  周顺利  罗蒙  张秀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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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晶晶  关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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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令涛  崔青青  丁富传  黄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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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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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武利 

EP-06    透明质酸/cypate 复合纳米粒子在肿瘤光疗中的应用 

田野  杨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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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    聚甲基丙烯酰胺基偶氮苯微球的制备及其光响应性 

颜川  张超  黄成进  李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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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炳丽  覃晓金  杜琳琳  龚永洋  韦春 

EP-09    导电薄膜的构建及其性能研究  

陈健  王振强  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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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超  陈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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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昌兵  刘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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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阳  刘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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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炳丽  胡家友  杜琳琳  龚永洋  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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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娟  魏海兵  丁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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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琦  左道远  魏海兵  丁运生 

EP-16    Poly(VBMIMPF6)/BMIMPF6 离子凝胶的制备与性能  

赵晓萌  刘煜霖  宋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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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春函  易昌凤  徐祖顺 

EP-18    变压器配件可逆示温涂料的研究 

贺乾元  张博晓  徐祖顺  易昌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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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勇  廖光福  徐祖顺 

EP-20    超分子金属有机薄膜的制备  

袁天梦  张力  朱伟  徐祖顺  易昌凤 

EP-21    全氟短碳链丙烯酸酯拒水剂的合成及其应用  

刘金庭  高庆 

EP-22    铕-多酚配合物/纳米粒子复合材料的合成及表征  

朱伟  徐祖顺  易昌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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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世军  李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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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锋  龙世军  赵友姣  陈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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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碧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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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    多重形状记忆高强度自修复 PAA-GO-Fe
3+水凝胶 

 赵雷  黄家和  王涛  童真 

EP-27    近红外驱动高韧性 PAM-GO-明胶形状记忆水凝胶  

黄家和  廖杰新  王涛  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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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阳  董先明  胡洋 

EP-29    基于光聚合 PEG-DA 薄膜的灵敏湿度驱动致动器  

吕超  施晴  王汞  王英帅  李顺心  夏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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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汞  施晴  吕超  李顺心  夏虹 

EP-31    光热响应的纳米复合水凝胶薄膜 

施晴  王汞  吕超  王英帅  夏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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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晓  张书香  陈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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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欣欣  杨成成  姬生雁  柏丽萍  赵迪  李娜  吴景  杨淑倩  王利平  李光 

EP-34    梳形嵌段共聚物的合成、表征与应用  

吴石山  冉千平 

EP-35    超支化聚醚的合成与表征 

吴石山  冉千平 

EP-36    二氧化碳刺激响应纤维膜润湿性调控 

刘雷  肖力木  袁金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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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卫玲  丁罗刚  李江涛 

EP-38    DASAs 双亲树枝化共聚物水相光致变色行为研究  

张培楠  苏新艳  刘坤  李文  张阿方 

EP-39    动态键联构筑智能树枝化聚合物水凝胶  

刘洁  张夏聪  陈晓  李文  张阿方 

EP-40    智能响应型大分子的设计合成与自组装  

卢悦  马庆阳  谢清彬  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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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褶皱图案  

 侯鸿浩  印杰  姜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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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海霞  陈大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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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斌  陈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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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立超  刘帅  吴宏  郭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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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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  卢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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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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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48    超疏水抗紫外复合功能纺织品的制备  

杨玲  顾绍金  黄菁菁  徐卫林 

EP-49    锂硫电池新型高分子粘结剂的研究  

刘彬  杨全岭  王珊  熊传溪 

EP-50    二茂铁功能化 PVC 及其应用研究  

祁美丽  邵姣姣  刘小琴  张峰  吴勇鑫  李侃社 

EP-51    新型含氟低介电氰酸酯树脂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董文彩  唐玉生  顾军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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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旭彤  顾军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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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顺  王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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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素云  吴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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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红  郑洁  杨晋涛  钟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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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红  郑洁  杨晋涛  钟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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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郑冬  马猛  吴波震  陈思  施燕琴  王旭 

EP-58    光子晶体微型结构激光器件制备研究进展 

孟凡姝  王京霞  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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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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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京霞  陈波  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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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树猛  何瑞  何思威  李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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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  文胜  龚春丽  郑根稳  汪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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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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斌  陈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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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峰  杨春芳  李琦  张秀芹 

ET-01    乙烯基改性四臂星形聚乳酸的研究 

刘凡  徐琼楠  谭支林  罗晓玥  鄢国平 

ET-02    基于芘基共轭相互作用的 POPs 分子印迹聚合物合成与吸附性能研究  

王玲娜  童跃进  关怀民 

ET-03    识别二溴二苯醚分子印迹聚合物修饰电极的电化学性能  

关怀民  吴超  童跃进 

ET-04    胆固醇壳聚糖酯的合成及其两亲性研究  

刘玉杰  童跃进  关怀民 

ET-05    分子印迹聚硅氧烷薄膜的合成及其对十溴二苯醚的识别作用  

郑栌凌  关怀民  童跃进 

ET-06    荧光/T1-MRI 双功能微球的制备与研究  

张力  袁天梦  易昌凤  徐祖顺 

ET-07    同轴电纺聚氨酯/邻苯二甲酸醋酸纤维素 pH 值响应纤维应用于阴道内药物递送 

       华大威  刘中车  王芳  高步红  陈飞  张启路  熊燃华  韩景全  Sangram Keshari 

Samal  Stefaan C. De Smedt  黄超伯 

ET-08    PCL/Keratin 类肝素化血管组织工程支架制备研究  

汪燕芳  袁江 

ET-09    PU/角蛋白/氧化锌伤口敷料研究  

靳行行  袁江 

ET-10    反溶剂法角蛋白载药纳米粒子的制备及药物缓释研究  

李燕梅  陟雪莲  袁江 

ET-11    光响应性微凝胶的多层次超分子自组装  

赵传壮  朱利强  王平 

ET-12    基于 π 电子给体受体相互作用的可控超分子组装  

李晨  沈程硕  邱惠斌 

ET-13    稀土氧化物填充丁基发泡橡胶阻尼性能的研究  

刘松  姚楚  杨振  李栋辉  李晨健  游峰  江学良 

ET-14    嵌段共聚物 ps-b-paa 自组装薄膜制备及 GISAXS 研究  

金鑫  杨春明  赵镍  王劼 

ET-15    双重敏感性聚合物刷的制备及其在药物控制释放中的应用  

胡锦  刘辉  何阳 

ET-16    荧光素基共轭微孔聚合物的制备及荧光传感苦味酸的研究  

耿同谋  徐衡  汪谢  朱宗明  李登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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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17    含有梯度双键 PEGDMA 微球的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曾令旺  许艳婷  聂俊  马贵平 

ET-18    PAN/FeCl3/C3H6N6@PTH 核壳结构纳米纤维制备的 Fe-S-N-C 多孔纤维 ORR 催化性

研究   

郭军霞  牛其建  聂俊  马贵平 

ET-19    核壳结构纳米纤维（Zn-Co-ZIF-n/PAN）衍生的双金属-氮掺杂碳纤维

（Zn/Co@C-NCNFs）的氧化还原性能研究 

牛其建  郭军霞  聂俊  马贵平 

ET-20    酚醛树酯荧光编码微球的制备研究  

游力军  宋立岛  王傲  张其清 

ET-21    聚合物基光热骨架超分子水凝胶的制备与抗肿瘤研究  

刘婵娟  胡海露  沈星灿 

ET-22    超支化聚氨酯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田军  易昌凤  徐祖顺 

ET-23    聚乙烯共聚物共混体系的流动温度依赖性研究  

袁亚  杨倩  龙世军  李学锋 

ET-24    聚苯并咪唑/倍半硅氧烷/离子液体复合质子交换膜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罗芳  阮建新  张肖肖  倪娜  张荣  胡圣飞  刘清亭 

ET-25    超支化聚合物自组装在细菌可视化检测中的应用  

付莉  彭佳欣  周永丰 

ET-26    我国高密度聚乙烯市场现状及前景展望 

鹿学凤  王春娟 

ET-27    动态键交联的自修复聚氨酯弹性体的制备  

夏和生  杨莉  卢锡立 

ET-28    聚焦超声辅助聚多巴胺包覆介孔二氧化硅药物控释的研究  

夏和生  谢川 

ET-29    新型环境友好聚氨酯涂料  

李晓云  柯杰曦  王军威 

ET-30    光和温度双重响应无规共聚物的合成与表征 

邹虎  刘辉  何阳 

ET-31    氢键诱导的端氨基超支化聚合物的自组装 

程娟  徐慕娟  于丽萍  夏宇  吴子昌  马旭  张道洪 

ET-32    聚醚活化氯铂酸催化合成有机硅匀泡剂的研究 

朱贵有  胡文斌  谢慧琳  陈秀莹 

ET-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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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瑞华  那兵  柳和生  周海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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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F 天然/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 

FI-01    呋喃二甲酸基聚酯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王静刚  龙昱  张亚杰  张建  刘小青  朱锦 

FI-02    全生物降解聚丁二酸丁二酯研究进展及应用 

郭宝华  徐军  张旸  齐志国 

FI-03    立构复合型聚乳酸的成型加工 

白红伟  柏栋予  傅强 

FI-04    新型生物基橡胶的设计与制备：从基础到应用  

张立群  王润国  康海澜  胡潇然  王朝  雷巍巍  周鑫鑫  乔荷 

FI-05    无溶剂制备疏水纤维素纳米片的研究 

赵猛猛  空闲重则  吴敏  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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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腾  杨卓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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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雪艳  张玉琴  宋树鑫  齐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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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珉杰  龚珊茜  莫芳  熊定康  杜予民  梁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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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裕  王锦艳  蹇锡高 

FO-05    乳酸基多功能生物基聚酯的合成及应用研究 

胡潇然  张立群 

FO-06    全降解双亲水性聚己内酯基共聚物的合成及性能 

张俊  张琰  肖艳  郎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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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泉德  杨德敬 

FO-08    淀粉/聚乳酸复合材料土埋降解行为研究 

吕闪闪  顾继友  谭海彦  张彦华 

FO-09    大豆蛋白质/聚氨酯可降解泡沫的研究 

张帅  田华峰  吴佳俐 

FO-10    天然聚多糖与生物降解聚酯的共混材料研究 

周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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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小娟  袁俊  刘超  朱星蓉  蔡宁  喻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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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予想  陈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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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13    含有胺基两亲性氢化丁腈橡胶的制备 

岳冬梅  陈禹霖  李翠  张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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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定祥  李忠明 

FO-15    生物基含硅交替乙丙橡胶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赵鑫  张立群  岳冬梅 

FO-16    CO2参与的纤维素溶解新技术及应用 

谢海波  杨云龙  宋龙初  刘恩辉  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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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飞亚 

FO-18    热塑性纤维素材料的改性与加工应用 

王洪学  周炳  贾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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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超  袁俊  雷小娟  罗晓刚 

FO-20    增塑剂含量对 PVA 泡沫材料微观泡孔形态的影响  

李岩  田华峰  刘迪  项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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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志国  靳昕怡  董振峰  王锐  李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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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志勇  李杨 

FP-03    壳聚糖/高岭土复合止血微球的研究 

孙逊  刘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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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清 

FP-05    Dual drug Loaded Silk Fibroin/Hydroxypropylcellulose Hydrogel for Localized         

Chemotherapy of Cancer 

Han Cao  Yu-hong Yang  Qin-rui Lin  Zheng-zhong Shao 

FP-06    水性有机硅修饰海绵高效油水分离材料 

权翼腾  邓俊杰  邓卫星  彭锦雯 

FP-07    柔性透明导电石墨烯/纤维素复合膜的制备 

张同平  刘晓婷  张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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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华高  丁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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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玉彬  刘少杰  王华丽 

FP-10    生桐油在光固化涂料中的应用研究 

黄家健  杨志成  林羽  袁腾  杨卓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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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1    紫外光催化桐油基漆酚类似物的合成及应用 

周闯  周健  黄家健  胡洋  袁腾  杨卓鸿 

FP-12    硅藻土-PVC 基木塑复合材料甲醛吸附性能研究 

林溪顺  董倩倩  周武艺  李凯夫  董先明 

FP-13    竹纤维增强聚乳酸 3D 打印材料机械性能研究 

董倩倩  林溪顺  屈阳  周武艺  李凯夫  董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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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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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  卢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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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江琦  卢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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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  张曦木  卢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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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灿  梁凯利  周应山  徐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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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阁  黄进  林宁 

FP-20    氧化修饰纤维素纳米晶的表面羧基含量控制 

张燕洁  林宁  黄进 

FP-21    季戊四醇支化聚（丁二酸丁二醇酯-co-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的合成与表征 

陆璟  吴林波 

FP-22    天然粘土矿物催化 ε-己内酯开环聚合 

胡盼  徐莉  范金旭  马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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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晶晶  岳华  吴颉  马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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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博轩  空闲重则  吴敏  黄勇 

FP-25    常温下纤维素在 AMIMCl/DMSO 中的溶解 

慈吉良  空闲重则  吴敏  黄勇 

FP-26    纤维素的低温丝光化处理 

张云秀  空闲重则  吴敏  黄勇 

FP-27    纤维素/石墨烯复合膜的制备 

孟秋华  空闲重则  吴敏  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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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宇  金凯凯  王佳佳  孙晶  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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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9    生物可降解聚丁二酸丁二酯的红外光谱研究 

姚淑芳  叶海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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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艳  王月琦  吴颉  巩方玲  马光辉 

FP-31    魔芋葡甘聚糖细胞微载体的制备 

李娟  周炜清  马光辉  苏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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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治国  张旸  郭宝华  徐军 

FT-01    大豆油基聚合物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李彦涛  杨丽庭  张惠  唐梓健  郑智焕 

FT-02    纤维织物新型浸胶技术及其与橡胶粘合性能研究 

时永祥  王磊  田明  张立群  王文才 

FT-03    氧化剂在玉米淀粉塑料中的应用 

程文喜  宋伟强  苗蔚  彭进 

FT-04    酶响应型壳聚糖季铵盐-多肽-聚乳酸聚合物胶束的制备及其对姜黄素的负载 

葛文娇  钟浩权  孙润仓  王小慧 

FT-05    莫西沙星/纳米纤维素缓释膜的制备及其释药性能研究 

唐爱民  闫长媛  李德贵 

FT-06    纤维素微球对植物乳杆菌的负载与释放 

李唯  刘石林 

FT-07    新型高性能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合成研究 

郝成君  白光普  张前进 

FT-08    葡聚糖接枝过程对亲和介质性能提升影响 

朱凯  张静飞  赵岚  黄永东  李强  苏志国  马光辉 

FT-09    聚天冬氨酸/木质纤维素水凝胶对 Pb(Ⅱ)的吸附及脱附性能 

叶满辉  王丽  杜慧琴 

FT-10    微生物致孔快速响应性多孔复合水凝胶的制备 

张敏  杨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