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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须知 

一、会议报到 

时间：2019 年 4 月 19 日 8:00-22:00 

地点：重庆圣荷酒店一楼大厅（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 36 号） 

为方便各位参会代表顺利办理与会手续，组委会安排工作人员、志愿者协

助您报到、缴费、领取资料、办理入住手续等。 

其他时间到达的代表请与会务组联系报到。 

二、住宿与用餐事项 

大会组委会帮助各位参会代表预定房间。 

1）早餐由各酒店提供或自行解决。 

2）会议期间（4 月 19 日到 22 日），大会提供午餐与晚餐券，请参会代表

凭当日当次餐券到指定餐厅就餐。其余时间请自行安排就餐。 

3）自助午餐：12:05-13:30；自助晚餐：18:05-20:00。 

三、报告人须知 

大会组委会感谢您为大会带来的精彩报告，便于顺利进行，请各位报告人

注意一下几点： 

1）报告文件请使用 Microsoft PPT 格式； 

2）组委会为各会场统一提供 Windows 系统电脑； 

3）组委会不提供 ios 系统电脑，如您使用 ios 系统电脑，请您先行将文件转化

为 Windows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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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天上半场报告人确保在会议开始 15 分钟前将 PPT 拷入会议专用电脑，下

半场报告人请在茶歇时间将 PPT 拷入会议专用电脑； 

5）为确保每位报告人的 PPT 文件安全，会场电脑中的 PPT 杜绝向他人复制，

报告结束后 PPT 删除； 

6）大会报告，分会主题与邀请报告含有 5 分钟提问时间，口头报告含 3 分钟

提问时间； 

7）大会拟设置 10 个优秀墙报奖，获奖者将在大会闭幕式上获得本次大会颁发

的证书和奖金。 

四、墙报须知 

1）墙报尺寸：120 cm × 90 cm。 

2）墙报张贴时间：4 月 19 日晚。 

3）墙报展时间：4 月 20 日与 21 日全天。 

4）专家评审时间：4 月 21 日全天。 

五、会务联系 

负责事项 姓名 联系方式 

会务总负责人 魏子栋  

会议协调与安排 杨韬、胡宝山 15823523341，15102364540 

住宿 覃彬 18623336323 

缴费 王冰霜 13272541723 

注册与报到 覃彬、江鹏飞 18623336323，13452177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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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温馨提示 

为了确保各位参会代表在会议期间的健康、安全与环保，请注意以下有

关事项： 

1）为保障会议顺利进行，请各位参会代表遵守大会作息时间和各项安排，凭代

表证参加各项活动； 

2）会议期间将手机设置为静音，以便会议顺利进行； 

3）请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化学品进入酒店与会场； 

4）进入会场前，请熟悉会场安全出入口； 

5）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请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快速、有序撤离现场； 

6）请勿在会场及其他禁烟场所吸烟； 

7）个人所带文件和贵重物品请妥善保管，外出注意安全，离会前请将房卡交还

给住宿前台; 

8）会议期间重庆可能会下雨，请各位参会代表自备雨伞，会务组不提供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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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日程表 

 

日期 时间 安排 地点 

4 月 19 日(星期五) 8:00-22:00 参会代表报到 圣荷酒店大厅 

4 月 20 日(星期六) 会场：一楼原会厅 

8:30-9:30 

开幕式 

主持人：刘仁龙  领导致辞 

大会合影 

9:30-10:10 PL1 严纯华 兰州大学 

待定 

主持人：郑兰荪 

10:10-10:25 茶歇 

10:25-11:05 PL2 邢献然 北京科技大学 

固体结构调控和新功能 
主持人：严纯华 

11:05-11:45 PL3 孙俊良 北京大学 

三维电子衍射辅助功能材料

研究 

主持人：左景林 

11:45-14:00 午餐 

14:00-18:00 各分会学术报告 地点：各分会场 

18:30-20:00 晚餐 

4 月 21 日(星期日) 8:30-12:00 各分会学术报告 地点：各分会场 

12:00-14:00 午餐 

14:00-18:00 各分会学术报告 地点：各分会场 

18:00-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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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星期一) 

会场：一楼原会厅 

8:30-9:10 PL4 曹荣 中国科学院福建

物质结构研究所 

MOFs 基催化材料的制备和

性能 
主持人：熊仁根 

9:10-9:50 PL5 潘锋 北京大学深圳研

究生院 

探索无机结构化学研究的新

范式及在新能源材料的应用 

9:50-10:05 茶歇 

10:05-10:45 PL6 熊仁根 东南大学 

分子铁电体的设计—铁电化

学 
主持人:魏子栋 

10:45-11:25 PL7 李春忠 华东理工大学 

从材料多尺度结构调控到工

业应用 

11:25-11:40 优秀墙报奖 

主持人: 刘仁龙 

11:40-12:00 大会总结，大会闭幕 

 12:00-14:00 午餐 

4 月 22 日下午 离会 

 

 

 

 

  



中国化学会 2019 年中西部地区无机化学化工学术研讨会 

6 

 

分会日程表 

分会场一（地点：八楼 808） 

分会主席：邢献然、胡长文 

4月 20 日下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01 14:00-14:25 
杨国昱 北京理工大学 

缺位导向合成化学 

龙腊生 KL02 14:25-14:50 

童明良 中山大学 

高性能稀土单分子磁体的设计合成与性能调

控 

IL01 14:50-15:10 
张伟雄 中山大学 

分子钙钛矿含能材料 

IL02 15:10-15:30 
谭元植 厦门大学 

碳簇分子合成及组装 

李满荣 
IL03 15:30-15:50 

陈洪 南方科技大学 

Novel Structured Highly Emissive All-

Inorganic Halide Materials 

OL01 15:50-16:05 

焦桓 陕西师范大学 

Mn4+激活的 K3TaO2F4 红色荧光粉的结构和

发光性质 

 16:05-16:20 茶歇 

KL03 16:20-16:45 

龙腊生 厦门大学 

高核稀土及稀土-过渡金属簇合物的定向合

成 
杨国昱 

KL04 16:45-17:10 

李满荣 中山大学 

The Blueprint of Exotic Perovskite in High-

Throughput Screening 

IL04 17:10-17:30 
张兵 天津大学 

无机固体转化合成化学 

童明良 
IL05 17:30-17:50 

李阔 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 

高压下不饱和分子的聚合反应 

OL02 17:50-18:05 

相国涛 重庆邮电大学 

Lu2O3: Ho3+/Yb3+量子剪裁过程中能量传递机

制的研究 

 
18:30-20:00 晚餐 

 

  



中国化学会 2019 年中西部地区无机化学化工学术研讨会 

7 

 

分会场一（地点：八楼 808） 

分会主席：邢献然、胡长文 

4月 21 日上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05 8:30-8:55 

刘伟生 兰州大学 

含脲识别位点的稀土配位聚合物发光传感器

用于检测水中的苦味酸 
王泉明 

IL06 8:55-9:15 

李念兵 西南大学 

一些新型材料的合成及其在水全电解中的应

用 

IL07 9:15-9:35 

周健 重庆师范大学 

多核配阳离子型铅卤化合物的设计合成及性

能研究 

匡小军 IL08 9:35-9:55 
蒋尚达 北京大学 

稀土晶体中量子相位的电场绝热相干操控 

OL03 9:55-10:10 

徐军古 桂林理工大学 

具有高氧离子电导率的熔融态 Na2W2O7及其

导电机理 

 10:10-10:25 茶歇 

KL06 10:25-10:50 
王泉明 清华大学 

功能金属团簇的可控合成 

刘伟生 

IL09 10:50-11:10 

匡小军 桂林理工大学 

基于四面体的结构中阴离子缺陷稳定与迁移

机制 

IL10 11:10-11:30 
刘志伟 北京大学 

金属配合物电致发光 

李念兵 
OL04 11:30-11:45 

谭庚文 南京大学 

主族元素自由基的稳定合成 

OL05 11:45-12:00 

王晓明 陕西师范大学 

Narrow-band emitting nitride phosphor 

M8Mg7Si9N22: Eu2+ (M = Ca, Sr) for pc-WLEDs 

 
12:00-14: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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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一（地点：八楼 808） 

分会主席：邢献然、胡长文 

4月 21 日下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07 14:00-14:25 
胡长文 北京理工大学 

多铌氧簇催化化学 

牛景杨 
KL08 14:25-14:50 

赵斌 南开大学 

簇基 MOFs 的结构与催化功能 

IL11 14:50-15:10 

吴涛 苏州大学 

金属硫族分子团簇：设计合成与催化性能探

究 

IL12 15:10-15:30 
方千荣 吉林大学 

设计合成新型三维功能共价有机框架 

刘涛 OL06 15:30-15:45 
李伟 复旦大学 

功能介孔材料设计合成及应用 

OL07 15:45-16:00 
赵美欢 中山大学 

Li2GeTeO6 在热/压下的结构相变行为 

 16:00-16:15 茶歇 

KL09 16:15-16:40 
牛景杨 河南大学 

含钌多酸的合成及性质研究 
胡长文 

IL13 16:40-17:00 
刘涛 大连理工大学 

光诱导自旋转变调控配合物功能 

IL14 17:00-17:20 

肖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热电材料电声输运行为优化中的结构化学与

物理 

赵斌 
OL08 17:20-17:35 

韩艺丰 中山大学 

Direct Observation of Cationic Splitting in 

LiNbO3-type Polar Magnet Zn2FeNbO6 

OL09 17:35-17:50 
闫东鹏 北京师范大学 

基于无机有机杂化的长余辉室温磷光材料 

OL10 17:50-18:05 
方伟慧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晶态钛氧簇的合成 

 18:05-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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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二（地点：八楼 807） 

分会主席：熊仁根、罗军华 

4月 20 日下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10 14:00-14:25 

毛江高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New SHG Materials Based on Oxyanions of 

Lone Pair Containing Cations 
罗军华 

KL11 14:25-14:50 

王静 中山大学 

激光荧光光源(照明与显示)用发光玻璃陶瓷

研究进展 

IL15 14:50-15:10 
王国明 青岛大学 

无机-有机杂化材料的构筑及发光性质研究 

王丹 

IL16 15:10-15:30 
师唯 南开大学 

稀土配合物的光磁性质研究 

IL17 15:30-15:50 
焦丽颖 清华大学 

二维晶体的相态调控研究 

OL11 15:50-16:05 

姜兴兴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深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 KBBF 的面负压缩性

质及其新应用 

 16:05-16:20 茶歇 

KL12 16:20-16:45 
罗军华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非中心对称结构光电晶体材料 
毛江高 

KL13 16:45-17:10 
王丹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多功能结构体系的合成化学 

IL18 17:10-17:30 
王开学 上海交通大学 

新型钠离子电池有机电极材料 

王静 

IL19 17:30-17:50 
王永刚 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 

压致自旋交叉材料的结构设计 

OL12 17:50-18:05 

曾承辉 江西师范大学 

Highly Luminescent Ln-MOFs Based on 1,3-

Adamantanediacetic Acid as Bifunctional 

Sensor 

 18:30-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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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二（地点：八楼 807） 

分会主席：熊仁根、罗军华 

4月 21 日上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14 8:30-8:55 
刘洪来 华东理工大学 

CO2 吸附剂的设计、筛选及合成 

王振华 

KL15 8:55-9:20 

刘忠文 陕西师范大学 

二甲醚水蒸气重整车载制氢的双功能催化剂

研究 

KL16 9:20-9:45 
孙庆福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功能导向钯配位自组装超分子 

郑彦臻 IL20 9:45-10:05 

周欢萍 北京大学 

钙钛矿的本征缺陷抑制及稳定高效太阳能电

池 

OL13 10:05-10:20 
叶恒云 江西理工大学 

手性分子铁电体的构建 

 10:20-10:30 茶歇 

IL21 10:30-10:50 
王振华 北京理工大学 

高性能锂硫电池正极材料的设计研究 

孙庆福 

IL22 10:50-11:10 

郑彦臻 西安交通大学 

配位化学及磁性物理为交叉的分子基磁性材

料的设计与合成 

IL23 11:10-11:30 
任小明 南京工业大学 

周期性多孔质子导体的结构和质子导电性质 

刘忠文 IL24 11:30-11:50 

王熙 北京交通大学 

异原子纳米片的原子晕效应及其在化学能转

化中的应用 

OL14 11:50-12:05 
赵三根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新型无铍深紫外非线性光学材料研究 

 12:05-14: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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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二（地点：八楼 807） 

分会主席：熊仁根、罗军华 

4月 21 日下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17 14:00-14:25 

王博 北京理工大学 

无机有机杂化多孔材料及其在分离催化领域

的应用 

宋友 

IL25 14:25-14:45 
黄闻亮 北京大学 

低价稀土与锕系元素配位化学 

OL15 14:45-15:00 
张磊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钛氧团簇的合成与结构设计 

OL16 15:00-15:15 
唐云志 江西理工大学 

从非铁电相变体系中构筑铁电分子的研究 

OL17 15:15-15:30 

廉世勋 湖南师范大学 

稀土掺杂复相硅酸盐体系的设计、合成和发

光性质 

OL18 15:30-15:45 

陈顺鹏 北京大学 

Synthesis of High-Quality Nano-Si at Ambient 

Temperature through Magnesium Reduction by 

Ball Milling 

OL19 15:45-16:00 
孙志华 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光响应极性晶体材料与器件 

 16:00-16:15 茶歇 

IL16 16:15-16:35 
宋友 南京大学 

分子基自旋量子比特 
王博 

IL27 16:35-16:55 
高翔 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 

原子尺度锂电正极材料表面结构的分析研究 

OL20 16:55-17:10 

董文 广州大学 

具有双核，一维和三维结构的四种钴，锰和

铜配合物的合成，结构，磁性和电催化氧气

释放 

黄闻亮 

OL21 17:10-17:25 

王诗铭 辽宁大学 

电解质优化对多酸基电致变色器件性能提高

的研究 

OL22 17:25-17:40 

何晓春 四川大学 

氮膦功能化卡宾配体的钌[II]配合物的合成

及其在醇的无受体脱氢偶联反应中的应用 

OL23 17:40-17:55 

潘中华 华侨大学 

配体设计构筑产氢镍基配合物及其催化机理

计算探索 

 18:00-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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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三（地点：八楼 806） 

分会主席：曹荣、李建荣 

4月 20 日下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18 14:00-14:25 
李建荣 北京工业大学 

高稳定 MOFs 性能强化与应用探索 
白俊峰 

KL19 14:25-14:50 
曹睿 陕西师范大学 

卟啉类化合物催化水分解的研究 

IL28 14:50-15:10 
孙林兵 南京工业大学 

基于限阈空间的高性能吸附的研制 

朱广山 

IL29 15:10-15:30 

兰亚乾 南京师范大学 

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的设计合成及功能应

用 

IL30 15:30-15:50 
汪骋 厦门大学 

金属有机单层用于电催化 

OL24 15:50-16:05 

王倩 陕西师范大学 

密闭空间二氧化碳除去性能导向的 MOF 材

料合成 

 16:05-16:20 茶歇 

KL20 16:20-16:45 

白俊峰 陕西师范大学 

面向环境能源需求的金属有机骨架材料

(MOFs)的控制合成 李建荣 

KL21 16:45-17:10 
朱广山 东北师范大学 

多孔芳香骨架材料(PAFs) 

IL31 17:10-17:30 
周小平 暨南大学 

金属咪唑笼的合成和功能研究 

曹睿 IL32 17:30-17:50 

孙道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新型金属-有机配位笼、纳米管的定向组装及

性能设计 

OL25 17:50-18:05 
李夏亮 陕西师范大学 

锰咔咯配合物电催化水氧化机理研究 

 18:30-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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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三（地点：八楼 806） 

分会主席：曹荣、李建荣 

4月 21 日上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22 8:30-8:55 
臧双全 郑州大学 

新型币金属团簇材料的控制合成与性能研究 

侯红卫 

KL23 8:55-9:20 

高恩庆 华东师范大学 

联吡啶鎓功能化离子型金属有机框架的构筑

与刺激响应性 

IL33 9:20-9:40 
陈建成 香港中文大学 

双銥卟啉催化用水氢化碳-碳 σ单键 
李东升 

IL34 9:40-10:00 
李巧伟 复旦大学 

多基元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构筑 

 10:00-10:15 茶歇 

KL24 10:15-10:40 

侯红卫 郑州大学 

功能配合物后修饰调节重金属离子的去除功

能 臧双全 

IL35 10:40-11:00 
李东升 三峡大学 

MOF 基电催化材料的功能探索 

IL36 11:00-11:20 

段金贵 南京工业大学 

Flexible PCPs with Functional Site for 

C2H2/C2H4 Separation 

高恩庆 
IL37 11:20-11:40 

董安钢 复旦大学 

纳米晶超晶体及其碳基衍生物 

OL26 11:40-11:55 
李立博 太原理工大学 

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用于丙烯的高效分离 

 12:00-14: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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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三（地点：八楼 806） 

分会主席：曹荣、李建荣 

4月 21 日下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25 14:00-14:25 

段春迎 大连理工大学 

金属-有机限域空间：电子转移过程控制与催

化应用 

张健 

IL38 14:25-14:45 
吴宗铨 合肥工业大学 

螺旋高分子的可控合成及其功能应用 

IL39 14:45-15:05 
刘志鹏 南京工业大学 

聚集态发光氟硼荧光配合物的构建 

OL27 15:05-15:20 

赵俊伟 河南大学 

葡萄糖酸桥连稀土嵌入碲钨酸盐的合成及其

荧光传感性能 

OL28 15:20-15:35 
朱元元 合肥工业大学 

金属有机框架促进的协同光催化反应 

OL29 15:35-15:50 

刘遂军 江西理工大学 

功能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制备与光电磁性

质研究 

OL30 15:50-16:05 
徐航 天津大学 

基于 MOFs 的柔性传感器 

 16:05-16:15 茶歇 

KL26 16:15-16:40 
张健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钛-帕莫酸四面体笼的超分子化学 

段春迎 

OL31 16:40-16:55 
李承辉 南京大学 

基于配位键的自修复材料 

OL32 16:55-17:10 

马慧媛 哈尔滨理工大学 

多酸@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合成、结构及超

电性能研究 

OL33 17:10-17:25 
杨庆远 西安交通大学 

柔性多孔材料的构筑与性能研究 

OL34 17:25-17:40 

王浩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Crystallization of atomic Xe in a microporous 

MOF structure and its temperature-dependent 

breathing upon adsorption of noble gases 

OL35 17:40-17:55 
孟银杉 大连理工大学 

低配位金属有机单分子磁体的构筑 

OL36 17:55-18:10 

钟声亮 江西师范大学 

稀土配位聚合物微纳米材料的制备、转化及

其性能研究 

 18:10-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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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四（地点：四楼 402） 

分会主席：姜建壮、郎建平 

4月 20 日下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27 14:00-14:25 

姜建壮 北京科技大学 

Tetrapyrrole-based functional materials：from 

molecule to 2D network 郎建平 

KL28 14:25-14:50 
夏海平 厦门大学 

碳龙化学-可溶性配位聚合物 

KL29 14:50-15:15 

金国新 复旦大学 

有机金属大环、笼状化合物的合成、结构以

及应用 

王殳凹 

OL37 15:15-15:30 
黄富平 广西师范大学 

条件响应型 Co14簇基元阶段性组装行为研究 

OL38 15:30-15:45 

陈令允 重庆大学 

羧酸体系下二维多孔材料的制备与电化学储

能性能 

OL39 15:45-16:00 
陈勇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金(I)卡宾配合物的自组装及发光性质 

 16:00-16:15 茶歇 

KL30 16:15-16:40 

郎建平 苏州大学 

晶态配位聚合物中光化学环加成反应及应用

研究 
姜建壮 

KL31 16:40-17:05 

王殳凹 苏州大学 

放射性核素配位化学引导的核能放射性污染

防治基础研究 

OL40 17:05-17:20 
赵君 三峡大学 

稀土 MOFs 材料的合成及识别性能研究 

金国新 

OL41 17:20-17:35 

刘威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though 

annulation between inorganic module and 

organic ligands for inorganic-organic hybrid 

structures 

OL42 17:35-17:50 

张伟娜 南京工业大学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Nanocomposites 

for Selective Catalysis 

OL43 17:50-18:05 
朱敦如 南京工业大学 

具有新拓扑结构的高水稳定性 In-MOFs 

 18:30-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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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四（地点：四楼 402） 

分会主席：姜建壮、郎建平 

4月 21 日上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32 8:30-8:55 
李丹 暨南大学 

配位超分子材料—从结构导向到功能导向 

程鹏 

KL33 8:55-9:20 

侯仰龙 北京大学 

磁性纳米材料设计及其在生物医学影像中的

应用 

IL40 9:20-9:40 

王文光 山东大学 

“廉价金属-配体协同”催化剂的设计及其反

应活性 章名田 

IL41 9:40-10:00 
张云怀 重庆大学  

半导体光电化学催化及其动力学研究 

 10:00-10:15 茶歇 

KL34 10:15-10:40 
程鹏 南开大学 

稀土配合物的光磁性质调控 
李丹 

IL42 10:40-11:00 
章名田 清华大学 

氧化还原活性配体在水氧化催化中的应用 

IL43 11:00-11:20 
郭维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二维层状材料中的被动和主动离子输运 

侯仰龙 
IL44 11:20-11:40 

司锐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利用 X 射线吸收精细结构谱学技术研究负载

型小尺寸催化剂的“构效关系” 

OL44 11:40-11:55 

陈文斌 广州大学 

多步单晶到单晶转换调控 Fe(II)-Dy(III)关/开

的单分子磁体行为 

 12:00-14: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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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四 （地点：四楼 402） 

分会主席：姜建壮、郎建平 

4月 21 日下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IL45 14:00-14:20 
贾春江 山东大学 

二氧化铈负载型催化剂的活性位点 

陈接胜 
IL46 14:20-14:40 

陈世建 重庆大学 

沿(002)方向择优生长的硒化锑薄膜光电化学

产氢性能研究 

IL47 14:40-15:00 

席聘贤 兰州大学 

过渡金属硫化物的控制合成与电催化性质研

究 

OL45 15:00-15:15 

霍峰蔚 南京工业大学 

Metal-Organic Framework Nano Composite 

Materials  

董帆 

OL46 15:15-15:30 
邓霁峰 北京大学 

基于镁基材料的原位制氢技术及其应用 

OL47 15:30-15:45 

郎中玲 东北师范大学 

密度泛函理论在电催化反应及电催化设计方

面的应用 

OL48 15:45-16:00 
唐笑 重庆邮电大学 

二维纳米结构 TiO2 的合成及光催化活性增强 

 16:00-16:15 茶歇 

KL35 16:15-16:40 
陈接胜 上海交通大学 

异质结催化材料的制备 

贾春江 IL48 16:40-17:00 

董帆 重庆工商大学 

无机光催化剂的电子结构设计及净化典型空

气污染物的反应机理 

IL49 17:00-17:20 
宋术岩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二氧化铈封装贵金属催化材料 

OL49 17:20-17:35 
效旭琼 杭州师范大学 

N-官能化邻碳硼烷的研究 

陈世建 

OL50 17:35-17:50 

许彦红 吉林师范大学 

Designed Synthesis and Functional Application 

Studies of Porphyrin-based Conjugated 

Microporous Polymers 

OL51 17:50-18:05 

冯勋 洛阳师范学院 

Enhance Luminescence and Tuning Magnetic 

Properties in Lanthanide Coordination Polymers 

Based on Fluorine Substituted Ligands 

 18:05-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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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五（地点：二楼 201） 

分会主席：毛宗万、陈标华 

4月 20 日下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36 14:00-14:25 
毛宗万 中山大学 

抗肿瘤金属配合物 

巢晖 
KL37 14:25-14:50 

易涛 复旦大学 

活性氧检测及诊疗一体化策略 

IL50 14:50-15:10 

梁海伟 中国科技大学 

调控小分子和生物质热解化学制备功能碳材

料 

IL51 15:10-15:30 
匡华 江南大学 

手性无机纳米自组装与生物应用 

夏宝玉 OL52 15:30-15:45 

苏志 南京师范大学 

芳基金属抗癌药物的设计合成及抗癌机理研

究 

OL53 15:45-16:00 
潘海华 浙江大学 

仿生矿化结晶调控研究与生物矿化机制探讨 

 16:00-16:15 茶歇 

KL38 16:15-16:40 
巢晖 中山大学 

环金属配合物的抗肿瘤研究 
毛宗万 

IL52 16:40-17:00 
夏宝玉 华中科技大学 

生物腐蚀技术构建高效析氧电极材料 

IL53 17:00-17:20 
阴彩霞 山西大学 

基于分子探针的荧光检测及生物成像 

易涛 

OL54 17:20-17:35 
逄茂林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研究所 

生物医用微纳米共价有机聚合物的可控制备 

OL55 17:35-17:50 
唐晓亮 兰州大学 

磷光功能配合物设计及识别研究 

OL56 17:50-18:05 

聂旭凤 四川大学 

N、P 功能化卡宾配体与金属 Ru 催化伯胺脱

氢性能探究 

 18:30-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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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五（地点：二楼 201） 

分会主席：毛宗万、陈标华 

4月 21 日上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39 8:30-8:55 

闫冰 同济大学 

金属有机框架的稀土功能化及对生物标志物

的光响应传感应用 
翟天佑 

IL54 8:55-9:15 

刘红科 南京师范大学 

Metal-Arene Complexes: Anticancer and Other 

Interesting Properties  

IL55 9:15-9:35 
袁荃 武汉大学 

功能生物材料的设计及应用研究 

刘红科 
OL57 9:35-9:50 

杨小平 温州大学 

高核稀土配合物的构筑、发光性质及生物成

像研究 

OL58 9:50-10:05 

杨仕平 上海师范大学 

磁性配位聚合物的合成及其在肿瘤诊疗中的

应用 

 10:05-10:20 茶歇 

KL40 10:20-10:45 
翟天佑 华中科技大学 

二维材料的气相控制合成及光电性能研究 

闫冰 

IL56 10:45-11:05 

李阳光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多酸的电催化剂制备及电解水析氢反应

研究 

IL57 11:05-11:25 
刘友文 华中科技大学 

二维固体：表面结构与催化性能 

袁荃 
IL58 11:25-11:45 

伍志鲲 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 

金纳米团簇的“合金化”与“去合金化”研究 

OL59 11:45-12:00 

张海东 重庆工商大学 

Silica-Titania 复合材料中的 Ti-O-Si 边界对

可见光 NO 消除的作用 

 12:00-14: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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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五（地点：二楼 201） 

分会主席：毛宗万、陈标华 

4月 21 日下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41 14:00-14:25 

陈标华 北京工业大学 

无机化工尾(废)气回收与高值利用技术—以

制备电子氯化氢为例 金万勤 

KL42 14:25-14:50 
杨伯伦 西安交通大学 

油品烷基化脱硫的反应精馏强化 

OL60 14:50-15:05 
杨红 上海师范大学 

钆簇合物在核磁共振成像中的应用 

吴宇恩 

OL61 15:05-15:20 

田启威 上海师范大学 

瘤内原位反应触发的智能诊疗一体化试剂及

其应用 

OL62 15:20-15:35 
景苏 南京工业大学 

Cancer Theranostic Nanoplatform 

OL63 15:35-15:50 

吴惠霞 上海师范大学 

多功能纳米复合材料在肿瘤诊疗中的应用研

究 

 15:50-16:00 茶歇 

KL43 16:00-16:25 
金万勤 南京工业大学 

陶瓷支撑的复合膜的设计、制备及应用 
陈标华 

IL59 16:25-16:45 
吴宇恩 中国科技大学 

面向能源小分子活化的催化剂原子尺度设计 

IL60 16:45-17:05 
朱嘉 南京大学 

纳米线及纳米颗粒的设计与可控制备 

杨伯伦 

IL61 17:05-17:25 

李芳芳 华中科技大学 

N, Fe-原位掺杂的富勒烯基电极材料的制备

与性能研究 

OL64 17:25-17:40 

刘浪 新疆大学 

一维功能高分子纳米材料及其衍生物的应用

研究 

OL65 17:40-17:55 

倪鲁彬 扬州大学 

Transition metal substituted sandwich-type 

polyoxometalates with a strong metal-C 

(imidazole) bond as anticancer agents 

OL66 17:55-18:10 

李跃辉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CO2 和 NH3 双活化，用于催化氰基化反应，

经历 Cu(III)活性物种 

 18:10-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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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六（地点：一楼原会厅） 

分会主席：潘锋、李春忠 

4月 20 日下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44 14:00-14:25 
郭国聪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煤化工 CO 高效酯化的纳米催化技术及应用 

谢兆雄 

KL45 14:25-14:50 

褚良银 四川大学 

石墨烯膜的稳定二维纳米通道构筑与分离性

能研究 

IL62 14:50-15:10 
卢兴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富勒烯的能源新材料：合成与应用 

卫敏 

IL63 15:10-15:30 
刘文 北京化工大学 

跨尺度电化学催化材料设计和表面修饰策略 

IL64 15:30-15:50 

殷安翔 北京理工大学 

用于高效光电化学合成氨反应的无机纳米催

化剂 

OL67 15:50-16:05 
刘应亮 华南农业大学 

碳点室温磷光研究和应用 

 16:05-16:15 茶歇 

KL46 16:15-16:40 
谢兆雄 厦门大学 

功能纳米晶体的表面结构控制与性能调控 
郭国聪 

KL47 16:40-17:05 
卫敏 北京化工大学 

层状前体拓扑转变法制备负载型金属催化剂 

IL65 17:05-17:25 
孔祥建 厦门大学 

稀土团簇的组装与光催化性能 

褚良银 

IL66 17:25-17:45 
章福祥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光催化全分解水制氢的无机材料合成与调控 

IL67 17:45-18:05 

瞿永泉 西安交通大学 

基于 CeO2 的多相催化剂设计：表面活性位点

匹配 

OL68 18:05-18:20 
庄仲滨 北京化工大学 

碱性燃料电池的氢气氧化电催化剂研究 

 18:30-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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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六（地点：一楼原会厅） 

分会主席：潘锋、李春忠 

4月 21 日上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48 8:30-8:55 
刘辉彪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石墨炔基杂化材料的制备及性质研究 
李景虹 

KL49 8:55-9:20 
鲁统部 天津理工大学 

二氧化碳还原催化剂的制备与催化性能 

IL68 9:20-9:40 
黄小青 苏州大学 

多组分贵金属催化材料 

张亚文 

IL69 9:40-10:00 

甘霖 华中科技大学 

纳米颗粒诱导成核生长策略：石墨烯和 h-BN

的可控气相沉积 

 10:00-10:15 茶歇 

KL50 10:15-10:40 
李景虹 清华大学 

单个体电分析化学 

刘辉彪 

KL51 10:40-11:05 

张亚文 北京大学 

Atom-level Control of Active Structures of Rare 

Earth/Noble Metal Nanocatalysts for Enhanced 

Catalytic Properties 

IL70 11:05-11:25 
封心建 苏州大学 

三相界面催化 

鲁统部 IL71 11:25-11:45 
李新昊 上海交通大学 

莫特-肖特基催化材料 

OL69 11:45-12:00 
周百斌 哈尔滨师范大学 

基于 POMs 杂化物的合成及其电容性能研究 

 12:00-14: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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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六（地点：一楼原会厅） 

分会主席：潘锋、李春忠 

4月 21 日下午 

编号 时间 报告人/单位/报告题目 主持人 

KL52 14:00-14:25 
王训 清华大学 

Sub-1nm Ultrathin Nanocrystals 
张铁锐 

KL53 14:25-14:50 
孙聆东 北京大学 

稀土纳米晶的能量传递过程与发光研究 

IL72 14:50-15:10 
付永柱 郑州大学 

新型有机多硫化物正极材料 

杨贵东 

IL73 15:10-15:30 

张卫新 合肥工业大学 

Design and preparation of 3D metal/transition 

metal oxides core-shell micro/nanostructured 

arrays for high performance lithium ion batteries 

OL70 15:30-15:45 
刘宗怀 陕西师范大学 

氧化物/碳基柔性电极设计、器件组装及性能 

OL71 15:45-16:00 

姚忠平 哈尔滨工业大学 

碳布负载铁基类 Fenton 催化剂制备及降解苯

酚性能研究 

 16:00-16:15 茶歇 

KL54 16:15-16:40 

张铁锐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水滑石基纳米光催化材料合成太阳燃料和高

附加值化学品 
王训 

IL74 16:40-17:00 

杨贵东 西安交通大学 

光催化剂结构精准设计与分解水制氢反应过

程强化 

IL75 17:00-17:20 
王要兵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锌二氧化碳电池材料的合成 

孙聆东 

OL72 17:20-17:35 

骆耿耿 华侨大学 

基于功能化离子液体的无机小分子(CO2、

NH3)捕集性能研究 

OL73 17:35-17:50 
潘方方 华中师范大学 

从溶液组装到特殊结晶现象 

OL74 17:50-18:05 

臧宏瑛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多金属氧簇的复合质子传导材料合成和

性能研究 

 18:15-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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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报展 

（时间：4 月 20 日-21 日） 

编号 姓名 单位 题目 

P01 冯勋 洛阳师范学院 

Two novel hydroxide anions bridged 

lanthanide coordination polymers based on 

fluorinated carboxylate ligand: structures, 

luminescence and magnetic property 

P02 白若飞 洛阳师范学院  

P03 刘大李 天津大学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Ammonia 

Treatment to Synthesize Oxygen Vacancy-

Enriched Transition Metal Oxide 

Nanostructures 

P04 吴之传 安徽工程大学  

P05 朱贤东 安徽工程大学  

P06 赵丹 河南理工大学 
一种新型焦磷酸盐 K5Y(P2O7)2 的合成、结

构及 Er3+/Yb3+共掺上转换发光性能的研究 

P07 杨琳燕 天津农学院 基于 PEG 修饰 MNPs 的载药体系研究 

P08 弓亚琼 中北大学 

Controlled synthesis of bifunctional Mo/Mn-

NixSy/NF electrocatalyst for highly efficient 

overall water splitting 

P09 陶诚 上海师范大学  

P10 田清晴 上海师范大学  

P11 贺美娥 上海师范大学  

P12 蔡宇 上海师范大学  

P13 王海梅 上海师范大学  

P14 董婧 北京理工大学 多金属氧簇催化化学研究 

P15 杨帅亮 华东师范大学 吡啶羧酸 MOFs 材料的质子传导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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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 殷雪梅 华东师范大学 
基于缺电子金属-有机框架的荧光指示剂位

移分析 

P17 张洪波 长春理工大学 

Preparation and up-conversion luminescence 

of Ho3+/Yb3+ co-doped glass ceramic 

containing SrF2 

P18 黄佳佳 福州大学 
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Li2Ti3ZnO8 电化学性

能的理论研究 

P19 孙倩 南京工业大学 
一种能够超快检测过氧化亚硝酸盐的近红

外荧光探针 

P20 朱元元 合肥工业大学 吡啶双噁唑啉配体构筑铁自旋交叉配合物 

P21 姜志勇 南京工业大学 
高效圆偏振发光型三配位有机硼化合物的

构建 

P22 陈洁 浙江大学 

A Complete Separation between Mono- and 

Di-branched Alkane Isomers by Prussian Blue 

Analogues 

P23 陈富强 浙江大学 

Designed microporous carbon adsorbent for 

highly efficient separation of methane from 

nitrogen 

P24 曹燕 广西师范大学 
一个基于三氮唑配体 Cd-MOFs 的离子型探

针研究 

P25 常克俭 苏州大学 
Cooperatively Activation of H2 by Neutral 

Rare-Earth (RE) Aryloxide/NHC Lewis Pairs 

P26 王效铭 苏州大学 
Transition metal-induced dehydrogenative 

coupling of zinc hydrides 

P27 董艺凡 苏州大学 

Homoleptic rare-earth aryloxides based Lewis 

pairs for activation of azide: Formation of rare-

earth azide and nitride complexes 

P28 薛江燕 苏州大学 
泡沫镍支撑的脊柱状 Fe-MoS2/Ni3S2 的电催

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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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 赵中胤 苏州大学 
钴改性二硫化钼复合材料及其电催化水的

分解 

P30 沈欣 南昌大学 

Porous Organic Polymer-Templated Porous 

Copper-Ceria with Highly Dispersed Copper 

Oxide and Excellent Activity for CO 

Oxidation 

P31 曲百红 南昌大学 

Engineering Nanoporous Organic Frameworks 

to Stabilize Naked Au Clusters: A Charge 

Moduation Approach 

P32 覃黄飞 广西师范大学 
{Co14} 簇 基 前 驱 体 阶 段 性 组 装 修 饰

{Co12Cd12}簇合物 

P33 唐群 桂林理工大学 吲哚羧酸基三核{Fe3}簇的构筑与性能 

P34 于广莉 东北师范大学 
构建 UiO-66 与 PIM-1 贯通孔道实现类单晶

CO2 分离性能 

P35 武丹萍 宁夏大学  

P36 马仪梅 宁夏大学 

Optical sensor based on molecularly imprinted 

polymer coated on carbon quantum dots for 

selective detection of tobramycin 

P37 陈星玮 江西理工大学 
选择性气致发光变色铜(I)双核配合物的合

成与表征 

P38 彭丹 江西理工大学 
吡啶三氮唑铜(I)铁(II)双核配合物的合成与

表征 

P39 王玉好 辽宁大学 
电解质优化对多酸基电致变色器件性能提

高的研究 

P40 杨振兴 辽宁大学 
2D 金属有机框架纳米片的合成及催化串联

反应研究 

P41 王赟 东北大学 
适用于 DGT 结合相的多级结构金属掺杂钛

酸盐纤维的可控制备 

P42 刘小娣 南阳师范学院  

P43 朱桂颖 湖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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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4 姜兆华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多级结构 Fe-Cu 双金属材料的制备及自辅

助类芬顿降解苯酚 

P45 胡兆波 南京大学 三核铜簇{Cu3}中的自旋组挫行为 

P46 井昭阳 南京大学  

P47 秦刘磊 新疆农业大学 
1.4-二氮杂二环[2.2.2]辛烷氢键型晶体材料

的合成、相变及 介电性质 

P48 郑晓媛 新疆农业大学 
氰基合铁(Ⅲ)氢键型笼状超分子晶体的合

成、结构及介电性质 

P49 刘尊奇 新疆农业大学 待定 

P50 刘庆燕  江西师范大学 

A Nickel-4'-(3,5-Dicarboxyphenyl)-2,2',6',2''-

terpyridine Framework: Efficient Separation 

of C2H2/C2H4 Mixtures 

P51 林兆廷 江西师范大学  

P52 吴渊博 江西师范大学  

P53 潘中华 华侨大学  

P54 景苏  南京工业大学  

P55 张云怀  重庆大学 
MOFs 衍生物制备及其相关储能性质的研

究 

P56 张庆富 聊城大学 

A luminescent porous 3D Eu(III)-organic 

framework showing fast and selective 

detection of nitrofurazone in aqueous media 

P57 雷明媛 聊城大学 

A water-stable 3D luminescent metal-organic 

framework for fast, selective and sensitive 

sensing of metronidazole in water 

P58 王晓鹤 聊城大学 

A luminescent zinc(II)-organic framework 

shows fast, selective and reversible detection 

of sulfaquinoxaline 

P59 林荔丹 福州大学  

P60 聂永 济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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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1 魏鹏 复旦大学  

P62 温莹 山西大学  

P63 王军平 山西大学  

P64 毛月圆 安徽科技学院 
一种快速响应的硫醇比率型荧光探针及其

细胞应用 

P65 陈文斌 广州大学  

P66 李思雨 华中师范大学 
Construction of 3D COFs with Intrinsic Metal 

Centers 

P67 袁良倩 华中师范大学 Halogen Bonding in the Crystalline Sponge 

P68 郎中玲 东北师范大学  

P69 王修建 广西师范大学 
含二茂铁基双膦配体的[Fe-Fe]氢化酶模型

物合成及电催化产氢研究 

P70 曾春梅 西华师范大学 

镍基助催化剂改性的 g-C3N4 及其光解水析

氢性能 

P71 叶恒云 江西理工大学 
 

P72 周阿武 
北京工业大学 

TiO2/carbon@MOF 纤维的构筑及光催化

CO2 还原的研究 

P73 赵琛 北京工业大学 

基于 MOFs 模板构筑金属掺杂氧化铟高效

光催化还原 CO2 的研究 

P74 王凯 桂林理工大学 
一例不对称{DyDy′}单分子磁体及其定位

稀释产物的磁性 

P75 朱嘉星 复旦大学 
具有多种次级构筑单元的柔性金属有机骨

架合成及性质调控 

P76 戎超 桂林理工大学  

P77 胡飞龙 广西民族大学  

P78 彭小五 
中国科学院青海

盐湖研究所 
TMPD 萃取硼酸机理的光谱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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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9 李丽娜 
中科院福建物质

结构研究所 

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铁电体设计合成及光

电性能研究 

P80 夏招明 西安交通大学 
Defect-Enriched Porous Nanorods of Ceria for 

Catalysis 

P81 关山月 
中国科学院理化

技术研究所 

Vacancy-enhanced Generation of Singlet 

Oxygen for Photodynamic Therapy 

P82 王莉 
中国科学院理化

技术研究所 

Highly Efficient Vacancy-Driven 

Photothermal Therapy Mediated by Ultrathin 

MnO2 Nanosheets 

P83 张利诚 
中国科学院青海

盐湖研究所 
双酮萃取体系萃取锂的工艺及机理研究 

P84 陆文雅 苏州大学 
Dentritic PdAgCu nanosheets for enhanced 

electrocatalytic activity 

P85 胡美月 福州大学 
基于炔雌醇金配合物的靶向雌激素受体发

光探针研究 

P85 魏巧华 福州大学 炔雌醇保护的金纳米簇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P86 高露露 华东师范大学 MIL-101-SO3H 对多巴胺的电化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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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引 

1.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至重庆圣荷酒店 

（1）轻轨 3 号线→轻轨 1 号线→249/269/253 路公交 

从江北国际机场乘坐轻轨 3 号线（开往鱼洞方向）至两路口站，换乘轻轨 1

号线至微电园（尖顶坡方向），转乘公交 249/269/253至西永天街，下车后可见

圣荷酒店（步行约 500 米）。（预计时间 2 小时，上车站首班 06:30，末班 22:30） 

（2）机场快线 K07路→291 路公交 

从机场乘坐 K07 路机场快线至沙坪坝火车站，换乘 291 路公交至西永天街，

下车可见圣荷酒店（步行约 500 米）。（预计时间 1.5 小时，上车站首班 08:30，

末班 21:00） 

（3）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约 120元。 

2. 重庆火车北站至重庆圣荷酒店 

（1） 轻轨 3号线→轻轨 1号线→249/269/253 路公交 

从重庆火车北站乘坐轻轨 3号线（鱼洞方向）至两路口站，换乘 1 号线至微

电园站（尖顶坡方向），转乘公交 249/269/253至西永天街，下车可见圣荷酒店

（步行约 500 米）。（预计时间 1.5小时，上车站首班 06:30，末班 22:30） 

2）房地产学院专线→249/269/253 路公交 

从重庆北站北广场站上车（房地产学院专线）至微电园，转乘 249/269/253

路公交至西永天街，下车可见圣荷酒店（步行约 500 米）。（预计时间 1小时，上

车站首班 06:00，末班 21:00） 

（3）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约 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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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沙坪坝火车站至重庆圣荷酒店 

（1）轻轨 1 号线→249/269/253 路公交 

从沙坪坝站乘坐轻轨 1 号线（开往尖顶坡方向）至微电园下车，转乘

249/269/253 路公交至西永天街，下车可见圣荷酒店（步行约 500米）。（预计时

间 1 小时，上车站首班 06:30，末班 22:30） 

（2）291 路公交 

从沙坪坝火车站乘坐 291 路公交至西永天街，下车可见圣荷酒店（步行约 500

米）。（预计时间 40分钟，上车站首班 06:00，末班 21:30） 

（3）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约 40 元。 

4. 重庆西站至重庆圣荷酒店 

（1）大学城专线 

从重庆西站乘坐大学城专线至西永天街，下车可见圣荷酒店（步行约 500米）。

（预计时间 30 分钟，上车站首班 07:00，末班 21:00） 

（2）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约 50 元。 

 

 

 

 

 

 

 

 

  



中国化学会 2019 年中西部地区无机化学化工学术研讨会 

32 

 

 

支持单位 

北京迈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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