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腐 蚀 与 防 护 学 会 

第十一届全国腐蚀与防护大会通知 

（第二轮） 

为推动我国腐蚀学科、腐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搭建腐

蚀学科的“政、产、学、研、用”的交流平台，中国腐蚀与

防护学会拟定于 2021 年 7 月 2 日-7 月 4 日在辽宁省沈阳市

召开“第十一届全国腐蚀与防护大会”，针对业内的热点问

题，以促进相关学科建设发展、推动科技发展创新为目的，

全面展示近年来国内外本学科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全国腐蚀与防护大会”是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每两年

举办一次的全国性学术年会。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届，是国内

腐蚀科学领域学术水平最高、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全国性

重要会议，为全国科研机构进行交流、展示腐蚀科研成就提

供了平台，同时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窗口。 

会议诚挚邀请国内外从事腐蚀与防护相关领域基础研

究与应用开发、仪器研制以及产业界的同仁共聚沈阳，交流

和展示最新研究成果，共同推进腐蚀与防护科学技术在国民

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同时欢迎企事业单位积极赞助本次大会！ 

一、会议时间 

2021 年 7 月 2-4 日（2 日报到，3-4 日开会） 

二、会议地点：辽宁沈阳 

三、会议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二）承办单位 

东北大学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沈阳理工大学 

（三）大会荣誉主席（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文江、毛新平、左  禹、乔利杰、刘正东、李  卫、

李  劲、李金桂、李铁藩、杨德钧、吴维弢、宋诗哲、

张统一、陈光章、周克菘、周  廉、柯  伟、聂祚仁、

徐滨士、翁宇庆、涂善东、谢建新、褚武扬、潘复生 

（四）会议主席 

薛群基、侯保荣、宫声凯、王福会 

（五）执行主席 

李晓刚、董俊华、孙  杰 

（六）副主席（按姓氏笔划为序） 

任子平、刘建华、孙明先、李  劲、吴建华、吴  勇、

汪的华、张  盾、张政军、陆  峰、赵景茂、胡文彬、

桂泰江、韩  冰 

（七）秘书长 

杜翠薇 

（八）学术委员会主任 

乔利杰、李  劲 

（九）学术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立平、王浩伟、王晶晶、方志刚、帅茂兵、冯  超、

冯耀荣、吕战鹏、刘小辉、刘光明、刘秀生、刘宏芳、

刘  静、闫永贵、汤智慧、李  瑛、李伟华、李茂东、



李杰训、李美栓、肖世猛、何  鸣、张小阳、张  昭、

张  剑、张启富、张昌兴、张俊喜、陈  新、邵丕彦、

林树青、郑玉贵、胡吉明、郭兴蓬、黄彦良、常  炜、

宿彦京、彭  晓、董超芳、蒋益明、韩恩厚、雍兴跃、

蔡建平、蔺存国、谭立武、薛  飞、魏世丞 

（十）组织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  美、于  露、王长罡、王东林、王  涛、王鲁宁、

王  鹏、王群昌、尹成先、付山林、付朝阳、冯洪臣、

朱立建、刘  莉、刘智勇、江社明、汤智慧、孙  成、 

孙志华、孙  辉、杜艳霞、杜  敏、李久青、李金许、

杨文忠、杨  帆、肖  葵、吴  军、吴欣强、何仁洋、

何树全、辛明亮、宋光铃、宋影伟、张大全、张小红、

张达威、张贤慧、张  波、张钦京、张  涛、张  雷、

陈  云、武裕民、范  益、林修洲、杭玉宏、岩  雨、

周  欣、赵永庆、胡  洋、柳  伟、段金娣、段继周、

侯  捷、徐大可、凌云汉、高克玮、郭志达、唐聿明、

曹发和、康华峰、彭群家、董泽华、程学群、曾荣昌、

鞠鹏飞 

四、会议日程及分会场设置 

（一）会议日程 

日期 内容安排 人员 

7月 2日 报到 全体会议代表 

7月 3日上午 
开幕式暨大会特邀报告会、

颁奖典礼等 
全体会议代表 

7月 3日下午 分会场讨论 全体会议代表 

7月 4日全天 分会场讨论 全体会议代表 

7月 5日上午 离会 全体会议代表 



大会包括：开幕式暨大会特邀报告会、颁奖典礼（中国

腐蚀与防护学会最高学术成就奖和最高工程技术成就奖、杰

出青年学术成就奖、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第二届会士、2020

年度学会科技奖）、分会邀请报告、口头报告、产品及成果

展。同期还将召开 2021 海峡两岸及粤港地区腐蚀与防护青

年科学家学术论坛、AMPP 分会场等活动。 

（二）分会场及会场主席设置 

序号 分会场名称 会场主席 工作单位 

1 
腐蚀电化学与

腐蚀监检测 

李  瑛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汪的华 武汉大学 

董泽华 华中科技大学 

曹发和 中山大学 

2 

耐蚀材料发展

与耐蚀机理研

究 

任子平 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 

程学群 北京科技大学 

康华峰 耐蚀钢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 
轻合金耐蚀机

理与表面处理 

宋光铃 厦门大学 

张  涛 东北大学 

宋影伟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4 
高温腐蚀与防

护 

宫声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美栓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王福会 东北大学 

5 
自然环境（大气

/水/土壤）腐蚀 

李晓刚 北京科技大学 

吴  军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 

张  波 青岛钢研纳克检测防护技术有限公司 

孙  成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序号 分会场名称 会场主席 工作单位 

6 

力学化学腐蚀

与防护（应力腐

蚀/腐蚀疲劳/

氢脆/核材料环

境） 

乔利杰 北京科技大学 

李金许 北京科技大学 

吴欣强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张  雷 北京科技大学 

刘智勇 北京科技大学 

彭群家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7 缓蚀剂与应用 

郭兴蓬 广州大学 

赵景茂 北京化工大学 

杨文忠 南京工业大学 

张大全 上海电力大学 

8 
先进涂层及表

面处理 

吴建华 集美大学 

桂泰江 海洋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达威 北京科技大学 

魏世丞 装甲兵工程学院 

林修洲 四川轻化工大学 

9 
电化学保护与

应用 

孙明先 中船重工第七二五研究所 

杜  敏 中国海洋大学 

闫永贵 中船重工第七二五研究所 

杜艳霞 北京科技大学 

冯洪臣 廊坊盈波管道技术有限公司 

10 
海洋新材料及

防护技术 

韩  冰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方志刚 海军研究院 

王立平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院 

赵永庆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序号 分会场名称 会场主席 工作单位 

肖  葵 北京科技大学 

段继周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11 
多相流腐蚀与

防护 

郑玉贵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柳  伟 北京科技大学 

12 
航空航天领域

的腐蚀与防护 

陆  峰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刘建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彭  晓 南昌航空大学 

鞠鹏飞 航天科技八院 

13 
微生物腐蚀与

防护 

张  盾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刘宏芳 华中科技大学 

徐大可 东北大学 

王  鹏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14 
生物材料腐蚀

与防护 

王鲁宁 北京科技大学 

岩  雨 北京科技大学 

曾荣昌 山东科技大学 

15 

青年科学家论

坛暨海峡两岸

及港澳地区青

年科学家论坛 

汪的华 武汉大学 

董超芳 北京科技大学 

唐聿明 北京化工大学 

刘  莉 东北大学 

张达威 北京科技大学 

于  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小红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16 
AMPP 分会场-

智能腐蚀控制 

董俊华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张达威 北京科技大学 



五、会议摘要征集及会议注册 

（一）论文摘要征集 

1.参会代表可自愿提交论文摘要，论文摘要提交网址：

http://member.cscp.org.cn/fair/356。 

2.大会组委会将从提交摘要的参会代表中选取一部分优

秀摘要作为分会场报告人。 

3.论文摘要提交请按要求在会议系统提交，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30 日。 

（二）会议注册 

注册方式：大会采用在线注册，参会人员需登录会议网

站：http://member.cscp.org.cn/fair/356，自行注册，并完善发

票及其他相关信息。 

代表类型 
提前缴费 

(2021 年 6 月 18 日前) 

现场缴费 

(2021 年 6 月 19 日后) 

代表 2500 RMB 2600 RMB 

注册会员代表 2200 RMB 2500 RMB 

学生 1400 RMB 1600 RMB 

注册学生会员 1300 RMB 1500 RMB 

1、个人会员（包括会员、学生会员）入会方式参见：

www.cscp.org.cn 中【会员中心】，也可在会议系统中进入会

员注册。 

2、注册费支付分系统扫码支付、网银支付、线下银行

汇款、现场支付等 4 种付款方式。 

（1）系统扫码支付、网银支付：只提供增值税电子普

通发票。请按照系统操作指引认真填写开票信息，确保无误

后自行开具。 

（2）线下银行汇款：如需开具纸质版增值税普通发票

http://member.cscp.org.cn/fair/356
http://member.cscp.org.cn/fair/356


或增值税专用发票，请选择银行汇款。 

汇款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升路支行 

账号：0200006209089135234  

备注：（请注明“腐蚀大会”和代表姓名） 

（3）现场支付：会议报到时刷卡、微信、支付宝进行

支付，会后开具纸质发票。 

六、会议展示展览及协办赞助 

会议诚邀相关单位成为本次大会的支持单位和展示单

位，在大会期间向参会代表宣传和展示企业成果、形象及产

品。展览及资助方案详见会议网站，欢迎来电详询。 

七、联系方式 

参加会议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杨帆（010-62397591；yangfan6090@163.com） 

论文摘要提交 

于露（010-62397592；yulu_eva@126.com）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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