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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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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科技大学材料学部、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山东·青岛 

2018年8月7日-10日 



参会须知 

1、 各参会人员凭代表证参加会议，各参会人员应提前5 分钟进入

会场，会议时间内，请将手机设置为振动状态。 

2、 请与会同志注意保管好会议文件、材料、证件及个人随身物品。 

3、 会议报到地点设在湛山花园酒店一楼大厅。 

4、 为了使报告顺利进行，请各位报告人员提前将PPT 拷入会务

组电脑。 

5、 会议期间，凭当日餐券就餐；因参会人员众多，请凭餐券上指 

定的地点用餐，敬请各参会代表注意。 

6、 8月8日一楼九华山厅的晚餐用餐时间为18:00 ~ 20:30。 

7、 会务组电话：李志波(13805320866)，翟静(13698685555), 孙

阿彬(13156893950)，宋建晖(1301295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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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峡两岸暨港澳高分子液晶态与 

超分子有序结构学术研讨会 
（暨第十五届全国高分子液晶态与超分子有序结构学术论文报告会） 

 

一、会议主题 

主题 A 液晶高分子的合成与分子设计  

主题 B 超分子体系的自组装与分子识别 

主题 C 高分子有序结构的构筑与表征 

主题 D 液晶高分子的电光磁效应、器件以及应用 

主题 E 液晶高分子与新型超分子的生物模拟与仿生 

二、会议时间：2018年8 月7 日—10日 

三、会议地点：山东省青岛市湛山花园酒店

四、主办学会 

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学科委员会 

五、承办单位： 

    青岛科技大学材料学部、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六、网络支持单位： 

中国化学会 

七、参会人员： 

参会人员包括大陆、香港和台湾的高分子等行业专家及相关院

校、企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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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峡两岸暨港澳高分子液晶态与 

超分子有序结构学术研讨会 

（暨第十五届全国高分子液晶态与超分子有序结构学术论文报告会） 

组织委员会 

主席： 

周其凤  院士（北京大学） 
 

副主席： 

許千樹  教授（交通大學，新竹） 

任詠華  院士（香港大學） 
 

委 员：（按姓氏字母排序） 

安立佳、薄志山、陈尔强、陈道勇、陈文章、陈义旺、陈永明、程正迪、董建

华、范星河、傅 强、郭绍伟、韩艳春、何荣铭、江  雷、李峻柏、李志波、梁

好均、刘世勇、马 劲、任咏华、史林启、沈志豪、唐本忠、童  真、宛新华、

王晓工、王玉忠、吴立新、吴 奇、解孝林、徐  坚、许家瑞、许千树、薛奇、

闫东航、闫寿科、杨 柏、杨万泰、杨玉良、袁 直、张广照、张  希、支志明 

 

秘书长： 

李志波  教授（青岛科技大学） 

 
秘 书： 

刘绍峰、史新妍、宋建晖、孙阿彬、翟 静、毕薇娜 

 
联系方式：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郑州路53号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话：0532-84022927 

传真：0532-84022927 

电子邮件：jhsong@qust.edu.cn，kdzhaij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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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表 
 

 

注：大会主会场和分会场均设在湛山花园酒店 

[1]早餐用餐地点均在湛山花园酒店一楼泰山厅，午晚餐地点在湛山花园酒店一楼九华山

厅或泰山厅，以餐券标示为准。 

[2]开幕式主会场位于酒店主楼七楼湛山厅，分会场包括湛山花园酒店浮山厅（会议中

心二楼）及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会议室（酒店主楼二楼）。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2018-8-7 

全 天 报到 湛山花园酒店 一楼大厅 

18:00－20:30 晚餐 湛山花园酒店一楼 泰山厅 

19:30－21:30 
组织委员会

会议 
湛山花园酒店二楼 一号会议室 

2018-8-8 

7:00－8:00 早餐 湛山花园酒店一楼 泰山厅 

8:00－8:45 开幕式 湛山花园酒店七楼 湛山厅 

8:45－9:10 合影 
湛山花园酒店门口 

(视当天天气情况而定） 

9:10－12：10 大会报告 湛山花园酒店七楼 湛山厅 

12:10－14:00 午餐 湛山花园酒店一楼 九华山厅、泰山厅 

14:00－17:55 分会报告 湛山花园酒店各分会场 

18:20－20:20 晚宴 湛山花园酒店一楼 九华山厅、泰山厅 

2018-8-9 

7:00－8:30 早餐 湛山花园酒店一楼 泰山厅 

8:30－12:10 分会报告 湛山花园酒店各分会场 

12:10－14:00 午餐 湛山花园酒店一楼 九华山厅、泰山厅 

14:00－15:30 分会报告 湛山花园酒店各分会场 

16:00－17:40 墙报展讲 湛山花园酒店七楼 湛山厅 

18:00－20:00 晚餐 湛山花园酒店一楼 九华山厅、泰山厅 

2018-8-10 

7:00－8:30 早餐 湛山花园酒店一楼 泰山厅 

8:30－10:40 分会报告 湛山花园酒店各分会场 

10:40－11:20 大会报告 湛山花园酒店七楼 湛山厅 

11:20－11:40 闭幕式 湛山花园酒店七楼 湛山厅 

12:00－14:00 午餐 湛山花园酒店一楼 泰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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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简介 

 

 

2018年海峡两岸暨港澳高分子液晶态与超分子有序结构学术研讨会 

（暨第十五届全国高分子液晶态与超分子有序结构学术论文报告会） 
 

会议会场交通情况 

湛山花园酒店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一路 25 号(近香港西路 近湛山寺) 

联系电话：0532-68899888 

 
乘车路线： 

流亭机场至湛山花园酒店： 

1、乘出租车，约31.7公里，需要50分钟，约90元； 

2、乘坐机场大巴2号线，在杭州花园站下车，步行宣化路站，乘坐206路环线， 在

湛山寺站下车，步行至湛山花园酒店,21元。 
 

青岛站至湛山花园酒店： 

1、乘出租车，约6.9公里，约18元； 

2、乘坐地铁3号线，至延安三路站(B出口)下车，步行至湛山花园酒店，3元。 
 

青岛北站至湛山花园酒店： 

1、乘出租车，约 19.4 公里，约 53 元； 

2、乘坐地铁3号线，至延安三路站(B出口)下车，步行至湛山花园酒店，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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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山花园酒店会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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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工作联系人 

 

● 会务工作组 

李志波（13805320866），翟静（13698685555），王文嫔（发票，

13697670246） 
 

● 接待与车辆保障组 

阚泽（15092177677） 
 

● 技术与会场支持组 

宋建晖（13012955776） 
 

● 后勤组 

孙阿彬（13156893950） 
 

● 会场服务 

孙静（15898819096）  

主题 A 分会场：刘绍峰（18505322825） 

主题 B 分会场：孙静（15898819096）  

主题 C 分会场：周现锋（15610552212）  

主题 D 分会场：赵英杰（18560611195） 

主题 E 分会场：刘健（18653276022） 

● 墙报展讲 

阚晓楠（15306484761） 
 

● 企业参展 

王文嫔（13697670246） 
 

● 酒店住宿 湛山花园酒店 

孙阿彬（1315689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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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用餐时间和地点 
 

● 早餐： 

时间：7:00 ~ 8:30                                   地点：湛山花园酒店一楼泰山厅         

餐厅注：早餐凭房卡用餐 

● 午餐： 

时间：8月8日、9日  12:10 ~ 14:00     地点：酒店一楼九华山厅、泰山厅 

时间：8月10日      12:00 ~ 14:00     地点：湛山花园酒店一楼泰山厅 
 

● 晚餐： 

时间：8月7日    18:00 ~ 20:30     地点：湛山花园酒店一楼泰山厅 

时间：8月8日    18:20 ~ 20:20     地点：酒店一楼九华山厅、泰山厅 

时间：8月9日    18:00 ~ 20:00     地点：酒店一楼九华山厅、泰山厅 

 

● 特别说明： 

由于参会人数较多，请大家注意保持秩序，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就

餐实行餐券制，当次有效。请代表们一定凭餐券到指定餐厅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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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告说明 
 

 
 

报告类型 说 明 

大会报告邀请报告 (PL 标注) 40 分钟 (35 分钟报告，5 分钟提问) 

分会邀请报告 (IL 标注) 30 分钟 (25 分钟报告，5 分钟提问) 

口头报告 (OL 标注) 15 分钟 (12 分钟报告，3 分钟提问) 

 

墙报（P 标注） 
8 月 9 日下午 16:00~17:40 

湛山花园酒店湛山厅 
 

 

 

投影：Powerpoint (中文或英文)，多媒体投影 

* 为了保证报告的顺利进行，请报告人在报到后及时将报告的 PPT 文档拷贝到

会务组电脑。各分会场只配备电脑、多媒体投影仪、音响、激光笔和话筒等

设备，有特殊需求的报告人请提前通知会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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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告安排 
 8 月 8 日上午：开幕式/大会报告 地点：湛山花园酒店湛山厅（七楼）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8:00～8:45 开幕式 李志波 

8:45～9:10 合影湛山花园酒店门口 

9:10～10:00 PL-01: 超分子自由基：构筑、调控与功能 张希 清华大学 
 

周其凤 

10:00～10:40 PL-02: Chemistry of Covalent Organic Frameworks 江东林 新加坡国立大学 

10:40～11:00 茶歇 

 

11:00～11:40 PL-03: Mesophases and Biomimetic Structures from 
Dendrimer-based Supramolecules 

 

陳信龍 

 

清華大學（新竹） 

 

 
許千樹 

11:40～12:20 PL-04: 含刚性链嵌段共聚物的自组装结构调控和功能化探索 沈志豪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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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8 日下午(14:00~15:45): 分会报告 
 

 
主题 A 

（一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B 

（三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C 

（四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D 

（二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E 

（浮山厅，会议中心二楼） 

主持人 吉岩 林嘉平 徐君庭 薄志山 张会旗 

14:00-14:30 

俞燕蕾(复旦大学) 

ILA1: 液晶聚合物的光

致形状记忆效应 

刘俊秋(吉林大学) 

ILB1：蛋白质组装及其功

能化 

聂志鸿(复旦大学) 

ILC1: 嵌段共聚物接枝

纳米粒子的自组装行为 

秦安军(华南理工大学) 

ILD1: 聚集诱导发光聚

合物 

崔树勋（西南交通大学） 

ILE1: 高分子单个重复单

元与固体表面之间范 

德华力的测定 

14:30-15:00 

谌东中（南京大学） 

ILA2：从侧链盘状液晶

聚合物可控合成到盘状

功能体系构筑 

繆謙 (香港中文大學) 

ILB2：弯曲的有机半导体

分子的自组装与器件 

朱锦涛（华中科技大学） 

ILC2: 聚合物接枝纳米

粒子超晶格结构的构筑

及性能 

鄭彥如（交通大學，新竹） 

ILD2: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Organic and 
Polymeric Materials for 
Solar Cell and Transistor 
Application 

石峰 (北京化工大学) 

ILE2: 宏观超分子组装及

其应用 

15:00-15:30 

屠迎锋 (苏州大学) 

ILA3：基于二维晶体的

新型富勒烯超分子液晶 

李霄鹏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ILB3：Self-assembly of 
Discrete Supramolecular 
Fractals Using Sequence 
Specific Metal-organic 
Ligands 

李昊龙 (吉林大学) 

ILC3: 基于无机团簇的

杂化聚合物：合成、组装

与功能 

郑治坤 (中山大学，广州) 

ILD3：大面积二维聚合

物晶体薄膜 

丁宝全（国家纳米中心） 

ILE3: DNA 超分子结

构的表界面功能调控及

生物医学应用探索 

15:30-15:45 

张连斌 (华中科技大学) 

OLA1：基于超分子聚合

物的自修复光子晶体弹 

性体 

于涛 (中山大学，广州) 

OLB1：基于分子间弱相

互作用的力刺激响应有 

机发光材料 

鲍宗必（浙江大学） 

OLC1: 基于金属有机配

合物为构筑单元的氢键 

超分子框架材料 

孙明亮（中国海洋大学） 

OLD1: 主侧链工程优化

苯并二噻吩聚合物与高 

效光伏器件 

万文明 (中国石油大学) 

OLE1: 高分子管状自组

装体的构建 

15:45-16:1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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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8 日下午(16:10~17:55): 分会报告 
 

 
主题 A 

（一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B 

（三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C 

（四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D 

（二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E 

（浮山厅，会议中心二楼） 

主持人 俞燕蕾 繆謙 朱锦涛 鄭彥如 石峰 

     16:10-16:40 

吉岩 (清华大学，北京) 

ILA4: 基于液晶弹性体

的管状软驱动器 

林嘉平 (华东理工大学) 

ILB4: 多级高分子液晶及

其光伏性能研究 

徐君庭 (浙江大学) 

ILC4: 竞争性作用力存

在下的嵌段共聚物本体

微相分离行为 

薄志山(北京师范大学) 

ILD4：TBA 
张会旗 (南开大学) 

ILE4:物理交联的主链型

光致形变液晶聚合物体

系的构筑及其性能研究 

     16:40-17:10 

陈小芳 (苏州大学) 

ILA5: 侧基结构的精确

设计及其对聚合物液晶 

态结构的影响 

董宇平 (北京理工大学) 

ILB5: 多芳基丁二烯的聚

集诱导发光性能及其 

应用 

朱明强（华中科技大学） 

ILC5: 聚合物多相结构

的超分辨荧光成像 

陈义旺 (南昌大学) 

ILD5: 有机太阳能电池

分子精准设计与界面调 

控 

董泽元 (吉林大学) 

ILE5: 单链高分子螺旋

跨膜通道 

     17:10-17:40 

蔡敬誠 (中正大學) 

ILA6: Syntheses, 

Self-assembly and Applications 

of stereoregular Polymers and 

Block Copolymers 

张伟 (苏州大学) 

ILB6: 非手性聚芴的超

分子手性组装、手性记忆

及其手性传感 

陆丹 (吉林大学) 

ILC6: 外电场对不同分

子量 P3HT 分子链构象及

空穴迁移率的影响 

解增旗 (华南理工大学) 

ILD6: M-聚集（“魔角” 

堆积）的发现与性能：从

H-聚集、J-聚集到 M-聚

集 

唐浩宇 (湘潭大学) 

ILE6: 侧链改性聚多肽的

合成、结构与性能研究 

    17:40-17:55 

李许可 (法国Xenocs 公司) 

OLA2: 高信噪比 SAXS 

数据采集 

白炳莲 (吉林大学) 

OLB2: 酰棕衍生物有机

凝胶的光响应性研究 

宋东坡 (山东大学) 

OLC2: 基于分子刷的有

序结构材料 

刘琳琳（华南理工大学） 

OLD2: 共轭聚合物聚集

态结构光谱特性的研究 

及其对光电性能的影响 

褚立强 (天津科技大学) 

OLE2: 羧甲基壳聚糖超

分子水凝胶的制备及抗 

菌性能 

18:30-20:3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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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9 日上午(8:30~10:15): 分会报告 
 

 
 

主题 A 

（一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B 

（三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C 

（四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D 

（二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E 

（浮山厅，会议中心二楼） 

主持人 彭之皓 姜伟 鄭如忠 蔡敬誠 闫学海 

 

 
8:30-9:00 

袁金颖 (清华大学，北京) 

ILA7：含氟液晶基元调控

的聚合诱导自组装 

張卡卡 (香港大學) 

ILB7: 二价铂发光配合物

和嵌段共聚物的超分子共

组装 

陳俊太 (交通大學，新竹) 

ILC7: Three-Dimensional 

Block Copolymer Nanostructures 

by Wetting Nanopores in Anodic 

Aluminum Oxide Templates 

許千樹 (交通大學，新竹) 

ILD7: New Liquid Crystals 

and Conjugated Polymers for 

High Mobility Organic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蒋锡群（南京大学） 

ILE7: 基于类弹性蛋白的

给药系统 

 

 
9:00-9:30 

刘贵生 (台灣大學) 

ILA8: Design and 

Preparation of Functional 

High-Performance Polymers 

with Triarylamine Units 

程巳雪 (武汉大学) 

ILB8：基于天然高分子的

核酸药物自组装传递体系 

董侠 (中科院化学所) 

ILC8: 应变诱导的长碳链

聚酰胺及其嵌段共聚物结

晶转变与机理 

杨柏 (吉林大学) 

ILD8: 碳化聚合物点的

合成、结构与性能 

孙俊奇(吉林大学) 

ILE8: TBA 

 

 
9:30-10:00 

李文 (吉林大学) 

ILA9: 短肽-多金属氧簇

非共价组装与仿生粘接材

料 

詹益慈 (台灣大學) 

ILB9: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Metallo-Supramolecular 

Architectures via Multi- 

component Self-Assembly 

蔡杰 (武汉大学) 

ILC9: A high-efficiency, 

energy-saving and “green” 

route for fabrication of 

chitin-based materials 

王朝晖 (中科院化学所) 

ILD9:  稠环芳酰亚胺的精

准合成及其在有机电子学

中的应用 

赵新（上海有机所） 

ILE9：基于单体结构设计

组装构筑晶态有机多孔聚

合物 

 

10:00-10:15 

曹新华（信阳师范学院） 

OLA3: 超分子自组装体

系的调控和功能化 

旷桂超 (中南大学) 

OLB3: 基于氟硼二吡咯的

超分子聚合物的设计、 

合成与自组装研究 

任相魁 (天津大学) 

OLC3: 具有螺旋超分子

结构的四苯基乙烯液晶材 

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宋金生(河南大学) 

OLD3: 新型梯形稠环在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领域的 

应用研究 

卿鑫（复旦大学） 

OLE3: 基于光响应液晶聚

合物微阵列表面的液滴 

操控 

10:15-10:4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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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9 日上午(10:40~12:10): 分会报告 

 
 

主题 A 

（一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B 

（三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C 

（四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D 

（二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E 

（浮山厅，会议中心二楼） 

主持人 袁金颖 詹益慈 陳俊太 許千樹 蒋锡群 

 

 
 

10:40-11:10 

彭之皓 (清華大學，新竹) 

ILA10: 光敏性嵌段共聚

物的分子自組裝在藥物載

體上的應用 

姜伟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ILB10:电场调控的高分子

自组装体在溶液中的解组

装及其释放行为 

鄭如忠 (台灣大學) 

ILC10: Honeycomb-like 

Polymeric Films with 
Shape Memory Effects 
Fabricated via Modified 

Breath Figure Process 

谢鹤楼 (湘潭大学) 

ILD10: 基于"甲壳"效应

的发光液晶高分子 

赵娜娜 (北京化工大学) 

ILE10: 有机/无机复合递

送载体的构建及应用 

 

 
11:10-11:40 

陈思（浙江工业大学） 

ILA11: 对映体凝胶因子

自组装镜像形貌的破坏及

其机理研究 

王维 (南开大学) 

ILB11: 类两亲性的团簇- 

团簇分子的合成和组装 

李寒莹 (浙江大学) 

ILC11: 高分子的结晶度

是否存在分布？ 

袁忠义 (南昌大学) 

ILD11：半全氟烷基修饰

的苝酰亚胺类高分子量和

高迁移率共轭聚合物的设 

计合成 

闫学海 (中科院过程所) 

ILE11: 寡肽调控光敏分

子自组装及其抗肿瘤治疗

应用研究 

 

 
11:40-12:10 

孙静（青岛科技大学） 

ILA12: 新型聚类肽生物

高分子 

于海峰 (北京大学) 

ILB12: 液晶嵌段共聚物

薄膜中纳米结构的调控与

稳定研究 

蒋酉旺 (中山大學，高雄) 

ILC12: Photonic Crystals 
from Self-Assembly of 
High-Mw Block 

Copolymers 

赵英杰（青岛科技大学） 

ILD12: 有机二维、三维

材料制备及能源催化应用 

张建明（青岛科技大学） 

ILE12: 流动场下纤维素

纳米晶液晶彩色膜自组装

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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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9 日下午(14:00~15:45): 分会报告 

 
主题 A 

（一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B 

（三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C 

（四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D 

（二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E 

（浮山厅，会议中心二楼） 

主持人 范星河 宛新华 黄智峯 杨槐 季生象 

 

14:00-14:30 

和亚宁 (清华大学，北京) 

ILA13: 重氮偶合反应在

高分子材料制备中的新 

应用 

童世煌(台灣大學) 

ILB13: 磷脂質膽固醇超

分子的自組裝奈米有序 

微結構 

李卫华 (复旦大学) 

ILC13: 嵌段共聚物分相

纳米结构的分子设计 

占肖卫 (北京大学) 

ILD13: FUSED-RING 

ELECTRON ACCEPTOR 

PHOTOVOLTAIC MATERIALS 

刘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ILE13: 非对称纤维调控

的液体可控限域输运 

 

14:30-15:00 

郭紹偉 (中山大學，高雄) 

ILA14: Functional 

Mesoporous Materials Templated 

by Block Copolymers 

张文彬(北京大学) 

ILB14: 巨型分子立体异构

体：从模块化的精密合成到 

拓扑导向的精准组装 

陈尔强 (北京大学) 

ILC14: 甲壳型液晶高分子

的侧链取代基位置效应及其 

对甲壳效应的调控 

谌烈 (南昌大学) 

ILD14：无规共聚调控有

机太阳能电池活性层形 

周魏华(南昌大学) 

ILE14: 相容性控制三元

有机太阳能电池活性层 

薄膜形貌演变的机理 

 

15:00-15:15 

徐江飞 (清华大学，北京) 

OLA4：超分子界面聚合 

卜伟锋 (兰州大学) 

OLB4: 在高分子/无机复合体

系中，高分子分子量如何影响了 

无机物的功能特性？ 

陈前进 (东华大学) 

OLC4: Probing Phase 
Transition at Nanoscale 

using Electrochemistry 

郭金宝（北京化工大学） 

OLD4: 新型光驱动液晶

弹性体复合材料的制备 

及光电转换性能研究 

王京霞（中科院理化所） 

OLE4: 功能性光子晶体

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15:15-15:30 

任忠杰（北京化工大学） 

OLA5: 取向基底上原位

电化学聚合制备各向异 

性的半导体薄膜 

李永光 (中山大学，广州) 

OLB5: 铂(II)配合物手

性超分子组装体及气致 

变色材料的构筑 

王锦(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OLC5: 基于环糊精的超

分子体系构筑高强度气 

凝胶多孔材料 

薛善锋（青岛科技大学） 

OLD5: 有机发光分子的

同系物效应和异构体效 

应对其光电性质的调控 

赵威（华南师范大学） 

OLE5: 高度有序及取向

的嵌段共聚物膜的制备 

方法 

 

15:30-15:45 

郭宗侠（青岛科技大学） 

OLA6: 基于有机半导体

分子的二维晶体工程 

张发军 (Uni. of Tuebingen) 

OLB6: Two-Step Nucleation 

in Protein Crystallization 

王大鹏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OLC6: 三维单分子荧光追

踪研究胶体球在受限空间内 

的受限动力学行为 

揭建胜(苏州大学) 

OLD6: 有机微纳单晶大

面积图案阵列化及其高

性能器件的研究 

李秀弟（美国TA 仪器） 

OLE6: 热分析和流变技术在

高分子液晶方面的表征应用 

15:45-16:00 茶歇 

16:00-17:40 墙报展讲    湛山花园酒店七楼湛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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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0 日上午(8:30~10:30): 分会报告 

 
 

主题 A 

（一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B 

（三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C 

（四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D 

（二号会议厅，二楼） 

主题 E 

（浮山厅，会议中心二楼） 

主持人 和亚宁 童世煌 李卫华 占肖卫 刘欢 

 

 
8:30-9:00 

范星河 (北京大学) 

ILA15: 基于甲壳型液晶

高分子的多尺度有序结

构的设计和研究 

宛新华 (北京大学) 

ILB15: 对巴斯德拆分的

重新思考 

黄智峯 (中興大學) 

ILC15: Synthesis of Block 

Copolymers by Living 
Polymerizations and Apply 

for Nanocomposites 

杨槐 (北京大学) 

ILD15: 基于聚合物分散与

聚合物稳定共存（PD&SLC） 

体系的 智能节能调光薄膜 

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季生象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ILE15: 嵌段共聚物的引

导自组装 

 

9:00-9:30 

刘峰 (西安交通大学) 

ILA16: 不同拓扑结构液

晶分子的复杂自组装结 

构 

张望清 (南开大学) 

ILB16: 嵌段共聚物胶体

的原位合成 

李振 (武汉大学) 

ILC16: Pi 共轭分子结构

与性能关系初探 

袁明鉴（南开大学） 

ILD16: TBA 

刘健 （青岛科技大学） 

ILE16: 
Enzyme inspired biomimet 

ic nanocatalysis 

 

 
9:30-9:45 

沈勇（青岛科技大学） 

OLA7: 基于可再生生物

质的嵌段共聚脂的合成 

王倩 (北京大学) 

OLB7: 侧链含聚苯乙烯以

及聚二甲基硅氧烷的嵌段共 
聚物刷的自组装及其光学性 

质 

叶霖 (北京理工大学) 

OLC7: 聚轮烷共聚物中

环糊精运动性能的初步研究 

高龙成（北京航空航天） 

OLD7: TBA 
耿永（青岛科技大学） 

OLE7: 胆甾相液晶球的

选择性反射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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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0 日上午（10:40-12:00）大会报告/闭幕式                    地点：湛山花园酒店湛山厅（七楼） 
 

时间 大会报告 报告人 所在单位 主持人 

 
10:10-10:55 

 
PL-05: 有机强碱催化环状内酯的开环聚合 

 
李志波 

 
青岛科技大学 

 
周其凤 

 
10:55-11:05 

 
下届会议举办单位介绍 

 
陈思 

 
浙江工业大学 

 
李志波 

11:05-11:30 闭幕式 李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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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 报 展 讲 

 
地点：湛山花园酒店七楼 湛山厅 

时间： 

布展时间：8 月 9 日 14:00~15:40  

展讲时间：8 月 9 日 16:00~17:40  

撤展时间：8 月 9 日 17:40~18:00 

 
说明： 

 
组委会对所有论文进行了编号，且墙展论文编号与会议论文集论文编号一致， 

每篇论文一块墙展，墙报尺寸为 90 cm (宽)×120 cm (高)。 

 

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评出 10 个优秀墙报给予奖励，于 8 月 10日闭幕式颁发优秀

墙报奖。 

 

请墙报展讲者在规定时间布展、展讲和撤展。张贴工具由组委会统一提供。 

 

 
- 18 - 



 

 
 

墙 报 

编 号 
论文题目 展讲人 单  位 

P-01 
含氢键的侧链液晶高分子的相结构及力学

调控 
石栋 北京大学 

P-02 
含氟刚性液晶高分子修饰BaTiO3纳米颗粒

及复合材料介电储能性能研究 
陈盛 湘潭大学 

P-03 
POM-PBI-POSS类两亲性杂化分子的合成及

其溶液组装行为 
王德印 南开大学 

P-04 超分子型液晶嵌段共聚物的制备与自组装 潘洪兵 北京大学 

P-05 
溶剂对两亲性刚-柔嵌段共聚物溶液自组

装的影响 
吕晓林 北京大学 

P-06 
两亲性嵌段共聚物与金纳米粒子的溶液自

组装 
汤哲浩 北京大学 

P-07 

聚[（9,9-二辛基芴基-2,7-二基）-联二

噻吩]（F8T2）薄膜中J-聚集的发现和机

理 

马腾宁 吉林大学 

P-08 
引入POSS增强的偶氮苯液晶弹性体的制备

与性能研究 
吴忠营 南京大学 

P-09 
苝酰亚胺侧基盘状液晶聚合物的设计合成

及其组装结构 
陈坚 南京大学 

P-10 金属-超分子聚合物中的“束缚”效应 李志凯 苏州大学 

P-11 
基于氢键自组装制备侧链型超分子液晶高

分子及其相行为研究 
肖安琪 北京大学 

P-12 
烷氧基桥接苯并菲-苝四甲酸酯二元化合

物的合成与表征 
李俊 桂林理工大学 

P-13 
盘状-立方型形状两亲分子的合成及自组

装 
张伟 北京大学 

P-14 
Anion Effects of Terpyridine-Based 

Metallo-Supramolecular Polymers 
王佳斌 苏州大学 

P-15 
内消旋π-共轭分子的自组装纳米螺旋结

构 
秦绪金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P-16 液晶体系中的光子上转换圆偏振发光 杨雪峰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P-17 
POM-OL-4POSS分子中有机连接链对组装结

构的影响 
王晓静 南开大学 

P-18 
节状蠕虫胶束的微流控制备及其动力学调

控 
谭正平 华中科技大学 

P-19 
pH-智能型搏动的管对污水中的有机污染

物的回收可控转移工程中的应用 
包思涵 中山大学 

P-20 
聚合物接枝无机纳米粒子的二元超晶格组

装行为 
王珂 华中科技大学 

P-21 透射电子显微直接表征的单链大分子 张兰兰 南开大学 

P-22 介观尺度嵌段共聚物单晶的组装及调控 迟恩义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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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 
含液晶基元的聚离子液体嵌段共聚物电学

性能的研究 
罗龙飞 北京大学 

P-24 

Hierarchical Cooperative Self-

Assembly of PS-b-P4VPPS-b-PNIPAM 

into Multi-Functional Pupa-Like 

micelles 

耿振 华中科技大学 

P-25 
光响应性金纳米粒子囊泡的构筑及解组装

行为研究 
刘园园 华中科技大学 

P-26 
立体复合作用力调控PS-b-PLLA自组装结

构的研究 
戈欢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P-27 
含烷基酰胺的单取代聚炔的合成、结构及

性能研究 
于小淞 北京大学 

P-28 
纯有机室温磷光体系的构筑：从小分子到

侧链液晶聚合物 
张艳芳 北京大学 

P-29 
侧链间距对侧链液晶高分子的液晶相结构

的影响 
常文英 北京大学 

P-30 
含“多链超分子柱”状液晶相的侧链液晶

聚合物的结构调控及应用 
蒋旭强 北京大学 

P-31 
柔性间隔基长度对胆甾醇侧链型液晶高分

子相行为及相结构影响的研究 
杨熙雯 湘潭大学 

P-32 有机催化合成-聚赖氨酸新材料 陈金龙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P-33 OEG化聚多肽的合成及结构性能关系研究 王士学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P-34 DNA Modified Liquid Crystal Droplets 杨秀秀 清华大学 

P-35 

The investigation of assembly 

behavior of amphiphilic lipopeptide 

at the LC-aqueous interface 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bio-interface 

杨忠强 清华大学 

P-36 一种基于AIE的金属超分子组装体指示剂 田迪 华中科技大学 

P-37 具有尺寸分离结构的金纳米粒子组装体 杨一 华中科技大学 

P-38 
POSS取代硅杂环苝酰亚胺的合成及性能研

究 
高甜 天津大学 

P-39 
基于四苯基乙烯羧酸衍生物的关闭/开启

式荧光传感器 
耿来垚 天津大学 

P-40 
构建长程共轭三维 COF 助力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跃升 
刘亚美 青岛科技大学 

P-41 基于两亲性多肽凝胶因子的超分子水凝胶 魏吉瑞 青岛科技大学 

P-42 

Binary Organocatalytic System for 

Ring-Opening Polymerization of ε-

Caprolactone and δ-Valerolactone: 

Synergetic Effects for Enhanced 

Selectivity 

李云鑫 青岛科技大学 

P-43 
Preparation of N?Graphdiyne 

Nanosheets at Liquid/Liquid 
潘庆燕 青岛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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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for Photocatalytic NADH 

Regeneration 

P-44 
Interfacial Synthesis of Conjugated 

Two-Dimensional N-Graphdiyne 
阚晓楠 青岛科技大学 

P-45 

Self-assembled ultrathin nanosheets 

of crystallizable poly(ethyl 

glycol)-block-poly(N-(2-

phenylethyl)glycine) in dilute 

aqueous solution 

魏玉函 青岛科技大学 

P-46 

Tuning the solid state emission of 

the carbazole and cyano-substituted 

tetraphenylethylene by co-

crystallization with solvents 

王元成 青岛科技大学 

P-47 

Schiff Base and Reductive Amination 

Reactions of a-Amino Acids: A Facile 

Route Toward N-Alkylated amino acids 

and Peptoid Synthesis 

付小会 青岛科技大学 

P-48 
主侧链工程优化噻吩苯并呋喃类聚合物光

伏性能 
窦轲轲 青岛科技大学 

P-49 
Π桥对IDT基共轭聚合物光伏材料的性能影

响 
高旭东 青岛科技大学 

P-50 

right NUV mechanofluorescence from a 

terpyridine-based pure organic 

crystal 

孙其坤 青岛科技大学 

P-51 

Effect of Supramolecular Interaction 

on Carrier Mobility and Luminescence 

Efficiency of Organic Near-UV 

Luminescence Molecules 

石津津 青岛科技大学 

P-52 

Vacuum Assisted Assembly of 

Cellulose Nanocrystals to Make More 

Structural Uniform Iridescent Films 

王朝露 青岛科技大学 

P-53 含手性基团的侧链型聚炔的合成与表征 赵剑锋 北京大学 

P-54 

Ring-Opening Polymerization of γ-

Butyrolactone, ε-Caprolactone, and 

rac-Lactide Catalyzed by Cyclic 

Trimeric Phosphazene Base 

赵娜 青岛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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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展 讲 
 

 

地    点：湛山花园酒店一楼大厅 

参展企业： 

法国Xenocs公司 

德国Bruker公司 

美国TA仪器公司 

飞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安徽科幂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圣嘉宸科贸有限公司 

                

 

注：请感兴趣的参会代表到各企业展位了解详细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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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馨 提 示 
 

请各位代表注意以下几点： 

 
1、大会期间外出活动应提高安全意识，积极防范各类人身伤害，确保您的

安全。如您希望单独活动，请提前告知会务组，留下联系方式，以便我

们及时联系到您。 

2、请尽量不要携带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如有贵重物品请交总台寄存。 

 
3、会议期间用餐时间集中，请代表们配合工作人员指挥，有秩序用餐。 

 
4、本次会议的注册费的发票由尚道实验室（青岛）有限公司，并且会务组

会根据代表的不同要求，提供不同需求的参会证明，如有特殊需求， 请报

到时向会务组提出。 

5、请代表们随时留意大会公告。 

6、酒店提供免费游泳池、健身房，需要的代表可自行准备游泳等相关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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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海峡两岸暨港澳高分子液晶态与 

超分子有序结构学术研讨会 

（暨第十五届全国高分子液晶态与超分子有序结构学术论文报告会） 

 

 

第一轮通知 
 

会议时间：2018年8月7-10日 

会议地点：山东青岛 

   主办单位：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学科委员会      

   承办单位：青岛科技大学材料学部 

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由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学科委员会主办，青岛科技大学材料学部、青岛科技大学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承办的2018年海峡两岸暨港澳高分子液晶态与超分子有序结

构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五届全国高分子液晶态与超分子有序结构学术论文报告会）

将于2018年8月7-10日在山东青岛举行，会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诚

挚邀请海峡两岸及港澳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踊跃参加本次学术论文报告会。 

 

 

会议主题 

 
主题 A   液晶高分子的合成与分子设计  

主题 B   超分子体系的自组装与分子识别 

主题 C   高分子有序结构的构筑与表征 

主题 D   液晶高分子的电光磁效应、器件以及应用 

主题 E   液晶高分子与新型超分子的生物模拟与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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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机构 

学术委员会 

主席： 

周其凤  院士（北京大学） 
 

副主席： 

許千樹  教授（交通大學，新竹） 

任詠華  院士（香港大學） 
 

委 员：（按姓氏字母排序） 

安立佳、薄志山、陈尔强、陈道勇、陈文章、陈义旺、陈永明、程正迪、董建

华、范星河、傅 强、郭绍伟、韩艳春、何荣铭、江  雷、李峻柏、李志波、梁

好均、刘世勇、马 劲、任咏华、史林启、沈志豪、唐本忠、童  真、宛新华、

王晓工、王玉忠、吴立新、吴 奇、解孝林、徐  坚、许家瑞、许千树、薛奇、

闫东航、闫寿科、杨 柏、杨万泰、杨玉良、袁 直、张广照、张  希、支志明 

 

秘书长： 

李志波  教授（青岛科技大学） 

 
秘 书： 

刘绍峰、史新妍、宋建晖、孙阿彬、翟 静、毕薇娜 

 
联系方式：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郑州路53号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话：0532-84022927 

传真：0532-84022927 

电子邮件：jhsong@qust.edu.cn，kdzhaij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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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证 明 
 

由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学科委员会主办，青岛科技大学材料学部、青岛科技大

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承办的“2018年海峡两岸暨港澳高分子液晶态与超分子有序

结构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五届全国高分子液晶态与超分子有序结构学术论文报告

会）” 于 2018年 8月 7日-10日在山东青岛召开，会议期间的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会议由“尚道实验室(青岛)有限公司”协办，会议费发票也由该公司出具。 

特此证明！ 

 

 

 

 

 

 

 

                                       青岛科技大学材料学部 

                                         尚道实验室（青岛)有限公司 

                                         201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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