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化学会第三届中国（国际）能源材料化学研讨会 

（2018年8月24-27日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为了加强国内相关学者、产业界人士在能源材料与化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交流，2016

年、2017年在长沙成功举办了2016、2017中国（国际）能源材料化学研讨会。第三届中国（国

际）能源材料化学研讨会（2018 Conference on Chemistry of Energy Materials）定于2018

年8月24日-27日在北京举办。此次研讨会将由中国化学会主办，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承办，北

京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湖南大学、北京宇诺恒信会展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等协办。会议得到包信和、成会明、窦士学、江雷、刘化坤、谢毅、万立骏、张锁江、张

泽、赵东元等院士顾问支持。《Joule》《Energy Storage Materials》、《Materials Chemistry 

Frontiers》、《Micro-Nano Letters》、《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Science China Materials》、《Science Bulletin》、《Chinese Chemical 

Letters》、《Rare Metals》、《Materials Today Nano》等期刊支持。中国化学会、材料

人、能源学人、X-mol等媒体支持。 

研讨会围绕“能源材料与化学”的主题，以高端学术交流为重点，强调前沿探索，针对当

前新能源材料领域的热点问题展开研讨，促进学科建设发展与科技创新，积极提供决策咨询建

议，为地方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引智，着力推动我国能源材料与能源化学产业进步。会议涵

盖的主题包括锂/钠离子电池、锂硫电池、锂空气电池、超级电容器、燃料电池、电催化、太阳

能、生物质能、能源转换材料、能源材料资源及回收化学等相关材料、化学问题、材料表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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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主题 

T1 超级电容器  

T2 锂离子电池 

T3 钠、钾及多价离子电池（镁、锌、铝等） 

T4 锂硫电池及金属-空气电池（锂空气、锌空气电池等） 

T5 金属锂负极、固态电解质及固态电池 

T6 氢能源化学与燃料电池 

T7 电催化（ORR、OER、HER、HRR） 

T8 人工光合过程及化学固氮与转化 （含 CO2 还原、N2 电还原等） 

T9 太阳能化学利用 

T10 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染料敏化、有机物以及硅基太阳能电池） 

T11 生物质能源化学 

T12 能源转换材料化学（储能相变、光电转化材料、热电材料、光热材料） 

T13 能源材料资源及电池回收化学 

T14 能源材料表征技术（同步辐射、球差电镜、原位表征以及 Operando 表征） 

T15 新兴能源材料化学（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 论坛） 

二、大会报告 

张泽 浙江大学 

赵东元 复旦大学 

邹志刚 南京大学（日程待定，以会议议程通知为准） 

张锁江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朱敏 华南理工大学 



 

 

林海波 吉林大学 

戴黎明 凯斯西储大学 

乔世璋 阿特莱德大学 

三. 邀请报告（已确认名单） 

郭玉国 中科院化学所 

陈萍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曲良体 北京理工大学 

麦立强 武汉理工大学 

孙晓明 北京化工大学 

李峰 中科院金属所 

杨全红 天津大学 

崔光磊 中科院青岛能源所 

张新波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胡勇胜 中科院物理所 

曹达鹏 北京化工大学 

张铁锐 中科院理化所 

徐梽川 南洋理工大学 

木士春 武汉理工大学 

梁振兴 华南理工大学 

李亮 苏州大学 

朱瑞 北京大学 

陶新永 浙江工业大学 

黄佳琦 北京理工大学 



 

 

侴术雷 卧龙岗大学 

孙传福 中科院福建物构所 

吴川 北京理工大学 

陈人杰 北京理工大学 

王家钧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桥保 厦门大学 

张伟 吉林大学 

张炳森 中科院金属所 

周永宁 复旦大学 

宋维力 北京理工大学 

李驰麟 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 

张进涛 山东大学 

时志强 天津工业大学 

牛志强 南开大学 

王勇 上海大学 

程方益 南开大学 

王开学 上海交通大学 

侯军刚 大连理工大学 

袁同琦 北京林业大学 

王超 电子科技大学 

季恒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李光琴 中山大学 

刘希恩 青岛科技大学 

孙春文 中科院纳米能源所 



 

 

范丽珍 北京科技大学 

贺艳兵 清华大学 

王保峰 上海电力学院 

赵宏斌 上海大学 

邓德会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姚霞银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雷永鹏 湖南大学 

江浩 华东理工大学 

刘金平 武汉理工大学 

庞欢 扬州大学 

熊胜林 山东大学 

杨植 温州大学 

杨东江 青岛大学 

禹习谦 中科院物理所 

周欢萍 北京大学 

尉海军 北京工业大学 

向中华 北京化工大学 

谷林 中科院物理所 

陈煜 陕西师范大学 

武祥 沈阳工业大学 

杨晓伟 同济大学 

陈涛 同济大学 

钟胜奎 苏州大学 

王保峰 上海电力学院 



 

 

吴雄伟 湖南农大 

王慧奇 中北大学 

张佳楠 郑州大学 

夏晖 南京理工大学 

余丁山 中山大学 

曹安民 中科院化学所 

沈少华 西安交通大学 

胡仁宗 华南理工大学 

杨秀康 湘潭大学 

赖超 江苏师范大学 

夏新辉 浙江大学 

晏成林 苏州大学 

孙靖宇 苏州大学 

施志聪 广东工业大学 

李先锋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唐永炳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纪效波 中南大学 

胡先罗 华中科技大学 

陈浩 华南农业大学 

徐盛明 清华大学 

黄延强 大连化物所 

彭强 四川大学 

蒋凯 华中科技大学 

胡劲松 中科院化学所 



 

 

徐林 南京师范大学 

王永刚 复旦大学 

李彦光 苏州大学 

李莉 重庆大学 

水江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陆奇 清华大学 

王治宇 大连理工大学 

韩晓刚 西安交通大学 

曹瑞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何平 南京大学 

卢锡洪 中山大学 

于畅 大连理工大学 

陈棋 北京理工大学 

杨树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耀辉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育新 重庆大学 

周亮 武汉理工大学 

杨金虎 同济大学 

陈涛 同济大学 

阎兴斌 中科院兰州化物所 

陈爱兵 河北科技大学 

焦丽芳 南开大学 

王得丽 华中科技大学 

刘浩 上海大学 



 

 

乔锦丽 东华大学 

崔肖阳 清华大学 

兰亚乾 南京师范大学 

邬剑波 上海交通大学 

席聘贤 兰州大学 

邹如强 北京大学 

张浩 北京防化院 

吴忠帅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张涛 中科院硅酸研所 

童圣富 中山大学 

闫鹏飞 北京工业大学 

汪国雄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夏宝玉 华中科技大学 

王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福军 南开大学 

郭现伟 北京工业大学 

施思齐 上海大学 

赵玉峰 燕山大学 

王海燕 中南大学 

曹菲菲 华中农业大学 

杨维清 西南交通大学 

王拓 天津大学 

罗景山 南开大学（暂定） 

李严波 电子科技大学（暂定） 



 

 

毕迎普 中科院兰州化物所 

李朝升 南京大学 

宫建茹 国家纳米中心 

况永波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肖翀 中国科技大学 

张彦威 浙江大学 

杨华桂 华东理工大学 

闫世成 南京大学 

张加涛 北京理工大学 

马贵军 上海科技大学 

刘岗 中科院沈阳金属所 

（尚未确认的邀请名单在后续通知中会持续更新） 

四、组织机构 

1、会议主席 

顾问主席：窦士学、陈军 

主席：郭少军、郭再萍、范洪金、马建民、余 彦、王双印、张 强 

2、会议顾问委员会 

主席： 包信和 

委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包信和、成会明、窦士学、江雷、刘化坤、谢毅、万立骏、张锁江、张泽、赵东元  

3、会议学术委员会  

主席：陈 军  

委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戴黎明、郭玉国、侯仰龙、胡国荣、黄昱、黄云辉、旷亚非、李 泓、李峰、楼雄文、刘洪

波、麦立强、牛利、邱介山、曲良体、唐有根、王博、王春生、王丹、汪国秀、杨汉西、杨

全红、俞书宏、温兆银、魏子栋、张新波、郑洪河、钟胜奎、周豪慎  

4、会议组织委员会  

主 席：郭少军、马建民、余 彦、张 强、张铁锐、胡勇胜、周欢萍、陈人杰、尉海军、黄佳



 

 

琦、时志强  

秘书长：程新兵  

秘 书：孔龙、刘鹤、崔肖阳  

会务处：王斌、李滔、袁洪  

委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曹安民、曹瑞国、陈立宝、陈人杰、陈卫、陈涛、程方益、崔光磊、侴术雷、丁书江、邓德会、

范丽珍、范红金、谷林、郭再萍、韩晓刚、贺艳兵、何平、胡勇胜、胡劲松、胡先罗、胡仁宗、

黄佳琦、黄延强、侯军刚、江浩、季恒星、纪效波、焦丽芳、蒋凯、金钟、赖超、赖春艳、雷

永鹏、李会巧、李峰、李喜飞、李驰麟、李彦光、李先锋、李永峰、李福军、李亮、梁振兴、

刘浩、刘金平、卢锡洪、罗家严、罗巍、吕瑞涛、马延文、米立伟、倪江峰、牛志强、木士春、

潘安强、庞欢、彭章泉、彭强、施志聪、施思齐、时志强、孙晓明、孙书会、孙春文、孙靖宇、

沈少华、水江澜、宋维力、唐永炳、陶新永、王保峰、王慧奇、王开学、王双印、王永刚、王

治宇、王振波、王勇、王彩云、王超、王家钧、王得丽、王接喜、王华、吴川、吴雄伟、温珍

海、向中华、夏晖、夏新辉、夏宝玉、许晓雄、熊胜林、薛欣宇、徐维林、晏成林、杨金虎、

杨东江、杨树斌、杨晓伟、杨秀康、闫兴斌、姚霞银、于畅、余丁山、禹习谦、尉海军、袁同

琦、翟天佑、张进涛、张  磊、张炳森、张铁锐、张佳楠、张育新、张洪章、张桥保、张伟、

章福祥、赵玉峰、郑俊超、周亮、周永宁、赵宏斌、钟胜奎 

五、重要日期  

2018.7.15，摘要截止日期  

2018.7.31，优惠缴费期  

2018.8.24-27，会期  

六、会议日程 

8 月 24 日 全天报到 

8 月 25 号 
上午 开幕式、大会报告 

下午 分会报告 

8 月 26 号 全天 分会报告 

8 月 27 号 
上午 分会报告 

下午 大会报告、闭幕式 



 

 

七、学术会议奖励设置  

本届研讨会墙报的规定尺寸是：90cm(宽)*120cm（高）。  

Wiley、RSC、Joule、J Energy Chem、Micro-Nano Lett、Rare Metals等期刊和出版社

赞助本届研讨会设置“优秀墙报奖”，鼓励展示者制作优秀的墙报，并与与会者进行充分交

流。 

八、会议专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收录Emerging Sustainable Energy Materials方向的

综述、研究进展，专刊收录论文proposal请联系郭少军教授 guosj@pku.edu.cn）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收录Solid-State Batteries方向的综述和研究论文，客座

编辑Yifei Mo, Jürgen Janek, Yoon Seok Jung, Qiang Zhang，专刊收录论文proposal请

联系张强教授 zhang-qiang@mails.tsinghua.edu.cn） 

《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收录Adanced Energy Chemistry of Next 

Generation Batteries方向的综述和研究论文，客座编辑黄佳琦、吴川，专刊收录论文

proposal请联系黄佳琦教授jqhuang@bit.edu.cn或吴川教授chuanwu@bit.edu.cn） 

《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收录Electrocatalysis and Electrosynthesis方向的综

述和研究论文，客座编辑王双印、张铁锐、郭少军，专刊收录论文proposal请联系王双印教

授shuangyinwang@hnu.edu.cn）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收录New Chemistry of Energy Materials方向的综述和研

究论文，客座编辑胡勇胜、周欢萍、尉海军、时志强，专刊收录论文proposal请联系胡勇胜

教授yshu@aphy.iphy.ac.cn、周欢萍教授hpzhou@pku.edu.cn、尉海军教授hj-

yu@bjut.edu.cn、时志强教授shizhiqiang@tjpu.edu.cn) 

九、会议赞助  



 

 

会议已得到如下单位赞助：  

天津德尚科技有限公司（荷兰ivium电化学）、深圳市新威尔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科

晶智达科技有限公司、合肥百思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迈纳德微纳技术有限公司、合

肥科晶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河南成仪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北京精微高博科学技术有限公

司、上海米开罗那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布鲁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威格气体纯化科技

（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艾明坷机电设备（天津）有限公司、武汉科思特仪器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高仕睿联科技有限公司、天津中环电炉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蓝电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祥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安徽科幂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日立高新技术（上海）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美国Gamry电化学、刚瑞（上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特此感谢支持！并继续欢迎广大材料、设备相关公司对会议进行赞助，具体赞助事宜请

与李丹老师联系，联系电话：18001377327，邮箱：lidan281@163.com。 

十、注册费 

 
优惠缴费

（2018.7.15 前） 

正常缴费 

（2018.7.16 后） 
现场缴费 

教师-非会员 2900 3300 3600 

教师-中国化学会会员 2400 2800 3000 

非学生会员 1900 2200 2400 

中国化学会学生会员 1600 1800 2000 

发票内容：会议费  

会议期间食宿费用自理 

十一、付款方式 

银行转账 开户行 北京农商银行梨园支行 

mailto:lidan281@163.com


 

 

账户 北京宇诺恒信会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 0719000103020015700 

付款时请务必注明中国化学会会议网站的参会号 

十二、联系方式 

参会联系人：程新兵 博士（参会相关事宜）  

联系电话：17896095581  

电子邮箱：energymater2018@163.com  

参会联系人：李丹 老师 （会议赞助相关事宜）  

联系电话：18001377327  

邮箱：lidan281@163.com 

 

十三、宾馆住宿 

会议期间正值北京旅游旺季，宾馆房源紧张，请与会者提前登记住宿宾馆。北京国际会议

中心周边 1 公里范围内有北京北辰五洲皇冠国际酒店、北京五洲大酒店、北辰汇园酒店公寓、

北辰亚运村宾馆、长白山国际酒店、奥友宾馆、锦江之星酒店（奥体中心店）、汉庭酒店（亚

运村店）、桔子酒店（亚运村店）等多家酒店，请与会者及时自行预定。 

会议已经与以下酒店取得合作协议，但是并不能完全保证房源供应，请与会者提前自行预

定。 

1. 北京五洲大酒店 

预定链接 https://www.bcghotel.com/order.asp?id=392 

豪华间：约 630 元/间/天，含双人早餐 

豪华套间：约 1080 元/间/天，含双人早餐 

2. 北辰汇园酒店公寓公司——北辰亚运村宾馆（三星）/北辰汇园酒店公寓贵宾楼 （五星） 

预定链接 http://huiyuangongyu.com.cn/e/order/mpass.php?classid=17&id=155（链接

密码 6969） 

标准间双床：约 400 元/间/天（含双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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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间大床：约 400 元/间/天（含早餐） 

3. 五洲皇冠假日酒店 

预 定 链 接 https://gc.synxis.com/rez.aspx?Chain=10203&locale=zh-

CN&arrive=2018/8/24&depart=2018/8/28&adult=1&child=0&group=AQ1 

高级房：约 1000 元/间/天 

4. 长白山国际酒店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安苑北里 25 号 

电话: 010-64916677 

5. 橘子酒店（9.2 折） 

地址：朝阳区北苑路 200 号 

电话：010-64953131 

6. 速 8 鸟巢奥体中心地铁站店 

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奥体中心地铁站 D 口速 8 酒店 

010-57189811 

7. 锦江之星 

地址：朝阳区安定门外安苑里 1 号(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东门东侧 

电话：010 64917666 

8. 奥友酒店 （标间 380、大床 340、套间 600） 

地址：朝阳区亚运村 J 座 11 门奥友宾馆 

电话：01084105699 

9. 汉庭酒店 

地址：北四环东路 102 号 

电话：010 64942266 

十四、交通 

组委会推荐以下交通方式，请与会者自行前往宾馆及会场。 

1、北京南站 

从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善各庄方向）至蒲黄榆站，站内换乘地铁 5 号线（天通苑北方

向）至惠新西街北口站（A 西北口出）下车，步行 410 米，至安慧桥东站，乘坐公交 660 路 

(或 740 外公益西桥、运通 113 线、386 路、407 路、658 路、740 外、983 路、490 路)1 站

至亚运村站下车，步行 160 米，至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2. 北京站 



 

 

从北京站乘坐地铁 2 号线（外环）至雍和宫站，站内换乘地铁 5 号线（天通苑北方向）至惠新

西街北口站（A 西北口出）下车，步行 410 米，至安慧桥东站，乘坐公交 660 路 (或 740 外

公益西桥、运通 113 线、386 路、407 路、658 路、740 外、983 路、490 路)1 站至亚运村

站下车，步行 160 米，至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3、北京西站 

从北京西站乘坐公交 387 路，至安慧桥北站，步行 680 米至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4、首都国际机场 

首都机场 T1/T2/T3 航站楼站上车，机场大巴中关村线，亚运村(安慧桥)站 下车，步行 960

米，至国际会议中心 

5、南苑机场 

从南苑机场站乘坐南苑机场大巴北京站专线至崇文门站，步行 200 米，至崇文门站乘地铁 5

号线（天通苑北方向）至惠新西街北口站（A 西北口出）下车，步行 410 米，至安慧桥东站，

乘坐公交 660 路 (或 740 外公益西桥、运通 113 线、386 路、407 路、658 路、740 外、983

路、490 路)1 站至亚运村站下车，步行 160 米，至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会议紧邻北京北辰五洲大酒店，相关的交通和旅游信息，也可以参见酒店网站介绍

http://www.bcghotel.com/map.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