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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论坛设定 

 

二、分会报告议程 

（一）生态环境专题 

会议时间：2022年 7月 18日 

会议地点：文体中心一楼会议室 

序号 时  间 报告人 单  位 内   容 

1 10:45-11:00 
金艺 

（线上） 
荷兰莱顿大学 能源与水资源系统关联关系 

2 11:00-11:15 
吴娜 

（线上） 
美国耶鲁大学 生物质产品的技术经济与生命周期评估 

3 11:15-11:30 王晓祥 浙江大学 NOx和 VOCs大气污染物治理中的关键技术研究 

4 13:30-13:45 侯晓静 浙江大学 机器学习与微流体设备的应用 

5 13:45-14:00 陈丽 清华大学 无机催化膜在水的深度处理中的应用研究 

6 14:00-14:15 周阿敏 大连理工大学 循环存储-放电等离子体氧化脱除 VOC 

7 14:15-14:30 王彦静 北京工业大学 水泥混凝土碳减排路径与生命周期评价研究 

8 14:30-14:45 邹浩文 浙江工业大学 铁基材料去除地下水中 Cr(VI)的性能和机制 

9 14:45-15:00 刘子义 大连理工大学 锕系溶液化学及硼催化烷烃氧化脱氢的理论研究 

分会场负责人：汪老师（18401685190）、俞老师（18401447097） 

时间 地点：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文体中心 

一楼会议室 二楼会议室 

7月 18日上午 生态环境专题（一） 聚合物、催化专题（一） 

7月 18日下午 生态环境专题（二） 聚合物、催化专题（二） 

7月 19日上午 新能源材料专题 生物与医药专题 



（二）聚合物、催化专题 

会议时间：2022年 7月 18日 

会议地点：文体中心二楼会议室 

序号 时  间 报告人 单  位 内   容 

1 10:45-11:00 
王攀 

（线上） 

加拿大国立科学研究

院 
界面工程增强镍基催化剂的电解水性能 

2 11:00-11:15 
姚晶晶 

（线上） 
中南大学 电催化臭氧去除水中抗生素的机制研究 

3 11:15-11:30 
谭新义 

（线上） 
大连理工大学 

碳纳米复合材料的设计构筑及电还原二氧化碳性

能研究 

4 13:30-13:45 
李善霖 

（线上） 

北京工业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镍基结晶/非晶异质结催化剂的重构及其应用研

究 

5 13:45-14:00 纪柚安 河北科技大学 基于氢键作用高效分离洗油中的吲哚 

6 14:00-14:15 姚志强 山东大学 
碳纤维表面低温生长碳纳米管及其增强复合材料

界面性能的研究 

7 14:15-14:30 常诚 浙江大学 面向链结构的聚酯聚合过程新型在线监测方法 

分会场负责人：项老师（13100654280）、曹老师（13456972661） 

 

（三）新能源材料专题 

会议时间：2022年 7月 19日 

会议地点：文体中心一楼会议室 

序号 时  间 报告人 单  位 内   容 

1 9:00-9:15 
蔡京升 

（线上） 
复旦大学 高比能锂硫电池的理性设计 

2 9:15-9:30 
冯涛 

（线上） 
南方科技大学 Mg3Bi2基材料中巨大磁热电效应研究 

3 9:30-9:45 李媛媛 浙江大学 
聚酰亚胺基复合材料的构筑及其在锂电池/超电

领域的应用 

4 9:45-10:00 韩继龙 河北科技大学 无机纳米陶瓷膜在盐湖提锂中的应用研究 



5 10:15-10:30 陈子威 北京大学 先进碱金属离子电池电极材料构效关系探究 

6 10:30-10:45 陈亨权 厦门大学 氧还原催化剂的原位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研究 

7 10:45-11:00 包海洪 天津科技大学 电催化剂材料的构效关系研究 

分会场负责人：汪老师（18401685190）、俞老师（18401447097） 

 

（四）生物与医药专题 

会议时间：2022年 7月 19日 

会议地点：文体中心二楼会议室 

序号 时  间 报告人 单  位 内   容 

1 9:00-9:15 
林官华 

（线上） 
深圳大学 微纳功能材料制备、操控及应用 

2 9:15-9:30 叶文博 浙江工业大学 天然高分子纳米材料的调控制备及其应用 

3 9:30-9:45 刘玉斌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 
低出血抗凝新药——重组新蛭素的临床研究 

4 9:45-10:00 王力 南方科技大学 
手性传递与放大机制在手性小分子和手性高分子

的制备方面的研究 

5 10:15-10:30 伍普华 澳门大学 

Discovery of novel 

dichloroacetophenone(DAP)-biphenylsulfone ethers 

as potent pyruvate dehydrogenase kinases (PDHKs) 

allosteric inhibitor with anti-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activity 

6 10:30-10:45 陈宏杰 光谷生物城 
白内障模型的评价及其在抗白内障药物筛选中的

作用 

7 10:45-11:00 刘晓玲 武汉大学 
基于含 C-O键柔性构筑单元的三维共价有机框架

的设计合成及性能探究 

分会场负责人：项老师（13100654280）、曹老师（13456972661） 

 

 

 



三、 温馨提示 

（一）疫情防控 

为做好本次论坛的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请各位报告人关注微信群中发布的疫

情风险地区来衢返衢人员健康管理措施的工作提示，若因疫情防控需调整参会方

式请于 7月 14日前及时告知各分会场负责人。 

现场参会人员请在 7月 17日下午 16:00前完成疫情防控信息报备上传当日

健康码、通信行程卡、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省外来衢需进行落地核酸检测），

请打开链接：【腾讯文档】参会人员疫情防控信息报备， 

https://docs.qq.com/form/page/DZEdHdG94V1pZalZs 或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 

 

（二）交通方式 

1、衢州国际大酒店信息： 

地址：衢州市柯城区三衢路 127号 

电话：0570-8889888；0570-8030288 

酒店距离衢州机场 6.4公里，打车约 17分钟； 

距离衢州火车站 2.7公里，打车约 9分钟； 

距离市中心 2公里，打车约 8分钟； 

距离衢州孔庙 3公里，打车约 11分钟； 

距离衢州古城墙 1.8公里，打车约 8分钟； 

距离水亭门 2.7公里，打车约 10分钟； 

距离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 7.2公里，打车约 14分钟。 

2、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信息： 

地址：衢州市柯城区浙大路 99号 

网址：http://izq.zj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