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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论坛组织机构 
 

主 办 单 位：台湾区复合材料工业同业公会 

江苏省复合材料学会 

台湾化学科技产业协进会 

南京先进复合材料产业化促进协会 

台湾强化塑料协进会 
                 

承 办 单 位：  台湾远东科技大学 

协 办 单 位： 
（排名不分先后） 

新竹清华大学 

中国文化大学 

台北科技大学 

新竹交通大学 

弘光科技大学 

台湾科技大学 

逢甲大学 

台湾大学 

成功大学 

大同大学 

联合大学 

高雄大学 

淡江大学 

宜兰大学 

高雄应用科技大学 

中华科技大学 

南台科技大学 

昆山科技大学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 

财团法人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 

财团法人塑料工业技术发展中心 

台湾尖端材料科技协会 

台湾区石油化学工业同业公会 

台湾橡胶暨弹性体工业同业公会 

台湾区合成树脂接着剂工业同业公会

台湾区染料颜料工业同业公会 

台玻集团 

华立集团 

嘉鸿集团 

和成欣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兴化学材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恩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财兴股份有限公司 

华进股份有限公司 

德宏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科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河海大学 

南京工程学院 

金陵科技学院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南京中大精密合金有限公司 

南京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金宁三环富士电气有限公司 

南京金宁电子集团 

南京诺尔泰复合材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阴协统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江苏先进无机功能复合材料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迪皮埃复材构件(太仓)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 研究所 

江苏省纳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南京瑞迪高新技术公司 

南京金杉汽车工程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立汉化学有限公司 

南京建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宿迁市高性能复合材料产业集聚区 

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 

镇江经济开发区 

哈尔滨市南岗产业园区 

哈尔滨市新材料协会 

哈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昌和化学新材料（江苏）有限公司 

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 

哈尔滨黑龙伟业碳纤维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芳磊蜂窝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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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誉主席：林伯实、杜善义、张瑞钦、戴顺智、吕佳扬、吴澄清、王春生、王元仁、沈 健、聂 宏 

 

会 议 主 席：马振基、陶    杰、钟明吉 

 

会 议 副 主 席：韦光华、陈景祥、王  珏、贾叙东 
 

学术委员会成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毛    春、王    珏、王    玲、王    燕、王    璐、王珠银、王继隆、王权泉、申明霞、白志中、朱丽珺、

江金龙、江毅成、朱东升、何秀桥、何娉婷、吴文胜、吴昌谋、李    利、李有丰、李俊谊、李悌谦、

汪金普、沈铭原、邢文灏、周永发、周德刚、孟凡钧、官振丰、杭祖圣、林立章、林再文、林志善、

林姿廷、林英民、林原彰、林清安、林铭伟、芮祥鹏、邱佑宗、邱长埙、邱显堂、施冬健、胡元东、

时留新、祝新俊、施文杰、郝凌云、马振基、崔益华、张    燕、张文前、张志鹏、张建峰、张博明、

凌根华、许富凉、郭训忠、陈水龙、陈    飞、陈中屏、陈世杰、陈佩民、陈前玉、陈韦任、陈景祥、

陈嘉勋、陶    杰、傅红卫、傅鹤龄、黄继远、杨文光、叶铭泉、贾叙东、雷    文、赵    谦、刘文博、

刘伟庆、刘雁杰、刘传庆、刘晖麟、潘    蕾、蒋林华、郑少棠、郑国彬、郑登元、郑廖平、萧耀贵、

赖秋君、赖森茂、薛建军、韩大永、罗振扬、罗会安、关旭强 

 

组织委员会： 

主    任：赵珏、崔益华、林文发 

副主任：陈嘉勋、李悌谦 

委    员：陈景祥、官振丰、关旭强、林焜章、彭新志、江金龙、李    利、庄    璨、洪恺妍、彭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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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排程 
 

2015 海峡两岸复合材料论坛主要排程 
日期 时间 主要内容 地点 

08 月 11 日 

(境内外代表) 
14:00-24:00 

报到注册 

酒店入住 

欢迎晚宴 

台南桂田酒店 一楼大厅 

安排 远东科技大学参访 

08 月 12 日 

(境内外代表) 

8:30-9:20 报到 (远东科技大学 国际会议厅外 交谊厅) 

9:20-10:00 

大会开幕式 

(一)贵宾致词 

(二)签署两岸复材

产业合作发展协议

远东科技大学 国际会议厅 

10:00-10:20 合影 远东科技大学 国际会议厅外 交谊厅

10:20-10:50 特邀报告 远东科技大学 国际会议厅 

10:50-11:10 茶歇 

11:10-12:10 特邀报告 远东科技大学 国际会议厅 

12:10-13:15 午餐 远东科技大学 国际会议厅外 交谊厅

13:15-14:30 分会场报告 远东科技大学 国际会议厅   

14:30-14:45 茶歇 

14:45-16:00 分会场报告 远东科技大学 国际会议厅、演讲厅 

16:15-17:45 

两岸商机综合

座谈— 新产品

及新技术发表 

远东科技大学 国际会议厅 

17:45-18:30 由主会场乘坐巴士至餐厅 

18:30-20:30 晚宴 台南桂田酒店 

20:30- 自由活动 

08 月 13 日 

(境内外代表) 

8:00-9:00 下榻饭店乘坐巴士至考察地点 

9:00-12:30 技术考察 嘉鸿游艇集团、华立集团 

12:30-14:00 午餐 高雄君鸿国际酒店午餐 

14.00-15:00 乘坐巴士至台南市 

15:00-18:30 文化考察 府城孔庙,安平古堡,亿载金城 

18:30-20:30 晚宴 台南国宴餐厅(安平) 

20:30- 由晚宴会场乘坐巴士至下榻饭店或自行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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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海峡两岸复合材料论坛议程 
08 月 12 日上午 9:20-12:10 

开幕式与特邀报告 
时间:  9:20-12:10 
地点:  国际会议厅 

2015 海峡两岸复合材料论坛开幕式 

8:30-9:20 报到（远东科技大学 国际会议厅） 

9:20-10:00 

大会开幕式 

(一)贵宾致词 

(二)签署两岸复材产业合作发展协议 

10:00-10:20 与会代表拍照合影 (国际会议厅外 交谊厅) 

特邀报告 1 
主持人: 马振基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 10:20-10:50 超混杂复合材料层板及应用 

陶 杰 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江苏省复合材料学会 

常务副理事长 

     10:50-11:10           茶歇 

特邀报告 2 
主持人: 陶杰 

2 11:10-11:30 
高性能石墨烯复合材料制备特性与应

用 

马振基 教授 

清华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教育部国家讲座主持人

强化塑料协会理事长 

3 11:30-11:50 纺织材料在复合材料的创新应用 
白志中 所长 

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 

4 11:50-12:10 
复合材料模流分析的最新应用与发展

方向 

孙士博 博士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会议期间个别代表因故可能使发言人士、顺序或题目临时调整，以最新通知为准。 

 



 

‐ 6 ‐ 
 

2015 海峡两岸复合材料论坛议程 
08 月 12 日下午 13:15-17:45 

分场会报告 
时间:  13:15-17:45 
地点:  国际会议厅 

结构与其他先进复合材料分会场: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郝凌云、李有丰 

1 13:15-13:30 复材微结构仿真与整合结构分析 
孙士博 博士 

科盛公司/技术经理 

2 13:30-13:45 
GFRP 版桩挡土墙应用于集水区护岸之

研究 
李有丰 教授 
台北科技大学 

3 13:45-14:00 
Ti/PEEK/Cf 超混杂层板的低速冲击性

能研究 

潘蕾 副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4 14:00-14:15 
Carbon  Fiber  (CF)  Reinforcements  for 
Polymer  Matrix  Composites:  Carbon 
Fiber Surface treatment 

王献纬  先生 
财团法人塑料工业技术展中心

5 14:15-14:30 
金门海滨石蚵田人行道及桩系统之数

值分析 
陈水龙 教授 
台北科技大学 

      14:30-14:45       茶歇/商机展示会展览现场 

主持人: 陈景祥、薛建军 

6 14:45-15:00 
RuxSey/石墨烯复合催化剂的制备及

其性能研究 

赵媛 博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15:00-15:15 
纤维强化杜塞型聚胺基甲酸酯改质酚

醛树脂拉挤成型复合材料 

陈景祥 教授 

中国文化大学 

8 15:15-15:30 
环境效应对奈米碳管/石墨烯微片补强碳

纤维复合材料积层板机械性质之研究 
沈铭原 助理教授 
中华科技大学 

9 15:30-15:45 碳纤维复合材料应用加工 
刘宏力  先生 

财团法人塑料工业技术展中心

10 15:45-16:00 GFRP 构件于预铸式绿围篱应用之研究 
林原彰 总经理 

华进玻璃胶股份有限限公司 

16:00-16:15 商机展示会展览现场/回到国际会议厅参加综合座谈 

16:15-16:30 两岸复合材料互动与商机 
赵珏 秘书长 

台湾区复合材料工业同业公会

16:30-17:30 厂商新技术与商机发表  

大陆 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肯

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镇江经济技术开发

区（海峡两岸（镇江）新材料产业合作示

范区）)、宿迁市高性能复合材料产业集聚

区,台 2(美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奈科

技有限公司) 

17:30-17:45 综合讨论 
马振基 讲座教授 

王珏 教授 
赵珏 秘书长 

会议期间个别代表因故可能使发言人士、顺序或题目临时调整，以最新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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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海峡两岸复合材料论坛议程 
08 月 12 日下午 13:15-17:45 

分场会报告 
时间:  13:15-17:45 
地点:  演讲厅 

功能性复合材料分会场(I):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贾叙东、林熴章 

1 13:15-13:30 
树脂硬化剂添加量对环氧树脂孔隙率及

机械性质之影响

梁智翔 博士 
台湾塑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 13:30-13:45 
白蜡油及滑石粉对聚乳酸超临界二氧化

碳批次发泡之影响 
林熴章 副教授 
远东科技大学 

3 13:45-14:00 蜜胺微球绿色制备技术及其应用初探 杭祖圣 副教授 

南京工程学院 

4 14:00-14:15 
一步法以水性聚氨酯制备水相和有机

相碳点及其荧光性能调控 

贾叙东 教授 

南京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5 14:15-14:30 
Sound-absorbing Properties of Electrospun 
PVDF-Carbon Nanotube Nanofiber 
Membranes 

周珉卉 小姐 
台湾科技大学 

     14:30-14:45     茶歇/商机展示会展览现场 

主持人: 李利、彭新志 

6 14:45-15:00 奈米复合材料于生物医学之应用研究 
马振基 教授/林志文 先生 

清华大学化工系 

7 15:00-15:15 
合成生物学在蛋白质材料合成中的应

用 

王珠银 教授 

河海大学 

8 15:15-15:30 
生物材料表面亲水性对其血液兼容性

的影响机制研究 

李利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9 15:30-15:45 
冠脉支架抗凝血复合涂层材料的制备

及其性能研究 

毛春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10 15:45-16:00 
芬欧汇川生物复合材料及发展 韩大永 经理 

芬欧汇川（中国）有限公司 

16:00-16:15 商机展示会展览现场/回到国际会议厅参加综合座谈 

16:15-16:30 两岸复合材料互动与商机 
赵珏 秘书长 

台湾区复合材料工业同业公会

16:30-17:30 厂商新技术与商机发表  

大陆 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肯

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镇江经济技术开发

区（海峡两岸（镇江）新材料产业合作示

范区）)、宿迁市高性能复合材料产业集聚

区,台 2(美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奈科

技有限公司) 

17:30-17:45 综合讨论 
马振基 讲座教授 

王珏 教授 
赵珏 秘书长 

会议期间个别代表因故可能使发言人士、顺序或题目临时调整，以最新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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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海峡两岸复合材料论坛议程 
08 月 12 日下午 13:15-17:45 

分场会报告 
时间:  13:15-17:45 
地点:  6F 阶梯教室 

功能性复合材料分会场(II):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江金龙、申明霞 

1 13:15-13:30 
一种反应性 P-N 膨胀阻燃剂化学阻燃

尼龙 66 树脂 

吕文晏 博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13:30-13:45 
微胶囊化聚磷酸铵之制备及其聚氨基

甲酸酯复合材料难燃性研究 

江金龙 教授 
弘光科技大学 

3 13:45-14:00 
苯甲酸/硬脂酸复合改性剂对 PP/麦秸

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雷文 教授 

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 

4 14:00-14:15 
接口活性剂对石墨烯复合材料的电阻率

影响 
江姿萱 副教授 
国立联合大学 

5 14:15-14:30 
Mechanical  and  open  hole  tensile 
properties  of  self‐reinforced  recycling 
PET composites             

赖玟佑    先生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材料系 

     14:30-14:45     茶歇/商机展示会展览现场 

主持人: 杨国明、朱丽珺 

6 14:45-15:00 
酚醛树脂/六羰钼制作碳/碳复合材料

之性质研究 

陈韦任 助理教授 
中华科技大学 

7 15:00-15:15 
过渡金属掺杂氧化锌的制备及光催化

降解性能 

朱丽珺 教授 

南京林业大学 

8 15:15-15:30 
陶瓷粉体表面的纳米粒子包覆及性能

评价 

张建峰 教授 

河海大学 力学与材料学院

9 15:30-15:45 
混练石墨烯/聚氯化乙烯制备强化功能性

复合材料之研究 
杨国明 教授 
正修科技大学 

10 15:45-16:00 
Introduce  Huntsman's  New  developed 
Advanced  composite  Materials  &  its 
applications 

邹灼亮  经理 
亨斯迈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6:00-16:15 商机展示会展览现场/回到国际会议厅参加综合座谈 

16:15-16:30 两岸复合材料互动与商机 
赵珏 秘书长 

台湾区复合材料工业同业公会

16:30-17:30 厂商新技术与商机发表  

大陆 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肯

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镇江经济技术开发

区（海峡两岸（镇江）新材料产业合作示

范区）)、宿迁市高性能复合材料产业集聚

区,台 2(美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奈科

技有限公司) 

17:30-17:45 综合讨论 
马振基 讲座教授 

王珏 教授 
赵珏 秘书长 

会议期间个别代表因故可能使发言人士、顺序或题目临时调整，以最新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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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一、报到 

会议注册：08 月 11 日 14:00－24:00 台南桂田酒店 一楼大厅 (台南市永康区永安一街 99 号；06-2438999) 

08 月 12 日 08:30－09:20 远东科技大学大国际会议厅外交谊厅 (台南市新市区中华路 49 号) 

         注 册 费：(1)境内代表 NT 3000 元/人(台湾化学科技产业协进会会员九折)，境内学生代表 NT  
                     1000 元/人(凭学生证)：含 12 日午晚宴与所有资料，学生不含晚宴。 

汇入账号：台北富邦银行 龙江分行 307-102-006451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强化塑料协进会。 

      请于 07 月 31 日前缴交收据并传真至 02-27189639 或 email 至 gfrp@ms54.hinet.net 洪恺妍小姐收 

             (2)境外代表 CNY 1000 元/人，境外学生代表 CNY500 元/人(凭学生证)：含 11 日晚

宴、12 日午晚餐、所有数据               

技术考察费:境外代表 CNY 500 元/人，境外学生代表 CNY300 元/人(凭学生证)：含 13 日午晚餐及交通费 

观光旅游：8 月 14 日~8 月 17 日境外代表自行付担 

二、参会 

1、参会凭代表证进入会场，请妥善保管参加证件，如遗失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会议期间，请佩带参会

证件。 

2、按会议日程和作息时间，准时参加各项活动。 

3、开会期间，请关闭手机或调至振动状态。 

4、如有疑问请向会务组咨询。 

三、就餐 

1、会议代表凭餐劵就餐。 

2、08 月 11 日住宿与晚餐安排在台南桂田酒店                     时间:18:30－20:30 

08 月 12 日午餐安排在远东科技大学 第一餐厅                  时间:12:10－13:15 

08 月 12 日晚宴安排在台南桂田酒店                           时间:18:30－20:30 

08 月 13 日午餐安排高雄君鸿国际酒店(77 楼皇廷俱乐部),         时间:12:30－14:00 

08 月 13 日晚宴安排台南安平国宴                             时间:18:40－20:00 

3、有特殊饮食要求者请提前告诉会务组。 

四、会务组主要工作人员及联系方式 

台湾区复合材料工业同业公会  洪恺妍     电话：02-27150811         E-mail：gfrp@ms54.hinet.net 

远东科技大学永续材料中心 秘书 郑雅文   电话：06-5979566 转 7989   E-mail：pink@cc.feu.edu.tw 

五、会议会场、晚宴与饭店地址 

会议会场：远东科技大学 三德楼 9F 国际会议厅  地址：台南市新市区中华路 49 号  电话：0922948363 

住宿饭店及晚宴会场：台南桂田酒店        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永安一街 99 号      电话：06-2438999 

08/13 午宴会场：高雄君鸿国际酒店       地址：高雄市苓雅区自强三路 1 号 37~85 楼  电话：07-5668000 
08/13 晚宴会场：台南安平国宴             地址：台南市安平区安平路 408-1 号      电话：06-280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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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参加会议的代表住宿费自理，离开前，请到总台办理退房手续。 

七、会议网址   

http://www.feu.edu.tw/adms/iac/2015csfc/index.html 

 

会议地点与住宿饭店交通路线 

 

会议地点: 台南 远东科技大学 交通路线(台南市新市区中华路 49 号)  

 

住宿及晚宴信息 :台南桂田酒店：http://www.queenaplaza.com/tainan/ 

08 月 13 日晚宴 (台南安平国宴) ：  http://www.chous.com.tw/resteaurant/equip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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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海峡两岸复合材料论坛 

论文列表 

第一部分  境内代表 

序

号 
姓名 单位 论文题目 

1 林熴章*, 陈嘉勋, 官振丰, 关旭强, 
彭新志 kclin@cc.feu.edu.tw 
(口头报告) 

远东科技大学 加工油及滑石粉对聚乳

酸超临界二氧化碳批次

发泡之影响 
 

2 Chang-Mou Wu*, Wen-You Lai 
 
cmwu@mail.ntust.edu.tw 
(口头报告)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pei 
10607, Taiwan,  

Mechanical and open 
hole tensile properties of 
self-reinforced recycling 
PET composites 

3 C. M. Wu*, M. H. Chou, J. Y. Lee, Y. 
C. Huang, W. Y. Zeng  
 
cmwu@mail.ntust.edu.tw 
(口头报告)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nd-absorbing 
Properties of Electrospun 
PVDF-Carbon Nanotube 
Nanofiber Membranes 
 

4 曾建铭*, 杨文都
e11@mail.tangeng.com.tw 
 

国立高雄应用科

技大学化学工程

与材料工程学系 

不锈钢制程增硫及硫回

收率探讨 

5 *张志宇、李冠廷、萧豪毅、张佑嘉、

黄文冠 
 
changcyu@fcu.edu.tw 
(口头报告) 

逢甲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系 
 

以原子层沉积技术实现

低温制程、高性能、高

稳定性半透明钙钛矿太

阳能电池 

6 林柏睿,曾信雄 
 
bala2046tw@gmail.com 

台湾大同大学材

料工程所 
以添加奈米碳管之酚醛

树脂致密化碳/碳复合

材料 
7 张雅晴, 王健哲, 罗介聪

tsunglo@mail.ncku.edu.tw 
国立成功大学化

学工程系 
热可塑性高分子/有机

改质水滑石奈米复合材

料之制备与性质分析 
8 陈韦任、江金龙、叶铭泉、马振基、

沈铭原 
 
myshen@cc.hc.cust.edu.tw 
(口头报告) 

中华科技大学航

空机械系 
环境效应对奈米碳管/
石墨烯微片补强碳纤维

复合材料积层板机械性

质之研究 

9 陈韦任 1、江金龙 2、叶铭泉 3, 4、马振

基 5、沈铭原 
 
myshen@cc.hc.cust.edu.tw 
(口头报告) 

中华科技大学航

空机械系 
碳气凝胶/石墨烯微片

之协同效应对环氧树脂

及其复合材料积层板机

械性质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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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智翔、林铭源、沈铭原* 
myshen@cc.hc.cust.edu.tw 
(口头报告) 

中华科技大学航

空机械系 
树脂硬化剂添加量对环

氧树脂孔隙率及机械性

质之影响 
11 蔡逸群, 李唯钧, 李冠璟, 杨文督, 

黄昭铭 
 
james810221@gmail.com 

高雄应用科技大

学化材所 
非对称超级电容用星状

MnO2/椰纤维活性碳电

极制备与研究 

12 江姿萱, 刘春煜 
 
thchiang@nuu.edu.tw 
(口头报告) 

国立联合大学能

源工程学系 
接口活性剂对石墨烯复

合材料的电阻率影响 

13 杨国明 
 
yanggm0524@gmail.com 
(口头报告) 

正修科技大学化

妆品与时尚彩妆

系 

混练石墨烯/聚氯化乙

烯制备强化功能性复合

材料之研究 

14 杨国明 
 
yanggm0524@gmail.com 

正修科技大学化

妆品与时尚彩妆

系 

混练聚乳酸/水库淤泥

粉体制备复合材料之研

究 
15 沈铭原, 陈韦任, 官振丰, 关旭强, 

杨家铭, 江金龙 
 
dragon@sunrise.hk.edu.tw 
(口头报告) 
 

弘光科技大学环

境与安全卫生工

程学系 

微胶囊化聚磷酸铵之制

备及其聚氨基甲酸酯复

合材料难燃性研究 

16 沈铭原，陈韦任，阮昆毓，谢宗翰* 
thhsieh@cc.kuas.edu.tw 

国立高雄应用科

技大学模具工程

系 

以奈米硅球补强环氧树

脂之磨耗特性研究 

17 陈韦任，沈铭原，李懿伦，曾圣修，

江金龙，马振基，林姿廷，叶铭泉* 
 
d937716@oz.nthu.edu.tw 

中华科技大学航

空机械系 
酚醛树脂/六羰钼制作

碳/碳复合材料之性质

研究 

18 林志谦，陈景祥* 

 

cjx@faculty.pccu.edu.tw 
(口头报告) 

中国文化大学化

学工程与材料工

程学系 

纤维强化杜塞型聚胺基

甲酸酯改质酚醛树脂拉

挤成型复合材料(I) 

19 陈韦任, 陈煜达, 陈景祥* 
cjx@faculty.pccu.edu.tw 

中国文化大学化

学工程与材料工

程学系 

以混练法制备聚乳酸/
改质奈米钛复合材料之

研究 
20 苏进成*, 李殷硕, 吴逸莒 

ccsu@nuk.edu.tw 
高雄大学化学工

程及材料工程学

系 

聚乳酸酯/氧化锌量子

点混成材料之制备 

21 苏进成*, 杨秉勋, 曾云培, 吴逸莒 
ccsu@nuk.edu.tw 

高雄大学化学工

程及材料工程学

系 

聚乳酸酯/硒化镉混成

材料之热行为与荧光特

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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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苏进成*, 吴家安, 曾云培 
ccsu@nuk.edu.tw 

高雄大学化学工

程及材料工程学

系 

环氧树脂/二氧化硅奈

米复合材料固化反应动

力研究 

23 Chen-Chi M. Ma*, Wei-Hao Liao, 
Sheng-Tsung Hsiao,  
Yu-Sheng Wang, Shin-Ming Li, and 
Sheng-Chi Lin 
(特邀报告) 

 
国立清华大学化

工系 

Preparation of 
Polyhedral Oligomeric 
Silsesquioxanes 
Modified Graphene 
Oxide/Polyimide 
Composites with 
High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Low 
Dielectric Constant 

24 余忠政,李有丰, 
林原彰,何静宜 

(口头报告) 

国立台北科技大

学土木工程系 
GFRP构件于预铸式绿

围篱应用之研究 

25 陈敬凯,李有丰 
(口头报告) 

国立台北科技大

学土木工程系 
GFRP 版桩挡土墙应用

于集水区护岸之研究 
26 洪昭南*, 颜群哲 

hong@mail.ncku.edu.tw 
 

国立成功大学化

学工程学系 
以电浆火炬合成奈米粒

子以制备高透明度耐磨

耗奈米复合光学膜 
27 Chien-Ju Hung *, Su-Tai Lin,  Lin 

C.A 
国立清华大学 金属双极板基材腐蚀特

性研究 

28 黄俊翰、潘良修、李建良* 
 

国立高雄应用科

技大学 
碳材载体对钯铂合金奈

米触媒之电催化特性影

响 
29 孙于芸、陈景祥*、巫俊贤 

 
东方设计学院, 
中国文化大学 

聚苯乙烯-氧化铝复合

材料之型态学与热性质

探讨 
30 廖佑笙 惠柏新材料科技

（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高端复合材料环氧树脂

体系之特性及应用研究

31 陈柏亨, 蔡逸群, 潘冠廷, 林文崇, 
黄昭铭 
 
s0911009629@gmail.com 
 
 

昆山科技大学材

料所硕士班 
 

Co3O4/椰纤维活性碳电

极制备及其非对称超级

电容性能 

32 傅鹤龄, 吴佳隆 
(口头报告) 

中国文化大学数

字机电科技研究

所 

如何利用计算机辅助技

术(MATLAB ) 完成系

统实体仿真--以倒单摆

为例说明 
33 C.H. Chao, J.T. Chang*, K.B. 

Cheng(郑国彬) 
 

逢甲大学 Influences of Graphene 
Oxide additives on 
Polyamide 6 Composites 
by Chemical 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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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34 吴国维* 蔡坤男 柯正忠 陈育德 国家中山科学研

究院航空研究所

结构与材料系统

组 

模块化一体成形复材桥

面板之研究 

35 杨智伟*, 蔡韦政 英属开曼群岛商

天奈科技有限公

司台湾分公司 

奈米碳管添加于 SBR丁

苯橡胶复合材料之特性

研究 
36 林玠均,陈水龙,李有丰 国立台北科技大

学土木工程系 
金门海滨石蚵田人行道

及桩系统之数值分析 

 

第二部分 大陆代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论文题目 

1 刘芹，朱娴，包玉

衡，王翠娜，雷文 
(口头报告) 

南京林业大学理学 苯甲酸/硬脂酸复合改性剂对

PP/麦秸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2 吕文晏 1，崔益华

1*，张绪杰 1，成沂

南 1，张响 1，袁锦

瑶 2，张伟 2(口头报

告)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

科学与技术学院 

2 南京立汉化学有限公司 

一种反应性 P-N 膨胀阻燃剂化

学阻燃尼龙 66 树脂 

3 赵媛 1, 薛建军 1，
张传香 2,*，许帅

2(口头报告)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

科学与技术学院 

2 南京工程学院材料工程

学院 

RuxSey/石墨烯复合催化剂的

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4 贾叙东, 顾江江 
(口头报告)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高

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一步法以水性聚氨酯制备水相

和有机相碳点及其荧光性能调

控 

5 Mingxia Shen, 

Yongqin Han, Yi 

Guo, Shaohua Zeng, 

PengpengDuan, 

ZhuyingWang 

College of Mechanics& 

Materials 

Preparation and flame retardant 

properties of polystyrene 

nanocomposites based on 

layered double hydroxides 

6 王冬 1,2,3，石明建
2,3，黄国泓 1,2,3，祝

烨然 1,2,3 

1.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2.南京瑞迪高新技术有限

公司 

3.江苏省水工新材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混凝土裂缝修补高性能环氧灌

浆材料的研究 

7 杨婷婷, 王玲*, 薛

建军, 王璨, 冒韵, 

李弯, 肖成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

学与技术学院 

CS/β-CDP/TiO2 多孔膜材料制

备及含铜废水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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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锦之，罗振扬 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 改性造纸黑液及与聚羧酸减水

剂复配研究 

9 钱爽，任浩 南京林业大学轻工科学与

工程学院 

聚丙烯纤维在聚 3-羟基丁酸酯

与木素酚复合膜中的改性作用

研究 

10 成沂南，崔益华，

吕文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

学与技术学院 

GF 增强 PA66 阻燃复合材料研

究进展 

11 朱丽珺，张海洋 

 

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化学

与材料科学系 

Ag 掺杂 ZnO 颗粒的制备与光

催化性能的动力学分析 

12 何娉婷，薛建军，

黄献礼，杨婷婷，

黄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

学与技术学院 

BiOI/TiO2 复合光催化抗菌材

料的制备及其抗菌性能研究 

13 陈红威，朱皓淼，

李利 

生物医药功能材料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生物医药功能材料

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省生物功能材料重点

实验室 
江苏省生物医药功能材料

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

科学学院 

G 蛋白偶联受体对于人类疾病

的病理生理学研究 

14 张培培，刘红科，

李利 

生物医药功能材料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生物医药功能材料

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省生物功能材料重点

实验室 
江苏省生物医药功能材料

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

科学学院 

碳纳米管的改性及其在医学领

域的应用研究进展 

15 黄涛，刘平生，李

利 

生物医药功能材料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生物医药功能材料

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省生物功能材料重点

实验室 
江苏省生物医药功能材料

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

科学学院 

钛及钛合金表面生物功能化的

研究进展 

16 王静，李利 生物医药功能材料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生物医药功能材料

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省生物功能材料重点

高强度水凝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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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 
江苏省生物医药功能材料

工程研究中心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

科学学院 

17 汪冬冬，崔益华，

王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

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于光固化三维打印技术的

支撑材料 

18 杭祖圣1,2，怀旭2，

黄玉安2王章忠1,2 

1 江苏省先进结构材料与

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2 南京工程学院 

涂料消光的研究进展 

19 殷跃洪，崔益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

学与技术学院 

麻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

研究进展 

20 王轶 , 张文妍 , 顾

菁菁, 郝凌云 

金陵科技学院材料工程学

院 

TiO2@Ag 三维有序结构的制

备及光催化性能研究 

21 郭训忠，范敏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

院 

热压复合钛-铝复合层板组织

及拉伸性能研究 

22 蔡明，祝烨然，刘

兴荣，杜志芹，温

金保，付丹华，刘

蓉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南京

瑞迪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水运船闸工程混凝土性能优化

试验研究 

23 沈东，薛建军，杨

婷婷，李弯，冒韵，

肖成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

学与技术学院 

纳米二氧化钛光催化材料降解

废气中氨的研究 

24 王璨，薛建军，沈

东，肖成伟，李弯，

冒韵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

学与技术学院 

铝材料在有机磷农药废水处理

中应用研究 

25 张响, 崔益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

学与技术学院 

秸秆表面化学改性的研究进展

26 张绪杰，崔益华，

吕文晏，殷跃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

学与技术学院 

新型含磷本质阻燃尼龙 66 的

制备及性能研究 

27 贺敏锐 ,崔益华 ,姜

丹丹，王祥，张聪

超，汪冬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

学与技术学院 

光固化 3D 打印材料性能评价

体系 

28 王祥，崔益华，姜

丹丹，汪冬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

学与技术学院 

光固化三维打印用水性支撑材

料单体聚乙二醇丙烯酸单酯的

制备 

29 姜丹丹，崔益华，

王祥，贺敏锐，汪

冬冬，张保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

学与技术学院 

一种膨胀单体的合成及其对光

固化三维打印（3DP）材料的

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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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展示会 厂商基本资料简介 
摊 位

编号 
公司名称 营业项目 联络人 联络方式 

1 亮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化学原料批发 罗郁淳 

董事长 
+886-6-59795
66#7866 

2 科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Moldex3D 软件 廖淑真 

协理 
+886-6-28261
88# 221 

3 太润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 
连续超临界萃取产品 苏增雄 

经理 
+886-6-59795
66#7827 

4 洪门压克力有限

公司 
塑木、压克力产品 李宛儒 

经理 
+886-2-26202
281#34 

5 颉欣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押出机设备 陈国信 

总经理 
+886-2-22897
271 

6 财团法人中华民

国纺织业拓展会 
市场拓展 、海外营销、产业经贸服务、

资通讯服务、产品设计、推广验证标章
蔡升洋先生 

+886-2-23417
251 ext. 2336 

7 中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特种纤维复合材料行业最大的集研

发设计、产品制造与销售、成套技术与

装备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凌根华 
工程师 

+86-025-5119
8103 

8 南京肯特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 
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以及 PTFE/PEEK
塑料合金等前沿制品的技术研究、产品

开发、销售和服务，产品广泛运用于航

空航天、通讯半导体、汽车、阀门、压

缩机等众多领域。 

陈佩民 
技术总监 

+86-025-8612
5888 

9 苏州芳磊蜂窝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 
专业芳纶纸蜂窝制造商，能充分满足航

空、航天及民用各领域客户对于芳纶纸

蜂窝及其复合材料制品的不同需求 
马春花小姐 

+86-512-6616
8789 

10 华立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 
复合材料、工程塑料、印刷电路板、半

导体、平面显示器、触控面板、光电与

绿能产业的材料与设备 
张夏萍小姐 

+886-7-21643
11@27007 

11 立峰井企业(有)
公司 

各种耐高温、防火、断热、吸音、制震

材料的生产及加工 
谢晓慧小姐 

+886-6-253433
2 

12 上纬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 
以高性能树脂为主要产品，属于新材料

之复合材料(Composite) 产业，而产品主

要应用领域为高度耐腐蚀材料、风力发

电用叶片、质轻高强度之复合材料及

LED 封装等 

陈婉茹小姐 
+886-49-22554
20#112 

13 鼎樫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节能环保设备 张佑铭先生 +886-6-59343

83 

14 英属开曼群岛商

天奈科技有限公

司-台湾分公司 

专司研发生产纳米材料及纳米复合材料
杨智伟 
执行总监 

+886-3-45135
53#12 

15 金财兴股份有限

公司 
台湾唯一玻璃纤维拉挤成型设备之专业

制造厂商 
刘雁杰总经

理 
+886-3-47266
38#12 

16 耀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各類无线通讯产品天线及其他各式高频

通讯产品使用之天线，用途为音频、影

讯传输资料接收功能，产品主要应用于

手持无线产品与笔记本电脑为主 

吴蓁旺先生 
+886-3-363190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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