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晓明



                                                                              2                                                                                                                                                                                             3



                                                                              4                                                                                                                                                                                              5

   

(1—3) 

 
B115/117 1  
B119/121 2  
B124/126 3  

 

 B105/107  
 B101/103  

 B116/118  
 B112/114  

 B215/217  
 B205/207  
 B201/203  
 B216/218  
 B212/214  

 B423 
8 21 B423 A  

B212/214 B  



                                                                            6                                                                                                                                                                                            7



                                                                           8                                                                                                                                                                                             9

18769738652 

13869148467 

15168833080 

15098726135 13589030818 

15106990973 

頔 13854137508 18866810159 

頔 13854137508 15265313277 

13969153600 13698635216 

15264101138 15169181956 

13698622972 15662685579 

13793113792 15265313599 

15098882969 15910095190 

18866610787 

15753130168 13969082582 

13658630861 13853166731 

13011731635 13188871983 

13505404320 

15265313277 

璟 13011706460 18963075380 



    

8 18  
8 30 20 30  A  
10 30 13 00   
16 30 19 00   

8 19  

8 30 12 00  
  

12 00 13 30   

 
14 00 17:30 

 

 
 

 
B  

17 30 19 00   

8 20  

8 00 11 30  B  

11 30 13 00   

14 00 17 30  B  

17 00 18 30  B  
 

17 30 19 00   

8 21  

8 00 11 30  B  

11 30 13 00   

14 00 17 30  
 A  

17 30 19 00   

                                                                           10                                                                                                                                                                                          11



                                                                            12                                                                                                                                                                                          13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孙俊良 北京大学 三维电子衍射辅助新材料开发

邀请 14：25-14：45 魏英进 吉林大学 富锂锰氧正极材料的表面调控及其在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

邀请 14：45-15：05 杨志华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含四面体基元的无机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设计研究

口头 15：05-15：15 林鲲 北京科技大学
Local Distortion Engineering of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in Non-

StoichiometricOxides with Tungsten Bronze Structure
口头 15：15-15：25 王春海 西北工业大学 型变结构解析：基于群论的高精度衍射“额外”峰分析

口头 15：25-15：35 鞠晶 北京大学 稀土上转换发光材料的微观结构研究

口头 15：35-15：45 高其龙 郑州大学 普鲁士蓝类负热膨胀化合物调控及机理研究

主题 16：00-16：25 潘世烈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型光电功能晶体材料研究

邀请 16：25-16：45 韩宁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半导体的点缺陷与其性能之间的关系

邀请 16：45-17：05 邹国红 四川大学 能带工程在设计合成新型 KTP 族非线性光学晶体中的应用

口头 17：05-17：15 姚吉勇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型红外非线性光学晶体设计、生长和应用研究

口头 17：15-17：25 赵三根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新型无机非线性光学材料的结构设计与合成研究

口头 17：25-17：35 费泓涵 同济大学 功能金属有机框架 (MOF) 的宽谱白光发射和 CO2 固化研究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10-08：40 谢毅 中国科技大学 二维光催化剂在二氧化碳还原中的机遇

主题 08：40-09：05 刘兆平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
石墨烯在高比能锂电池的应用研究进展和挑战

邀请 09：05-09：25 邹吉军 天津大学 光催化水分解制氢催化材料的研究

邀请 09：25-09：45 何乐 苏州大学 光催化二氧化碳加氢材料的设计

邀请 09：45-10：05 刘友文 华中科技大学 二维固体：表界面结构与催化性能

主题 10：15-10：40 陶绪堂 山东大学 有机-无机复合钙钛矿单晶材料和光电性能

主题 10：40-11：05 罗军华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无机有机杂化光铁电晶体材料

主题 11：05-11：25 陈代荣 山东大学 氧化铝陶瓷连续纤维的研制、发展及应用

口头 11：25-11：35 李丽娜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有机-无机杂化层状钙钛矿铁电体的设计合成及光电性能研究

潘世烈
韩宁

孙俊良
杨志华

固体无机化学
8月19号

上午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陶绪堂
陈代荣

休息（15：45-16：00）

下午

8月20号

上午

谢毅
刘兆平

休息 (10：05-10：15)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郭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无机非晶微纳米材料的可控制备及特性

主题 14：25-14：50 车顺爱 上海交通大学 Porous Scaffolds with Triply Periodic Hyperbolic Surfaces Structures

主题 14：50-15：15 陈虹宇 南京工业大学 Regioselective Multi-step Nanosynthesis

邀请 15：15-15：35 杨再兴 山东大学 高迁移率III-V半导体纳米线可控生长及性能调控

口头 15：35-15：45 刘艳 大连理工大学
Solvothermal Syntheses and Characterizations of Two Quaternary Copper

Sulfides BaCu3MS4 (M = In, Ga)

主题 16：00-16：25 付宏刚 黑龙江大学 太阳能的人工转化和利用

邀请 16：25-16：45 匡小军 桂林理工大学 Ba8B7O24 六方钙钛矿钽酸盐和铌酸盐介质材料中的离子有序与物
相竞争

邀请 16：45-17：05 张卫新 合肥工业大学 3D Metal/Transition Metal Oxide Core-Shell Micro/Nanostructured Array
Electrodes

邀请 17：05-17：25 朱永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杂元素复合对锂硫电池正极性能的提升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10-08：35 沈国震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柔性微型超级电容器的设计及其在可穿戴电子中的应用

邀请 08：35-08：55 黄长水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
过程研究所 石墨炔及其在二次电池中的应用

邀请 08：55-09：15 宋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ynchrotron-Based X-Ray Study on Working Process in Low Dimensional
Energy Materials

邀请 09：15-09：35 王功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能源材料的表面功能化

口头 09：35-09：45 李阔 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 高压下的拓扑聚合反应

邀请 10：00-10：20 杨韬 重庆大学 复合金属氧化物的新结构设计、解析和局域结构研究

邀请 10：20-10：40 张桥 苏州大学 铅卤钙钛矿纳米晶体的液相合成与稳定性研究

口头 10：40-10：50 李强 北京科技大学 有序 PtFe 纳米颗粒的局域结构解析与电催化活性

口头 10：50-11：00 叶恒云 江西理工大学 手性分子钙钛矿铁电体的构建

口头 11：00-11：10 卢红成 华中科技大学 Experimental Realization of Low Dimensional Quantum Magnets

口头 11：10-11：20 迟洋 扬州大学 一种加合物类型的红外二阶非线性光学晶体 SnI4 (S8)2

大会报告及闭幕式

休息 (15：45-16：00)

上午

张桥
杨韬

沈国震
宋礼

下午

8月21号

张卫新
匡小军

下午

郭林
陈虹宇

固体无机化学
8月20号

休息 (09：4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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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苏宝连 武汉理工大学 等级定律：高性能等级孔纳米材料的跨层次结构量化设计理论及
应用

主题 14：25-14：50 李峰 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 碳材料表面固固界面调控

邀请 14：50-15：10 董安钢 复旦大学 基于胶体纳米晶构筑有序介孔碳及石墨烯

邀请 15：10-15：30 张兵 天津大学 无机固体转化合成化学

邀请 15：30-15：50 乔振安 吉林大学 纳米尺度介孔材料的设计合成与应用

主题 16：00-16：25 张华 香港城市大学 Phase Engineering of Novel Nanomaterials

主题 16：25-16：50 汪乐余 北京化工大学 纳米结构的活性位调控与催化性能研究

邀请 16：50-17：10 白锋 河南大学 卟啉可控自组装及其生物应用

邀请 17：10-17：30 李杲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Ag/Au

邀请 17：30-17：50 安长华 天津理工大学 原子分散光电催化剂的制备及性能

口头 17：50-18：00 张强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刺激响应性微凝胶基传感器的构筑及检测应用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00-08：25 王训 清华大学 亚纳米尺度材料设计合成及性质探索

主题 08：25-08：50 李彦
（杨烽） 北京大学 原子尺度上催化剂和碳纳米管生长机制的原位研究

邀请 08：50-09：10 李研 Chemistry-A European J 编辑 Publishing in Wiley Chemistry Journals

邀请 09：10-09：30 孔彪 复旦大学 超组装框架材料SAFs：界面工程及智能应用

邀请 09：30-09：50 匡代彬 中山大学 钙钛矿纳米晶的设计合成与光/电催化应用

主题 10：00-10：25 齐利民 北京大学 纳米阵列和纳米组装体的构筑与应用

邀请 10：25-10：45 张会刚 南京大学 电催化能源转化与存储过程中电子结构调控研究

邀请 10：45-11：05 王海燕 中南大学 储钠负极材料的结构与界面调控

邀请 11：05-11：25 席广成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准金属纳米结构的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性质

口头 11：25-11：35 陈亚楠 天津大学
Bioactive Functionalized Monolayer Graphene for

High Resolution Cryo-EM

口头 11：35-11：45 殷安翔 北京理工大学 用于高效电催化合成氨的无机纳米催化剂

口头 11：45-11：55 李海蓓 山东大学 Metal-doped Point Defect Formation during Graphene Nucleation on
Ni(111) Surface

下午

上午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纳米合成化学
8月19号

8月20号

张华
汪乐余

苏宝连
李峰

休息（15：50-16：00）

齐利民
张会刚

李彦
孔彪

休息（09：50-10：00）

休息（15：50-16：00）

休息（09：50-10：00）

8月20号

上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题目单位报告人主持人时间报告形式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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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 14：25-14：45 程方益 南开大学 氧化物/氢氧化物可控制备与电极性能

邀请 14：45-15：05 匡勤 厦门大学 功能协同的纳米颗粒@金属有机框架复合材料的可控合成和应用
研究

邀请 15：05-15：25 庞欢 扬州大学 配合物微纳米结构的设计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邀请 15：25-15：45 徐吉静 吉林大学 锂空气电池关键科学问题及解决方案

主题 15：55-16：20 李长明 西南大学 纳米合成及其能源和传感中的应用

邀请 16：20-16：40 于乐 北京化工大学 Design of Advanced Hollow Nanostructures for
Electrocatalytic Water Splitting

邀请 16：40-17：00 张兴旺 浙江大学 多元纳米电催化剂

邀请 17：00-17：20 王得丽 华中科技大学 Pt基有序金属间化合物的结构设计和电化学性能调控

邀请 17：20-17：40 金钟 南京大学 镁二次电池的关键材料设计和储能机制研究

口头 17：40-17：50 詹国武 华侨大学 Confined Growth of MOFs via Transformation from Cu2O

口头 17：50-18：00 严振华 南开大学 电沉积制备高性能电催化氧析出电极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00-08：25 尹龙卫 山东大学 Mxene材料的微观结构与电化学性能

主题 08：25-08：50 翟天佑 华中科技大学 二维金属硫属化合物的气相控制合成及其光电性能研究

邀请 09：50-09：10 陆军 北京化工大学 二维层状复合氢氧化物纳米复合体系的构筑与光催化性能研究

邀请 09：10-09：30 席聘贤 兰州大学 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的合成及电催化性质研究

邀请 09：30-09：50 郭晓辉 西北大学 低维纳米电催化材料的结构设计及性能调制

主题 10：00-10：25 刘宏 山东大学 光吸收效率提升与光生载流子分离：高性能催化材料设计策略

邀请 10：25-10：45 温鸣 同济大学 二维合金/金属氧化物纳米复合结构的自组装合成及其催化性能

邀请 10：45-11：05 李伟 复旦大学 分子和纳米组装构筑功能介孔材料

邀请 11：05-11：25 宰建陶 上海交通大学 半导体结催化材料的设计合成与应用研究

邀请 11：25-11：45 冯金奎 山东大学 真空蒸馏法制备多孔电池材料

口头 11：45-11：55 张猛 四川大学 Colloidal Alloy Magic-Size Clusters: Room-Temperature Synthetic
Approach and Formation Pathway

大会报告及闭幕式

8月20号

纳米合成化学

王丹
程方益

刘宏
李伟

尹龙卫
翟天佑

下午

休息（09：50-10：00）

上午

下午

8月21号

休息（15：45-15：55）

李长明
庞欢

休息（15：45-15：55）

休息（09：50-10：00）

8月20号

下午

8月21号

上午

下午

报告题目单位报告人主持人时间报告形式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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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周豪慎 南京大学 调控材料结构开发高性能二次电池

主题 14：25-14：50 崔光磊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
过程研究所 高性能二次锌、镁离子电池关键材料

邀请 14：50-15：05 陈仕谋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金属氧化物基高性能锂电池负极材料研究

邀请 15：05-15：20 李驰麟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锂金属电池的负极界面改性：受益于功能添加剂和保形包覆

邀请 15：20-15：35 王开学 上海交通大学 新型有机电极材料的设计和性能

邀请 15：35-15：50 高敏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廉价高性能氢能器件电极催化材料

主题 16：00-16：25 夏永姚 复旦大学 钛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主题 16：25-16：50 张华民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液流电池储能技术的现状与展望

邀请 16：50-17：05 张洪章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高比能量锂硫储能电池用关键材料与器件研究

邀请 17：05-17：20 杨树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二维材料的特性构建新型锂硫电池电极材料

邀请 17：20-17：35 陈人杰 北京理工大学 多电子高比能锂硫二次电池及关键材料的研究

邀请 17：35-17：50 付永柱 郑州大学 新型有机多硫化物正极材料的研究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00-08：25 曾华淳 新加坡国立大学 Synthetic Architecture of Advanced Nanocatalysts

主题 08：25-08：50 张强 清华大学

邀请 08：50-09：05 张加涛 北京理工大学 无机纳米材料界面合成化学及新能源应用

邀请 09：05-09：20 吴宇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面向能源小分子活化的催化剂精准设计

邀请 09：20-09：35 吴忠帅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二维能源材料制备及其微型储能器件研究

邀请 09：35-09：50 张立学 青岛大学 钴/镍基纳米电催化剂的构建与调控

口头 09：50-10：00 蔡跃鹏 华南师范大学 基于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催化型隔膜涂层用于高性能锂硫电池

主题 10：10-10：35 吴明铂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石油基碳材料的构筑及应用 

邀请 10：35-10：50 余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金机理储钠(钾)负极材料

邀请 10：50-11：05 袁吉培 wiley编辑部 Wiley材料科学期刊论文发表--如何提高稿件的接受率

邀请 11：05-11：20 赵玉峰 上海大学 高功率储能材料设计制备

邀请 11：20-11：35 倪江锋 苏州大学 用于微型电池的三维有序结构的钠离子电极

邀请 11：35-11：50 牛志强 南开大学 水系锌离子电池材料与器件设计

口头 11：50-12：00 李敬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新型锂硫液流电池设计

休息（15：50-16：00）

8月20号

休息（10：00-10：10）

下午

上午

能源材料化学
8月19号

上午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Framework Porphyrin (POF) Materi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Energy
Electrocatalysis

休息（15：50-16：00）

休息（10：00-10：10）

8月19号

上午

8月20号

上午

下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崔光磊
熊胜林

张进涛
张洪章

张强
张立学

余彦
吴明铂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麦立强 武汉理工大学 One Dimensional Nanomaterials for Emerging Energy Storage

主题 14：25-14：50 曹达鹏 北京化工大学 氢燃料电池催化材料的理论设计及可控制备

邀请 14：50-15：05 王瑞虎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惰性气体分子催化转化为导向的框架材料构筑

邀请 15：05-15：20 雷志斌 陕西师范大学 赝电容修饰碳电极及高性能电容器构建

邀请 15：20-15：35 阎兴斌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基于MOFs衍生材料构筑碱金属离子混合电容器

口头 15：35-15：45 范修军 山西大学 CVD电催化材料化学

主题 15：55-16：20 唐智勇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待定

邀请 16：20-16：35 季恒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碳纳米材料在电化学储能中的功能与机制

邀请 16：35-16：50 向中华 北京化工大学 Pyrolysis-Free Covalent Organic Polymers for Electrocatalysis

邀请 16：50-17：05 王要兵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二氧化碳电催化材料的制备及其在锌二氧化碳电池中的应用

邀请 17：05-17：20 邹晓新 吉林大学 水裂解电催化材料的结构化学

口头 17：20-17：30 熊焕明 复旦大学 碳点构筑的高性能电极材料及其在储能器件中的应用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00-08：25 孙晓明 北京化工大学 基于LDH的单原子催化剂设计

主题 08：25-08：50 周震 南开大学 Rechargeable Li-CO2 Batteries: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邀请 08：50-09：05 唐永炳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基于多离子反应的新型钙离子储能器件

邀请 09：05-09：20 曹余良 武汉大学 新型储钠电极材料研究

邀请 09：20-09：35 原长洲 济南大学
MOFs Derived Ultrathin V3S4@C Nanosheet-Assembled Hierarchical
Nanotubes towards Alkali Ion Batteries with Distinct Charge-Storage

Mechanisms

口头 09：35-09：45 王俊 山东大学 高效锂氧气电池正极催化剂材料研究

口头 09：45-09：55 刘卉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Highly Purified Dicobalt phosphide Nanodendrites on Exfoliated Graphene:

In Situ Synthesis and as Robust Bifunctional Electrocatalysts for Overall
Water Splitting

主题 10：05-10：30 彭章泉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电化学质谱研究方法：原理和应用

邀请 10：30-10：45 黄小青 苏州大学 Low Dimensional Pt-Based Nanostructures and Their Related Applications

邀请 10：45-11：00 郭少华 南京大学 钠离子电池层状氧化物的阴离子氧化还原行为研究

邀请 11：00-11：15 王治宇 大连理工大学 Nanohybrids with MXene as Building Units for Renewable Energy

邀请 11：15-11：30 贾传坤 长沙理工大学 规模储能中性液流电池发展：从能量存储材料微观调控到宏观设计

口头 11：30-11：40 傅文甫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金属磷化物光热催化能量与化学转化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口头 11：40-11：50 郑捷 北京大学 多孔框架材料的低温等离子体改性及其电催化应用

曹达鹏
麦立强

季恒星
唐智勇

休息（15：45-15：55）

下午

上午

8月21号

下午

大会报告及闭幕式

孙晓明
周震

黄小青
彭章泉

休息（09：55-10：05）

能源材料化学
8月20号

休息（15：45-15：55）

休息（09：55-10：05）

8月20号

下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8月21号

上午

下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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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陆安慧 大连理工大学 多孔炭材料的可控制备与应用

邀请 14：25-14：45 陈煜 陕西师范大学 界面效应增强纳米晶电催化性能

邀请 14：45-15：05 王亮 浙江工业大学 Porous Metallic Electrocatalysts

邀请 15：05-15：25 徐林 南京师范大学 高效非贵金属基电催化剂的理性设计

口头 15：25-15：35 张荣兰 西北大学 The Traceable Photo-Induced CO Releasing Moleculars Based on
Flavonol Derivatives

主题 15：55-16：20 胡长文 北京理工大学 多金属氧簇催化化学

邀请 16：20-16：40 于一夫 天津大学 人工固氮新途径

邀请 16：40-17：00 鲁启鹏 北京科技大学 Crystal Phase-Based Epitaxial Growth of Noble Metal Nanostructures

邀请 17：00-17：20 许军舰 中国科学化学编辑部 《中国科学：化学》期刊发展现状

口头 17：20-17：30 赵伟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晶格分散单原子催化剂的设计制备及析氢反应研究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0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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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08：25-08：50 卫敏 北京化工大学 负载型金属催化剂的微介观结构调控

邀请 08：50-09：10 邓德会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二维材料表界面化学与能源小分子低温转化

邀请 09：10-09：30 丁勇 兰州大学 基于分子催化剂多金属氧酸盐均相、多相光催化水氧化的研究

口头 09：30-09：40 王丹红 南开大学 Ultrathin 2D Ni-MOF Composites for Highly Efficient 4-Nitrophenol
Hydrogenation

主题 09：55-10：20 张新波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高效电化学储能转化器件用电催化剂

主题 10：20-10：45 霍峰蔚 南京工业大学 Metal-Organic Framework Nanocomposite Materials

邀请 10：45-11：05 刘立成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
过程所 稀土掺杂脱硝催化剂的研究

口头 11：05-11：15 吉可明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
研究所

Application of Catalyst Prepared by Combustion Method on Slurry-Bed
Methanation Reaction

口头 11：15-11：25 张伟娜 南京工业大学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Nanocomposites for Selective Catalysis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休息（15：35-15：55）

8月20号

休息（09：40-09：55）

鲁启鹏
胡长文

卫敏
张铁锐

霍峰蔚
张新波

陈煜
陆安慧

下午

上午

无机催化材料
8月19号

上午

休息（15：35-15：55）

休息（09：40-09：55）

8月19号

8月20号

上午

下午

上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题目单位报告人主持人时间报告形式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宋宇飞 北京化工大学 Structure Design and 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LDH Based Materials

邀请 14：25-14：45 杨军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材料复合途径提升贵金属基电催化剂活性、选择性和稳定性

邀请 14：45-15：05 张清德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二甲醚直接氧化制含氧化合物

邀请 15：05-15：25 张建明 江苏大学 等离激元纳米结构的光响应增强原理及结构优化设计

邀请 15：25-15：45 江河清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
过程所 金属氧化物混合导体透氧膜及相关膜催化研究

主题 15：55-16：20 覃勇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原子层沉积封装手性金属配合物及团簇

邀请 16：20-16：40 李为臻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金纳米粒子的稳定及催化功能化设计

邀请 16：40-17：00 陈国柱 济南大学 基于界面反应调控的贵金属粒子稳定策略

邀请 17：00-17：20 杨帆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规整氧化物纳米结构的表界面催化

口头 17：20-17：30 魏先文 安徽工业大学
Synthesis of C60-, N-RGO-, and RGO-Based SnO2 Nanocomposite

Photocatalysts: A Comparative Study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00-08：25 黄伟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固体表面催化作用的晶面效应

邀请 08：25-08：45 李顺 南方科技大学 压电/铁电极化辅助光能/机械能-化学能转换

邀请 08：45-09：05 李福伟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基于表界面协同催化的生物基平台分子C-O键选择转化研究

邀请 09：05-09：25 杨双 山东大学 Functionalization of Halide Perovskites for Photoelectric and Catalytic
Applications

口头 09：25-09：35 熊海龙 吉林大学
Controllable Synthesis of Mesoporous TiO2 Polymorphs with Tunable

Crystal

邀请 09：55-10：15 顾栋 武汉大学 有序介孔氧化物催化研究

邀请 10：15-10：35 展思辉 南开大学 半导体光能驱动催化降解污染物界面机制的研究

邀请 10：35-10：55 张昭良 济南大学 机动车尾气催化净化技术及催化剂

口头 10：55-11：05 卫帅 山东大学 Au/TiO2 催化剂中反应物吸附及产物脱附对 CO 氧化反应的影响

口头 11：05-11：15 何羽薇 北京朗迪森科技有限公司 影响无机催化剂分散的关键因素及快速评价方法

8月21号

下午

大会报告及闭幕式

无机催化材料
8月20号

休息（15：45-15：55）

江河清
宋宇飞

杨帆
覃勇

下午

上午

休息（09：35-09：55）

李福伟
黄伟新

展思辉
顾栋

休息（15：45-15：55）

休息（09：35-09：55）

8月20号

下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8月21号

上午

下午

报告题目单位报告人主持人时间报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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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薛冬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多尺度稀土晶体材料研究

主题 14：25-14：50 张亚文 北京大学 稀土/贵金属纳米催化材料的活性结构和性能的调控

邀请 14：50-15：10  司锐 上海光源 使用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谱学研究负载型小尺寸催化剂的
构效关系

邀请 15：10-15：30  殷安翔 北京理工大学 用于高效电催化合成氨的无机纳米催化剂

邀请 15：30-15：50 高飞 南京大学 稀土铈基氧化物催化剂在催化消除CO、NO中的应用基础研究

主题 16：05-16：30 林君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如何提升铅卤钙钛矿量子点的稳定性？

邀请 16：30-16：50 贾春江 山东大学 二氧化铈负载的金团簇催化剂催化水煤气变化反应的活性物种

邀请 16：50-17：10 白士强 兰州大学 铈基复合纳米结构的界面构筑及催化活性的研究

口头 17：10-17：20 于文竹 山东大学 高温煅烧氧化铜/二氧化铈催化剂构筑高活性Cu1O3位点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00-08：25 李富友 复旦大学 活体温度检测探针的生物成像与诊疗应用

主题 08：25-08：50 孙聆东 北京大学 稀土离子的能量传递及上转换发光研究

邀请 08：50-09：10 卜伟锋 兰州大学 高核稀土簇基星形聚合物的合成与表征

邀请 09：10-09：30 冯玮 复旦大学 稀土发光纳米材料用于生物活体检测成

主题 09：45-10：10 陈学元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The Marriage of Perovskite Quantum Dots with Rare-Earth Emitters

主题 10：10-10：35 刘伟生 兰州大学 稀土配合物作为线粒体靶向比率纳米荧光探针用于内源性过氧亚
硝基的检测

主题 10：35-11：00 易涛 复旦大学 基于肿瘤微环境的诊疗一体化策略

邀请 11：00-10：20 朱浩淼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氟化物红光荧光粉的低温光谱学及应用研究

邀请 11：20-11：40 褚海斌 内蒙古大学 液相水中氧化铈对铂催化性能的增强作用研究

口头 11：40-11：50 王樱蕙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刺激-响应型稀土纳米诊疗剂在癌症诊断与治疗中的应用探索

陈学元
褚海斌

孙聆东
冯玮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林君
贾春江

休息（15：50-16：05）

张亚文
司锐

8月20号

休息（09：30-09：45）

下午

上午

稀土材料化学与应用
8月19号

上午

休息（15：50-16：05）

休息（09：30-09：45）

8月19号

下午

上午

8月20号

上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唐金魁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磁涡旋设计与调控

主题 14：25-14：50 唐瑜 兰州大学 新型稀土配合物发光材料研究

邀请 14：50-15：10 黄闻亮 北京大学 低价f区金属芳烃配合物的合成、结构与反应性

邀请 15：10-15：30 杜亚平 南开大学 稀土化合物超细纳米结构的合成和性质研究

口头 15：30-15：40 孟银杉 大连理工大学 低配位金属有机单分子磁体的构筑

主题 15：55-16：20 李永绣 南昌大学 A New Generation of Efficient Green Leaching Technology for Ion-
Adsorption Rare Earth

邀请 16：20-16：40 刘志伟 北京大学 稀土配合物电致发光研究

邀请 16：40-17：00 王静 中山大学 半导体(LED与LD)照明与显示用微纳米发光材料研究进展

邀请 17：00-17：20 冯婧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稀土上转换材料及其纳米复合材料的合成、传感与生物诊疗

口头 17：20-17：30 严涵 山东大学 高效反式CeO2/Cu水气变换催化剂：
体相-纳米界面的设计与构造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00-08：25 张军 内蒙古大学 稀土无机催化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构效关系研究

主题 08：25-08：50 罗锋 西班牙马德里纳米研究所
Micro/Nano Fabrication and Ultra-Precision Manufacturing for

Applications in Magnetic Hard Disk Storage, Magnetic Random Access
Memory (MRAM)

邀请 08：50-09：10 夏志国 华南理工大学 UCr4C4基窄带发射稀土发光材料与LED应用

邀请 09：10-09：30 闫冰 同济大学 稀土功能化金属有机框架杂化材料的光响应调控及传感应用

口头 09：30-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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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 09：55-10：15 郑捷 北京大学 稀土储氢材料新功能探索

邀请 10：15-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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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 10：35-10：55 叶柿 华南理工大学 稀土发光的视角探索固体中的热致离子迁移行为

口头 10：55-11：05 王振领 河南工程学院 稀土离子掺杂钨酸盐/碳点复合材料的合成及荧光增强效应

口头 11：05-11：15 孙田成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异金属白光镧系元素金属有机框架用于

可调控荧光传感和水监测

下午

上午

8月20号

大会报告及闭幕式

李永绣
刘志伟

休息（15：40-15：55）

唐瑜
杜亚平

休息（09：40-09：55）

稀土材料化学与应用

8月21号

郑捷
宋术岩

张军
夏志国

下午

休息（15：40-15：55）

休息（09：40-09：55）

8月20号

下午

8月21号

上午

下午

报告形式 报告题目单位报告人主持人时间

报告题目单位报告人主持人时间报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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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夏海平 南方科技大学 纯碳链螯合过渡金属的全新 Pincer 配合物体系

主题 14：25-14：50 王从洋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锰族金属有机催化

邀请 14：50-15：10 徐信 苏州大学 过渡金属调控的锌氢化物脱氢偶联反应

邀请 15：10-15：30 陈大发 哈尔滨工业大学 2-羟基吡啶基金属配合物在借氢反应中的应用

邀请 15：30-15：50 韩英锋 西北大学 金属卡宾导向的精确合成

主题 16：00-16：25 崔春明 南开大学 稀土配合物催化的选择性硅氢化

主题 16：25-16：50 崔冬梅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稀土金属催化与可控聚合

邀请 16：50-17：10 朱军 厦门大学 金属有机化学中的非传统芳香性—过渡金属的魅力

邀请 17：10-17：30 魏巧华 福州大学 基于新型炔保护的异金属簇合物发光生物传感的可控合成与构建

口头 17：30-17：40 张潜翀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铂-炔配位分子导线的单分子电导调控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00-08：25 张文雄 北京大学 稀土金属杂环的合成及小分子活化

主题 08：25-08：50 姚英明 苏州大学 含稀土金属有机配合物的合成及其在 CO2 转化中的应用

邀请 08：50-09：10 陈勇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磷光金(I)卡宾配合物

邀请 09：10-09：30 朱从青 南京大学 d-f杂核金属分子簇的构筑

邀请 09：30-09：50 崔鹏 安徽师范大学 基于LM→Ln配键的稀土—后过渡金属杂核配合物

主题 10：00-10：25 王佰全 南开大学 阴离子N-杂环卡宾过渡金属配合物的合成及催化聚合反应

主题 10：25-10：50 陈万芝 浙江大学 钯氮杂环卡宾化合物催化的偶联反应

邀请 10：50-11：10 雷浩 暨南大学 新型烷基/酚基混合配体支撑的金属配合物

邀请 11：10-11：30 王文光 山东大学 仿生“廉价金属-配体”协同催化：反应与机制

口头 11：30-11：40 赵艳霞 西北大学 Reactivity of Al-Al-Bonded Compound towards Isocyanides

口头 11：40-11：50 郭帅 首都师范大学 介离子卡宾-Ru环合物的合成及炔烃插入反应

金属有机化学
8月19号

上午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下午

崔春明
崔冬梅

夏海平
王从洋

8月20号

上午

休息（15：50-16：00）

休息（09：50-10：00）

王佰全
陈万芝

张文雄
姚英明

休息（15：50-16：00）

休息（09：50-10：00）

8月19号

下午

上午

8月20号

上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陈耀峰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
研究所

Rare-Earth Metal Phosphinidene Complexes: From Dinuclear Ones to
Mononuclear  Ones

主题 14：25-14：50 周锡庚 复旦大学 稀土催化的二级胺及其衍生物的新转化反应

邀请 14：50-15：10 赵亮 清华大学 有机金属簇的可控合成与反应研究

邀请 15：10-15：30 汪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铂金属基体系的协同组装与功能化

邀请 15：30-15：50 彭谦 南开大学

A Flexible Tetradentate Ligand in the Aerobic Oxidative
Carbon-Carbon Bond 

Formation with Palladium Complexes:
A Computational Mechanistic Study

主题 16：00-16：25 王绍武 安徽师范大学 新型含官能化吲哚基配体稀土金属有机配合物的反应性
及催化性能研

主题 16：25-16：50 自国甫 北京师范大学 不饱和锕系金属杂环化合物的合成、结构及反应性研究

邀请 16：50-17：10 张军 华东理工大学 炔烃转化反应中间体的分离及反应机理研究

邀请 17：10-17：30 刘绍峰 青岛科技大学 双金属催化剂制备高性能聚烯烃材料

口头 17：30-17：40 于超 北京大学 反三明治型低价钍芳烃配合物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00-08：25 燕红 南京大学 碳硼烷的衍生化及其应用

主题 08：25-08：50 杨晓娟 西北大学 金属-金属键化合物对不饱和小分子的反应性

邀请 08：50-09：10 柯卓锋 中山大学 新型路易斯酸过渡金属配合物：仿生协同储氢释氢

邀请 09：10-09：30 谭庚文 南京大学 主族元素自由基的稳定合成

邀请 09：30-09：50 闫晓宇 中国人民大学 杂原子取代的三唑卡宾的合成及其性质研究

主题 10：00-10：25 邓亮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低配位零价3d金属配合物化学

主题 10：25-10：50 王华冬 复旦大学 有机硼在惰性键活化中的应用

邀请 10：50-11：10 叶青 南方科技大学 Bis(alkynyl)borane: A New Class of Acyclic Boron-centered Ligands

邀请 11：10-11：30 孔令兵 山东大学 硼杂丁二烯研究初探

邀请 11：30-11：50 王浩 东南大学 硼宾的合成及性质研究

燕红
杨晓娟

下午

大会报告及闭幕式

金属有机化学
8月20号

陈耀峰
周锡庚

8月21号

上午

王绍武
自国甫

邓亮
王华冬

休息（09：50-10：00）

下午

休息（15：50-16：00）休息（15：50-16：00）

休息（09：50-10：00）

8月20号

下午

8月21号

上午

下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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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卜显和 南开大学 动态配位空间的构筑与调控

主题 14：25-14：50 郎建平 苏州大学 如何实现精确控制金属有机框架内选择性光化学环加成

邀请 14：50-15：10 李建荣 北京工业大学 高稳定 MOF 构筑及应用探索

邀请 15：10-15：30 孙道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簇基 MOFs 的结构调控及性能

邀请 15：30-15：50 胡鸣 华东师范大学 配位聚合物在海水电池和纳米胶水中的应用

主题 16：00-16：25 段春迎 大连理工大学 金属-有机限域空间的组装与性能研究

主题 16：25-16：50 张杰鹏 中山大学 多孔配位聚合物的吸附分离

邀请 16：50-17：10 刘云凌 吉林大学 类分子筛配位聚合物的设计合成与气体吸附性能研究

邀请 17：10-17：30 周小平 暨南大学 金属咪唑笼的组装和功能研究

口头 17：30-17：40 张亮亮 西北工业大学 Flexible Zr-MOF Design for Efficient Removal of PPCPs

时间报告形式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10-08：35 程鹏 南开大学 稀土配合物的合成与传感性质

主题 08：35-09：00 侯红卫 郑州大学 晶态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功能化修饰去除重金属离子

邀请 09：00-09：20 黄晓春 汕头大学 基于多官能配体构筑的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的设计合成与应用

邀请 09：20-09：40 章跃标 上海科技大学 金属有机框架的导向性控制与甲烷存储应用

口头 09：40-09：50 朱荣妹 扬州大学 Control over Assembly and Interpenetration of
Pd-Based Coordination Cages

主题 10：00-10：25 鲁统部 天津理工大学 人工光合作用催化剂的研究

主题 10：25-10：50 吴彪 西北大学 阴离子配位导向的超分子组装

邀请 10：50-11：10 李巧伟 复旦大学 多基元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构筑

邀请 11：10-11：30 杨进 东北师范大学 杯[4]芳烃配位分子笼的组装与功能

口头 11：30-11：40 王磊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纳米金属-有机框架的生物应用：结构无序与光活性

休息（15：50-16：00）

段春迎
张杰鹏

卜显和
郎建平

8月20号

鲁统部
吴彪

休息（09：50-10：00）

程鹏
侯红卫

上午

配位化学分会场1
8月19号

上午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下午

休息（15：50-16：00）

休息（09：50-10：00）

8月19号

上午

8月20号

上午

下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时间报告形式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钱国栋
崔元靖 浙江大学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for Photonics Functional Applications

邀请 14：25-14：45 项生昌 福建师范大学 多孔材料的 C2 气体分离

邀请 14：45-15：05 李承辉 南京大学 基于配位键的高强度自修复材料

邀请 15：05-15：25 刘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配位聚合物的手性分离应用

口头 15：25-15：35 王晓军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苯并噻二唑类有机配体构筑的金属有机框架及应用

口头 15：35-15：45 王艳龙 苏州大学 锕系 MOFs 材料作为放射性核素储放的新形式

主题 16：55-16：20 邢华斌 浙江大学 阴离子功能化框架材料与低碳烃分离纯化

邀请 16：20-16：40 董文 广州大学 唑基衍生配体构筑的功能配合物的合成、结构与性质

邀请 16：40-17：00 杨庆远 西安交通大学 Interpenetrated Coordination Networks for C2H2/CO2 Separations

邀请 17：00-17：20 邹小勤 东北师范大学 搭建 MOF 与 Polymer 贯通通道实现二氧化碳快速分离

口头 17：20-17：30 谷志刚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液相外延层层组装金属-有机框架薄膜材料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15-08：40 王博 北京理工大学 金属有机框架膜及其在环境领域应用研究

邀请 08：40-09：00 翟全国 陕西师范大学 三核簇基框架材料的精准合成与性能调控

邀请 09：00-09：20 何军 广东工业大学 含硫金属有机框架 (MOF) 的设计合成及其性质研究

邀请 09：20-09：40 戴枫荣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多空腔分立配位超分子笼的组装及结构功能调控

口头 09：40-09：50 李士利 山西师范大学 刺激响应的晶态变色材料

主题 10：00-10：25 白俊峰 陕西师范大学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from
Multidentate Carboxylate Ligands with the

Additional Function Groups:
New Methodology (Structures), New Property, and Perspectives

邀请 10：25-10：45 马录芳 洛阳师范学院 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结构、光电性能构效关系研究

邀请 10：45-11：05 罗峰 东华理工大学 Ammoniating COF for High-Performance and Selective Extraction of Toxic
and Radioactive Uranium Ions

邀请 11：05-11：25 赵海霞 厦门大学 分子基磁电材料

口头 11：25-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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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大会报告及闭幕式

邢华斌
董文

休息（15：45-15：55）

崔元靖
项生昌

8月21号

白俊峰
窦建民

休息（09：50-10：00）

王博
崔萍

上午

8月20号

配位化学分会场1

下午

休息（09：50-10：00）

休息（15：45-15：55）

8月21号

上午

下午

报告形式

8月20号

下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报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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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王尧宇 西北大学 基于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的复合材料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主题 14：25-14：50 崔勇 上海交通大学 Design and Synthesis of Brönsted Acidic MOFs

邀请 14：50-15：10 李东升 三峡大学 MOF基晶态材料的电催化功能探索

邀请 15：10-15：30 方千荣 吉林大学 三维共价有机框架材料的功能化

邀请 15：30-15：50 袁大强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孔结构的构筑与催化性能研究

主题 16：00-16：25 苏成勇 中山大学 空间限域的配位化学--纳米分子容器/反应器的
自组装与性能研究

主题 16：25-16：50 朱广山 东北师范大学 多孔芳香骨架材料(PAFs)

邀请 16：50-17：10 邓鹤翔 武汉大学 分子定制介孔晶体

邀请 17：10-17：30 刘燕 上海交通大学 超分子配位框架的设计构筑及催化和识别性能

口头 17：30-17：40 宁国宏 暨南大学 功能导向的多孔材料的设计合成与应用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10-08：35 孙为银 南京大学 金属有机框架材料与二氧化碳催化转化

主题 08：35-09：00 江海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OF基复合材料的光热催化

邀请 09：00-09：20 张志明 天津理工大学 Construction of Catalyst@Photosensitizers Molecular
Photocatalytic System in MOFs

邀请 09：20-09：40 张伟雄 中山大学 主客体配合物的“键转换”结构相变

口头 09：40-09：50 曹靖 兰州大学 卟啉/酞菁配合物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主题 10: 00-10：25 郑丽敏 南京大学 层状金属有机膦酸化合物及其二维材料研究

主题 10：25-10：50 邹如强 北京大学 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能源存储与转化

邀请 10：50-11：10 朱起龙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纳米多孔材料的能源催化转化应用

邀请 11：10-11：30 张章静 福建师范大学 晶体多孔离子导体材料

口头 11：30-11：40 易小艺 中南大学 基于钌配合物的吡咯配体质子可逆存储

苏成勇
朱广山

休息（15：50-16：00）

王尧宇
崔勇

8月20号

郑丽敏
邹如强

休息（09：50-10：00）

孙为银
江海龙

上午

配位化学分会场2
8月19号

上午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下午

休息（15：50-16：00）

休息（09：50-10：00）

8月19号

下午

上午

8月20号

上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吴传德 浙江大学 悬浮离子催化剂的合成与性质

邀请 14：25-14：45 孙林兵 南京工业大学 基于氧化还原策略研制高性能吸附剂

邀请 14：45-15：05 闫文付 吉林大学 手性沸石分子筛 Beta：合成、结构及应用

邀请 15：05-15：25 钟地长 天津理工大学 二氧化碳还原分子催化剂

口头 15：25-15：35 刘萍 西北大学 配位聚合物催化剂的合成及其催化合成
含氮杂环类化合物的研究

口头 15：35-15：45 胡明 内蒙古大学 一个镉-含吡啶基多羧酸配位聚合物的晶体结构和荧光探针性质

主题 16：55-16：20 赵斌 南开大学 新型簇合物的结构和催化性能

邀请 16：20-16：40 高恩庆 华东师范大学 Construction and Properties of Ionic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邀请 16：40-17：00 李培洲 山东大学 富氮基多孔材料的制备及其对 CO2 催化转化性能研究

邀请 17：00-17：20 黄远标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咪唑嗡盐离子型MOF材料催化二氧化碳转化

口头 17：20-17：30 张文彦 西北大学
Construction of a Cage-Based MOF with Selective Gas Adsorption

and Efficient Chemical Fixation of CO2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15-08：40 魏永革 清华大学 多酸亚胺化修饰及其应用

邀请 08：40-09：00 刘术侠 东北师范大学 多酸基MOFs纳米化、形貌调控及催化

邀请 09：00-09：20 赵俊伟 河南大学 金属氧簇基稀土衍生材料的光电性能研究

邀请 09：20-09：40 李豹 吉林大学 三羟基配体共价修饰多金属氧簇的合成及结构转化

口头 09：40-09：50 郭胜平 扬州大学 新颖硫属化合物类红外非线性光学晶体探索

主题 10：00-10：25 牛景杨 河南大学 含钌多酸的合成、结构及性质研究

邀请 10：25-10：45 王秀丽 渤海大学 多酸与酰胺衍生物配体调控的功能配合物-组装、结构和性能

邀请 10：45-11：05 于凯 哈尔滨师范大学 非经典篮子型{P6Mo18O73}化合物的构筑及性能研究

邀请 11：05-11：25 李宝 华中科技大学 具有敏感与传感特性配位材料的组装及性能调控

口头 11：25-11：35 詹顺泽 汕头大学 M3(pyrazolate)3-a Colorful Supramolecular Synthon

下午

大会报告及闭幕式

牛景杨
王秀丽

休息（09：50-10：00）

魏永革
刘术侠

配位化学分会场2
8月20号

上午

8月21号

赵斌
李培洲

休息（15：45-15：55）

下午

吴传德
孙林兵

8月20号

下午

8月21号

上午

下午

报告形式 报告题目单位报告人主持人时间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休息（15：45-15：55）

休息（09：5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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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左景林 南京大学 氧化还原活性多功能金属配合物研究

邀请 14：25-14：45 寇会忠 清华大学 基于罗丹明配体的荧光磁性双功能材料

邀请 14：45-15：05 王炳武 北京大学 低配位途径构筑单分子磁体研究

邀请 15：05-15：25 孙豪岭 北京师范大学 稀土配位聚合物磁弛豫体系的构筑与性能调控

邀请 15：25-15：45 师唯 南开大学 稀土金属-有机框架的分子磁性研究

主题 15：55-16：20 梁福沛 桂林理工大学 Construction and Properties of the Lanthanide-Based Molecule Magnets

邀请 16：20-16：40 刘俊良 中山大学 稀土基单分子磁体的对称性策略及磁相互作用研究

邀请 16：40-17：00 蒋尚达 北京大学 稀土晶体中量子相位的电场相干操控及应用

邀请 17：00-17：20 张元竹 南方科技大学 具有磁双稳态的氰根桥连的Fe-Co分子簇化合物

口头 17：20-17：30 危荣佳 暨南大学 氰根桥连异金属配合物磁双稳态行为的物理与化学调控

左景林
师唯

配位化学分会场3
8月19号

上午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下午

梁福沛
蒋尚达

休息（15：45-15：55）

8月19号

上午

下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休息（15：45-15：55）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10-08：35 陈接胜 上海交通大学 固体中的电子转移及催化功效

主题 08：35-09：00 陈玲 北京师范大学 新颖无机固体功能材料探索研究中结构化学给我们的新启示

邀请 09：00-09：20 王哲明 北京大学 层状金属甲酸铵钙钛矿的结构和性质

邀请 09：20-09：40 孙志华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光电功能导向极性晶体材料

口头 09：40-09：50 吴大雨 常州大学 多功能荧光金属配合物及其智能响应性质

主题 10：00-10：25 郭国聪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光致变色材料的结构设计和性能强化

主题 10：25-10：50 张献明 山西师范大学 金属簇及功能配位框架

邀请 10：50-11：10 潘梅 中山大学 配位超分子的多路径光子转换发光

邀请 11：10-11：30 陈维林 东北师范大学 多酸用于全天候太阳能电池的研究

口头 11：30-11：40 岳二林 延安大学
Tosyl-substituted 3H-1,2,3,4-Triazaphospholes: Synthesis and Unexpected

Coordination Chemistry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陈忠宁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配体场敏感的锰(II)配合物磷光材料与器件研究

邀请 14：25-14：45 刘涛 大连理工大学 光响应功能配合物

邀请 14：45-15：05 王明盛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智能变色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邀请 15：05-15：25 钟羽武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光功能配合物的组装与性能

口头 15：25-15：35 田玉鹏 安徽大学 环金属化功能铂配合物材料的设计合成及生物成像

口头 15：35-15：45 李永光 中山大学 磷光铂(II)配合物可视化分子合页

主题 16：55-16：20 毛江高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无机孤对电子氧酸盐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的设计与合成

邀请 16：20-16：40 闫东鹏 北京师范大学  新型无机有机杂化长余辉材料：
设计，组装与室温磷光性能研究

邀请 16：40-17：00 杜淼 天津师范大学 基于金属-有机骨架的电化学适体传感器

邀请 17：00-17：20 金琼花 首都师范大学 金属-膦（膦氧）配体配合物晶体的合成、荧光和太赫兹谱

口头 17：20-17：30 杨晓刚 洛阳师范学院 微纳米尺度金属-有机框架室温磷光材料的研究

上午

8月20号

配位化学分会场3

下午

陈忠宁
刘涛

休息（09：50-10：00）

郭国聪
张献明

陈接胜
陈玲

毛江高
孙頔

休息（15：45-15：55）

8月20号
上午

下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休息（09：50-10：00）

休息（15：45-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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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龙腊生 厦门大学 从高核稀土及稀土-过渡金属团簇的设计合成到定向合成

主题 14：25-14：50 李丹 暨南大学 唑三核金属簇单元：从超分子组装到功能

邀请 14：50-15：10 廖伍平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金属-杯芳烃核簇及配位笼的合成与表征

邀请 15：10-15：30 孔祥建 厦门大学 稀土团簇的组装与功能化

邀请 15：30-15：50 孙忠明 南开大学 芳香性铅簇稳定的新型金团簇的合成及成键

主题 16：00-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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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 16：25-16：45 卢兴 华中科技大学 新型杂化分子：金属富勒烯

邀请 16：45-17：05 于澍燕 北京工业大学 超金属-金属成键导向的可编程自组装与新奇化学反应

邀请 17：05-17：25 毕研峰 辽宁石油大学 金属-杯芳烃高核簇的结构和性能

邀请 17：25-17：45 宣为民 东华大学 高核钼氧簇的构筑、功能化及组装机理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10-08：35 杨国昱 北京理工大学 氧合团簇化学-缺位导向合成化学

主题 08：35-09：00 王泉明 清华大学 金属团簇中的配体效应

邀请 09：00-09：20 伍志鲲 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 “反伽伐尼还原”研究

邀请 09：20-09：40 汪恕欣 安徽大学 合金纳米团簇的精确制造

口头 09：40-09：50 苏海峰 厦门大学 金属团簇的质谱研究

主题 10：00-10：25 童明良 中山大学 金属冠醚型d-f单分子磁体

邀请 10：25-10：45 王维 南开大学 异质团簇:设计、合成和组装结构和机理的解析

邀请 10：45-11：05 高广刚 济南大学 药物分子诱导纳米银簇的合成及抗肿瘤活性

邀请 11：05-11：25 袁勋 青岛科技大学 改造Brust两相法用于金属纳米团簇的尺寸调控

口头 11：25-11：35 蒋选丰 湖北大学 Stepwise Self-assembly of Gold(I) Nanoclusters from Au2 to Au4        
 to Au16

团簇化学
8月19号

杨国昱
王泉明

童明良
王维

上午

龙腊生
李丹

8月20号

休息（09：50-10：00）

上午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下午

臧双全
孙頔

休息（15：50-16：00）休息（15：50-16：00）

休息（09：50-10：00）

8月19号

上午

8月20号

上午

下午

报告形式 报告题目单位报告人主持人时间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陶军 北京理工大学 双稳态分子材料

主题 14：25-14：50 谢建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 Toward Total Synthesis of Metal Nanoclusters

邀请 14：50-15：10 郑彦臻 西安交通大学 稀土团簇对分子自旋基态的调控

邀请 15：10-15：30 祝艳 南京大学 团簇非表界面的原子精准调控催化性能

邀请 15：30-15：50 谢云鹏 华中科技大学 高核纳米银簇的构筑

主题 16：00-16：25 朱满洲 安徽大学 精确结构的金属团簇的可控合成

主题 16：25-16：50 曾明华 湖北大学 配位导向序列化串联反应的过程及机理研究

邀请 16：50-17：10 郑寿添 福州大学 双功能多羟基配体诱导簇基功能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邀请 17：10-17：30 张磊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钛氧团簇的合成与应用

口头 17：30-17：40 颜军 中南大学 多酸分子催化过程中的协调作用探讨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10-08：35 郑智平 南方科技大学
Extremely Rich and Sensitive Chemistry of the 3d-4f

Heterometallic Magnetic Clusters - A Personal Perspective

主题 08：35-09：00 孙庆福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配位组装超分子：结构调控及性能拓展

邀请 09：00-09：20 杨上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内嵌金属富勒烯单分子磁体

邀请 09：20-09：40 谭元植 厦门大学 功能化富碳分子及组装

口头 09：40-09：50 沈王强 华中科技大学
Lu2C2n (2n = 76-90): Crystallographic Steering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Internal Cluster by Altering the outer Cage Size

主题 10：00-10：25 张健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簇基多孔材料研究

邀请 10：25-10：45 吴涛 苏州大学 含锰硫族簇基晶态半导体的光致发光性能研究

邀请 10：45-11：05 王新龙 东北师范大学 多酸基纳米分子笼的设计与构筑

邀请 11：05-11：25 陈旭东 南京师范大学 Toward Structural Mimicking of FeMo Cofactor: Incorporation of Imide or
Nitride ligands into the Core of Fe-S Clusters

邀请 11：25-11：45 王太山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金属富勒烯的电子自旋与磁性

口头 11：45-11：55 唐正华 华南理工大学
Unravell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lkynyl Protected Gold Clusters:

A Case Study of  Phenylacetylene Stabilized Au133 Molecules

朱满洲
曾明华

下午

团簇化学
8月20号

郑智平
孙庆福

下午

大会报告及闭幕式

休息（15：50-16：00）

陶军
谢建平

8月21号

张健
吴涛

休息（09：50-10：00）

上午

休息（15：50-16：00）

休息（09：50-10：00）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8月20号

下午

报告题目单位报告人主持人时间报告形式

8月21号

上午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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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李广涛 清华大学 基于分子笼构筑的表面拉曼增强基底与金颗粒团簇及性质研究

邀请 14：25-14：45 凌代舜 浙江大学 Dynamic Supraparticles for Biomedical Imaging and Targeted Therapy

邀请 14：45-15：05 李娜 山东师范大学 纳米诊疗探针的制备及肿瘤的高效治疗

邀请 15：05-15：25 徐丽广 江南大学 无机手性纳米颗粒与生物效应

口头 15：25-15：35 刘文婷 中山大学 NMR Structural Basis for G-Quadruplex DNA Recognized by Platinum(II)
Complexes

口头 15：35-15：45 汪宝堆 兰州大学 智能探针的合成及在分析检测和分离中的应用

主题 16：00-16：25 逯乐慧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生物可降解纳米成像探针

邀请 16：25-16：45 贺强 哈尔滨工业大学 胶体马达集群运动的物理化学机制

邀请 16：45-17：05 张中海 华东师范大学 电化学制备光子晶体材料的光电化学生物传感应用

邀请 17：05-17：25 柳华杰 同济大学 人工DNA纳米调控金属纳米结构精准组装与构建

口头 17：25-17：35 夏炜 中山大学 绿脓杆菌摄取镓离子的分子机制研究

口头 17：35-17：45 时连鑫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用于排出伤口渗出液的单向自导出敷料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00-08：25 毛宗万 中山大学 抗肿瘤金属配合物

主题 08：25-09：50 王强斌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
米仿生研究所 眼见为实的近红外二区荧光活体影像技术

邀请 08：50-09：10 李文 吉林大学 多金属氧簇驱动的短肽组装与仿生材料

邀请 09：10-09：30 陈雨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能量转换”纳米医学和生物材料

邀请 09：30-09：50 李乐乐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时-空”可控纳米机器实现精准生物检测

口头 09：50-10：00 孟庆涛 辽宁科技大学
A New Red-Emitting Fluorescence Probe for the Visualization of Bisulfite in

Food Samples and Live Animals

主题 10：10-10：35 李峻柏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组装的纳米酶催化级联反应驱动ATP合酶的生物合成

主题 10：35-11：00 施剑林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基于无机纳米结构的催化纳米医学

邀请 11：00-11：20 柏浩 浙江大学 基于冰模板法制备多尺度结构仿生功能材料

邀请 11：20-11：40 张兴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碳酸钙介晶材料的仿生制备与应用研究

口头 11：40-11：50 刘红梅 华中科技大学 壳聚糖增强纳米硒模拟氧化酶活性及其在汞离子检测中的应用

休息（10：00-10：10）

毛宗万
王强斌

休息（15：45-16：00）

逯乐慧
贺强

李广涛
凌代舜

8月20号

李峻柏
施剑林

上午

生物无机
8月19号

上午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下午

休息（15：45-16：00）

休息（10：00-10：10）

8月19号

上午

8月20号

上午

下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余承忠 昆士兰大学 Inorganic Nanoparticles for Delivery and Cancer Immunotherapy

邀请 14：25-14：45 刘欢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纤维诱导的液体限域可控输运

邀请 14：45-15：05 苏彬 华中科技大学 仿蜘蛛纤毛结构的柔性电磁传感器
及其在机器人协同感知中的应用

邀请 15：05-11：25 邹桂征 山东大学
Promising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from CuInS2/ZnS

Nanocrystals/Hydrazine
via Internal Cu(I)/Cu(II) Couple Cycling

邀请 15：25-15：45 邹滔滔 中山大学 金配合物巯基活性调控策略及其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

主题 16：00-16：25 张凡 复旦大学 近红外荧光探针用于生物医学活体成像与传感分析

邀请 16：25-16：45 赵娜娜 北京化工大学 无机纳米材料在多功能递送载体中的应用

邀请 16：45-17：05 张荣兰 西北大学
The Traceable Photo-Induced CO Releasing Moleculars Based on

Flavonol  Derivatives
邀请 17：05-17：25 陈秋云 江苏大学 纳米金属核酸肿瘤影像及缺氧信号调控机制

口头 17：25-17：35 刘锡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Se@SiO2-FA-CuS Nanocomposites for Targeted Delivery of DOX and

Nano Selenium in Synergistic Combination of Chemo-photothermal
Therapy

张凡
赵娜娜

休息（15：45-16：00）

余承忠
刘欢

8月20号

生物无机

下午

休息（15：45-16：00）

8月20号

下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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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吕鑫 厦门大学 Rh-ZSM-5 催化甲烷直接转化的理论研究

主题 14：25-14：50 何圣贵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Catalytic Oxidation of Carbon Monoxide by Gas Phase Atomic Clusters

邀请 14：50-15：10 裴勇 湘潭大学 一类 FCC 构型的硫醇配体稳定的金纳米团簇的拓扑结构演化及
电子结构性质

邀请 15：10-15：30 程龙玖 安徽大学 金属团簇中的化学键

主题 15：45-16：10 李微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纳米催化材料活性和稳定性的理论研究

邀请 16：10-16：30 肖海 清华大学 Theoretical Design of Catalysts for CO2 Reduction Reaction, Oxygen
Evolution Reaction and Beyond

邀请 16：30-16：50 程俊 厦门大学 Energy Levels in Proton Coupled Electron Transfer on Surfaces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10-08：35 王金兰 东南大学 新型能量转换材料的计算辅助设计

主题 08：35-09：00 江颖 北京大学 原子尺度上水的结构和动力学研究

邀请 09：00-09：20 段赛 复旦大学 通过扫描隧道显微镜成像指认原位结构的理论模拟

邀请 09：20-09：40 常春然 西安交通大学 Design of Surface Frustrated Lewis Pairs for the Activation and Conversion
of Small Molecules

邀请 09：55-10：15 高旺 吉林大学 材料金属性/非金属性对其结构和表面摩擦力的影响

邀请 10：15-10：35 张颖 复旦大学 Simultaneous Attenuation of Both Self-Interaction Error and Nondynamic
Correlation Error in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口头 10：35-10：45 杨娟 北京大学 Electronic Raman Scattering of Individual Single-Walled Carbon

口头 10：45-10：55 蒋尚达 北京大学 稀土晶体中量子相位的电场相干操控及应用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韩克利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Charge Carrier Dynamics in Perovskite Microcrystals and Nanocrystals

主题 14：25-14：50 潘锋 北京大学 无机结构化学新范式探索

口头 14：50-15：00 付强 山东大学 Hybrid Organic-Inorganic Perovskites: Promising Substrates for Single-
Atom Catalysts

口头 15：00-15：10 曹昕睿 厦门大学 Designing Covalent Organic Frameworks with Unique Electronic, Opt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from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s

主题 15：25-15：50 步宇翔 山东大学 水合包合物冰晶氢键框架材料磁性理论研究

邀请 15：50-16：10 李新征 北京大学 On the Quantum Nature of the Nuclei in Solids, in Liquids,
and on Surfaces

邀请 16：10-16：30 王海丰 华东理工大学 液固界面光催化反应机理及动力学理论研究

下午

韩克利
何圣贵

8月19号

休息（15：30-15：45）

物理无机化学分会

潘锋
李震宇

步宇翔
王海丰

吕鑫
江颖

李新征

龚学庆
高旺

8月20号

上午

休息（09：40-9：55）

下午

休息（15：10-15：25）

报告形式

报告形式

报告形式

休息（15：30-15：45）

休息（09：40-9：55）

休息（15：10-15：25）

8月19号

下午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报告形式

8月20号

上午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报告形式

下午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10-08：35 龚学庆 华东理工大学 模型金属氧化物表面的理论模拟研究

主题 08：35-09：00 李震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若干电池材料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邀请 09：00-09：20 崔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于二维层状材料的限域催化与拓扑催化在析氢反应中的作用

邀请 09：20-09：40 肖建平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Toward Fundamentals of Con ned Electrocatalysis in Nanoscale Reactors

邀请 09：55-10：15 张文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二维材料负载金属单原子电催化合成氨机理研究

邀请 10：15-10：35 杨利明 华中科技大学 Computational Simulation of Novel 2D Materials and Reaction Mechanism
of Electroreduction of CO2 and N2

物理无机化学分会

肖建平

8月21号

上午

休息（09：40-9：55）

李微雪
肖海

报告形式

休息（09：40-9：55）

8月21号

上午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报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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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08：10-08：20 赵进才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主题 08：20-08：45 朱永法 清华大学 超分子可见光催化之环境与肿瘤消除

主题 08：4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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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 09：10-09：30 展思辉 南开大学 半导体光能驱动催化降解污染物界面机制的研究

邀请 09：30-09：50 郎咸军 武汉大学 半导体环境光催化机理应用的新策略

主题 10：00-10：25 李和兴 上海电力大学 绿色化学反应高效催化剂的设计及构效关系研究

主题 10：25-10：50 熊宇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太阳能驱动二氧化碳转化

主题 10：50-11：15 潘丙才 南京大学 深度除磷纳米技术：从实验室探索到中试研究

邀请 11：15-11：35 易志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Nano Semiconductor Photocatalytic Materials Design toward Methane
Oxidation under Ambient Conditions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25 王祥科 华北电力大学 纳米功能材料制备及其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去除

主题 14：25-14：50 胡春 广州大学 纳米材料表面微电场构建与污染物高效去除机制

邀请 14：50-15：10 卞振锋 上海师大 环境催化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催化机制研究

邀请 15：10-15：30 李芳芳 华中科技大学 太阳能驱动二氧化碳转化

口头 15：30-15：45 朱维群 山东大学 高碳资源环境友好工业技术路线研发

主题 15：55-16：20 林璋 华南理工大学 纳米晶生长调控技术回收细颗粒型工业危废中毒性重金属的
研究及工程示范

主题 16：20-16：45 牛军峰 东莞理工学院 水中PPCPs的电化学降解技术研究

邀请 16：45-17：05 李伟 南京大学 固体核磁共振研究方解石和F-的界面反应机制

邀请 17：05-17：25 刘浪 新疆大学 煤基多孔炭及其复合材料的绿色制备与应用

口头 17：25-17：40 刘海宁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钛硅酸盐@生物质碳气凝胶复合吸附剂的制备及对铷、铯的吸附

休息（09：50-10：00）

休息（15：45-15：55）

8月20号

  林璋
张登松

王祥科
卞振锋

上午

下午

资源与环境化学

李和兴
易志国

朱永法
展思辉

报告形式

报告形式

开幕致辞

休息（09：50-10：00）

休息（15：45-15：55）

8月20号

上午

下午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20-08：45 康振辉 苏州大学 Carbon Dots for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Applications

主题 08：45-09：10 程和发 北京大学 Ferrate Oxidation of Phenylarsonic Acid Compounds

邀请 09：10-09：30 张登松 上海大学 氮氧化物净化催化剂的设计及抗中毒性能

邀请 09：30-09：50 张淑娟 南京大学 小分子双酮光化学还原Se(IV)至纳米零价硒

主题 10：00-10：25 周东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纳米银颗粒在土壤-植物系统中的迁移转化过程及其效应

主题 10：25-10：50 刘景富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环境中金属纳米颗粒的分离测定方法研究

邀请 10：50-11：10 石伟群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MXene材料对关键放射性核素的吸附与固定化研究

邀请 11：10-11：30 杨胜韬 西南民族大学 石墨烯吸附材料在土壤重金属固定中的应用及其环境安全性评价

邀请 11：30-11：50 赵建 中国海洋大学 石墨烯材料对藻类的毒性效应及环境因素的影响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8：20-8：45 陈春城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原位红外光谱技术研究有机物光催化降解机理

主题 8：45-9：10 刘倩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辨微识源：基于同位素指纹的纳米颗粒来源甄别

邀请 9：10-9：30 张高科 武汉理工大学 新型全光谱响应光催化剂的控制合成与光催化机理研究

邀请 9：30-9：50 王志宁 山东大学 高性能纳米水通道膜的设计制备与应用

主题 10：00-10：25 黄柏标 山东大学 理解结构与性能的关系，探索高效光催化材料
及其环境和能源的应用

邀请 10：25-10：45 刘文 北京大学 钛酸盐纳米材料高级氧化降解新型有机污染物应用
及反应体系DFT理论构架

邀请 10：45-11：05 邢明阳 华东理工大学 “trapped NH4+”液相法合成量子点
及其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应用研究

邀请 11：05-11：25 宋吉明 安徽大学 非整数比纳米花状硒化钴高效去除污水中的刚果红和重金属离子

口头 11：25-11：40 谢慧君 山东大学 新型锰氧化物人工湿地处理典型PPCPs废水的效果及其机制研究

资源与环境化学
8月21号A会场

上午

资源与环境化学

休息（9：50-10：00）

休息（09：50-10：00）

8月21号B会场

上午

周东美
石伟群

康振辉
张淑娟

黄柏标
邢明阳

陈春城
张高科

报告形式

报告形式

休息（09：50-10：00）

8月21号A会场

上午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报告形式

休息（9：50-10：00）

8月21号B会场

上午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报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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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口头报告 16:00 丰睿 南京大学 吡啶基硼烷自由基化合物的合成与性质研究

口头报告 16:05 刘志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
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Ni 与载体相互作用对 NiMo/Al2O3 加氢脱硫催化剂的影响

口头报告 16:10 郭蕊 山东大学
Construction of Boron Analogues of Carboxylic Acids with Bifurcated

Hydrogen Bonds

口头报告 16:15 熊昱安 东南大学 基于亚硝酸镍（II）的分子钙钛矿铁电体

口头报告 16:20 曹琳安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MO/MOFs 界面气体运输调控提高气体检测选择性

口头报告 16:25 王鹏 山东大学 一种基于酒石酸硼酸钠新型单离子导体凝胶聚合物电解质的
高温钠金属电池

口头报告 16:30 仉凤华 山东大学 二维纳米片的乳液限域弯曲及其在催化中的应用

口头报告 16:35 肖钰源 北京大学 基于二茂铁双氨基配体的钐和镱的联苯化合物

口头报告 16:40 吴尧 湖北大学 从零维到二维螺旋状配合物的可控自组装

口头报告 16:45 杨静 河北工业大学 Visual Multiple Color Emission of Solid-State Carbon Dots

口头报告 16:50 汪吉伟 华东师范大学 三核氮杂环双卡宾金属配合物的分离与表征

口头报告 16:55 骆梦家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基于结构功能区设计—具有低热导的新化合物SrOCuBiSe2

口头报告 17:00 方裕强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Crystal Structure and Non-Saturating Magnetoresistance of 2M WSe2

口头报告 17:05 王晓宁 华中科技大学
Biomimetic Catalysts of Iron–Based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with High

Peroxidase-Mimicking Activity for Colorimetric Biosensing

口头报告 17:10 石景凯 天津理工大学 苯并噻唑体系非线性光学晶体结构设计及表征

口头报告 17:15 胡兆波 南京大学 Experimental Estimation of the Dipolar Limit Using a CoII Single-Ion
Magnet with Trigonal Bipyramidal Geometry

口头报告 17:20 熊昱安 东南大学 氟代二维碘化铅钙钛矿铁电体

8月19号

下午

研究生短报告日程

奚宝娟
魏璟婧

8月19号

下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08：15-08：45 王颖霞 北京大学 原子量的演变

主题 08：45-09：15 宋天佑 吉林大学 无机化学课程建设的探讨

邀请 09：15-09：40 魏朔 北京师范大学 元素化学教学中的一点体会

主题 09：55-10：25 段连运 北京大学 当前化学教学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主题 10：25-10：55 张树永 山东大学 浅议化学学科思维培养的体系与落实

邀请 10：55-11：15 杨娟 北京大学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主题 14：00-14：30 刘伟生 兰州大学 专业课《配位化学》慕课的教学实践与思考

主题 14：30-15：00 孟长功 大连大学 以研究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无机化学课程内容改革

邀请 15：00-15：30 胡涛 大连理工大学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无机化学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主题 15：45-16：20 唐宗薰 西北大学 一些值得探讨的周期表问题

主题 16：20-16：50 宋其圣 山东大学 无机化学教学心得

无机化学教学论坛

宋其圣

王颖霞

朱亚先

魏朔

20号

上午

下午

休息（09：40-09：55）

休息（15：30-15：45）

休息（09：40-09：55）

休息（15：30-15：45）

20号

上午

下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14：00-14：20 江颖 北京大学 我是如何被拉下“水”

14：20-14：40 王博 北京理工大学 面向有毒有害物质捕捉催化的金属有机框架研究

14：40-15：00 韩英锋 西北大学 液相中[2+2]光化学反应研究

15：00-15：10 鲁艺 南京大学 Ligand in Rh(III)-Catalyzed C H Functionalization

15：10-15：20 江文革 天津大学 手性氨基酸分子与生物矿物间的相互作用

15：35-15：55 孙頔 山东大学 纳米银簇

15：55-16：05 王亚星 苏州大学 面向X射线探测应用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研究

16：05-16：15 张杰 安徽大学 二维共价有机框架的构建及催化应用

讨 论 16：15-17：15

熊宇杰

8月20号

下午

休息 （15：20-15：35）

青年科学家论坛

孙豪岭

报告形式

邀请报告

邀请报告

邀请报告

邀请报告

口头报告

口头报告

口头报告

口头报告

休息（15：20-15：35）

8月20号

下午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报告形式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08：30-08：55 郑丽敏 南京大学 几点体会

08：55-09：20 孙聆东 北京大学 遇见生活之美

09：20-09：45 陈玲 北京师范大学 新颖无机固体功能材料探索研究中结构化学给我们的新启示

09：45-10：10 潘梅 中山大学 我和我的学生们

10：10-10：35 匡华 江南大学 女性的地位是不是太高了

10：35-11：00 唐瑜 兰州大学 关于科研工作的几点感悟

讨论 11：00-11：30

8月21号

上午

女科学家论坛

唐瑜
孙绚

8月21号

上午

报告形式 时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位 报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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