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金 属 学 会 非 晶 合 金 分 会 
晶字[2017] 03号 

 

关于召开第十一届中国钢铁年会非晶合金分会场暨 

中国金属学会非晶合金分会 2017 年年会的通知 

 

第十一届中国钢铁年会将于 2017 年 11 月 21-22 日（20 日报到）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

中国钢铁年会是中国金属学会主办的两年一次的综合性学术会议，已成功举办过十届，受

到国内外钢铁同行的广泛关注和踊跃参与。 

中国金属学会非晶合金分会将在钢铁年会下设非晶合金分会场，并将其作为非晶合金

分会 2017 年年会合并召开。组委会将邀请国内外知名院士、著名科学家、杰出青年学者及

优秀企业家等出席会议并作报告，总结近期非晶合金研究和应用方面的最新进展和成果。 

热忱欢迎来自全国非晶合金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会议，共同研讨行业

发展方向，分享最新学术进展。 

一、会议内容 

本届年会会议形式为分会场特邀报告、青年千人和优青邀请报告、优秀论文口头报告

以及墙报展览。 

经审稿委员会推荐的优秀论文作者将作年会口头报告，同时其论文将被推荐至《Journal 

of Iron and Steel Research, International》（《钢铁研究学报英文版》），经审查后择优录取，

并于 2018 年上半年编辑出版非晶专刊。 

其余投稿论文将以墙报形式展出，并按 20%-30%的评奖比例对优秀墙报给予嘉奖。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2017 年 11 月 21 日 13:30-17:40，11 月 22 日 08:30-18:00  



 

 

会议地点：北京会议中心东会议厅 

三、会议报告时间安排 

详见附件 1 第十一届中国钢铁年会非晶合金分会场日程安排 

四、论文墙报发布 

1.论文墙报展示时间为：2017 年 11 月 21 日下午至 22 日。 

2.请墙报论文作者参会，并在非会议期间到达墙报展示区，以方便交流。 

3.墙报作者需在 2017 年 11 月 10 日前将电子版墙报（备注非晶合金分会场）发至年会

邮箱 csmscon@csm.org.cn，会议秘书处统一制作并张贴。墙报尺寸为：高 120cm，宽 90cm，

墙报模板详见附件 4。 

五、会议注册及注册费 

（一）会议注册 

本次会议采用电子化注册、电子化报到，推荐在线缴纳注册费。以手机号为电子报到

标识。敬请参会代表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前通过会议网站 http://www.csmscon.com 完成参

会注册、缴费和住房登记，或 11 月 10 日前填写会议注册表（附件 2）发 Email 到会务组邮

箱 csmscon@csm.org.cn，由会务组统一代为完成网上注册。 

会议现场报到时间及地点为：2017 年 11 月 20 日 09:00-22:00，11 月 21 日 07:30-08:30，

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大厅。 

（二）会议注册费用 

报名参加非晶合金分会场的代表均按会员单位代表收费标准收取注册费，请在注册报

名填报个人信息时备注“参加非晶合金分会场”。 

参会代表类型 11 月 10 日之前付费 11 月 10 日之后付费 

会员、单位会员代表 1800 元/人 2000 元/人 

非会员、非单位会员代表 3200 元/人 3500 元/人 

学生 900 元/人 1000 元/人 



 

 

注：参会的学生代表办理注册手续时，请出示有效的学生证件。 

（三）付费方式 

1、在会议网站 http://www.csmscon.com 完成参会注册后，可直接在线支付注册费。请

填写完整发票信息，会务组将据此提前开票，以便参会代表在 11 月 20 日报到现场即可领

取会议费发票。 

2、网上注册后，也可以将注册费线下汇款至中国金属学会： 

户名：中国金属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王府井金街支行 

银行账号：0200000709089116848 

汇单需特别注明：汇款人姓名+报名编号（如：张三+ 00006，报名编号登录年会网站

点击“会议报名及酒店/我的会议”可查看）。 

线下付款请在 2017 年 11 月 10 日前完成，并在现场注册时出示汇款凭据。汇款后请到

会议系统的“个人中心/发票管理”中完善发票信息。单位集体付款可将开票信息（参照附

件 2）发送至年会邮箱：csmscon@csm.org.cn。 

3、11 月 20 日会议报到时，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刷卡支付。 

注：提前注册缴费代表如因故未能参加会议，将扣除相应手续费后退款回原账号。 

六、会议住宿 

本次年会住宿协议酒店为北京会议中心，参会代表可在年会网站

http://www.csmscon.com 预定，因酒店房间紧张，故预付注册费的代表优先预留房间。 

北京会议中心 3、5 号楼标准间价格为 500 元/间·天，9 号楼标准间价格为 580 元/间·天。 

七、交通 

北京会议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88 号。 

交通路线详见附件 3。 

八、会务组联系方式 



 

 

非晶合金分会场联系人：刘  洋，18911690192，liuyang92@atmcn.com 

                  王俊莉，18811343782，wangjunli2012@163.com 

钢铁年会联系人：丁 波（13911128844），高 斌（13671080856），罗光敏（15011512686），

李淑萍，李东迟 

联系电话：010-65133925，65270210，65126576 

传真：010-65124122 

会议邮箱：csmscon@csm.org.cn 

会议网站：http://www.csmscon.com （推荐浏览器：火狐、Chrome） 

 

           

 

附件： 

1. 第十一届中国钢铁年会非晶合金分会场日程安排 

2. 第十一届中国钢铁年会注册表 

3. 交通路线 

4. 第十一届中国钢铁年会墙报模板 

 

 

 

中国金属学会非晶合金分会 

2017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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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十一届中国钢铁年会非晶合金分会场日程安排   

时间：2017 年 11 月 21 日 13:30-17:40  地点：东会议厅 主持人：周少雄、边秀房 

报告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3:30-13:40 致欢迎辞 

13:40-14:00 我国非晶带材产业发展 周少雄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14:00-14:20 低维非晶合金材料和物理 汪卫华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14:20-14:40 超纳双相材料研究进展：原理、工艺、性能与应用 吕坚 香港城市大学 

14:40-15:00 非晶合金的功能性能及应用前景 姚可夫 清华大学 

15:00-15:20 高饱和磁感应强度非晶和纳米晶软磁合金开发 王新敏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

术与工程研究所 

15:20-15:40 年会合影及墙报交流 

15:40-16:00 非晶合金 ：一类高效处理印染废水的新型材料 张海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16:00-16:20 非晶合金的 3D 打印：机遇与挑战 柳林 华中科技大学 

16:20-16:40 高 Bs Fe-Si-B-Cu 系纳米晶合金的组织结构和磁性能研究 张伟 大连理工大学 

16:40-17:00 块体非晶合金的塑韧性研究 惠希东 北京科技大学 

17:00-17:20 我国块体非晶产业化发展 李扬德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7:20-17:40 高损伤容限金属玻璃的断裂行为 徐坚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时间：2017 年 11 月 22 日 08:30-11:50  地点：东会议厅 主持人：王新敏、姚可夫 

报告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从非晶合金断裂到工程材料性能定量联通 张哲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08:50-09:10 铁基非晶合金的晶化机制与磁性改善 王伟民 山东大学 

09:10-09:30 Ce-Ni 合金熔体的互扩散行为 张博 合肥工业大学 

09:30-09:45 
Pressure-induced elastic anomaly in a  

polyamorphous metallic 
曾桥石 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 

09:45-10:00 非晶态材料与物理的计算模拟研究 管鹏飞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10:00-10:15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of dynamical mechanical 

spectroscopy in metallic glasses:  

linear and nonlinear responses 

于海滨 华中科技大学 



 

 

10:15-10:35 墙报交流 

10:35-10:50 
Multi-stage relaxations in metallic glasses  

during isothermal annealing 
王军强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

术与工程研究所 

10:50-11:05 锆铜铝熔体中液-液相变的原位散射研究 兰司 南京理工大学 

11:05-11:20 

Preparation of ductile FeNbB bulk metallic glass with 

excellent magnetic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after 

 annealing optimization 

王安定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

术与工程研究所 

11:20-11:35 
Pressure effects on structure of the phase 

 separation metallic glass 
程昀 山东大学（威海） 

11:35-11:50 晶化对 Gd-Er-Al-Co 金属玻璃磁热性能的调控 罗强 同济大学 

时间：2017 年 11 月 22 日 13:30-18:00  地点：东会议厅 主持人：惠希东、张伟 

报告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3:30-13:45 
生物医用器件用 Zr55.8Al19.4(Co1-xCux) 

24.8 (x = 0-0.8)块体金属玻璃研究 
韩凯明 大连理工大学 

13:45-14:00 
Effects of Cu addition on the glass forming ability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Ti-Zr-Be-Ni alloys 
谷佳伦 清华大学 

14:00-14:15 
具有拉伸塑性和加工硬化能力的大尺寸 TiZr 基 

非晶复合材料 
朱正旺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14:15-14:30 有关 Fe 基非晶玻璃形成能力的液体结构演变性质研究 任楠楠 山东大学 

14:30-14:45 
合金元素添加对 Fe-P-C-B 系非晶合金玻璃形成能力 

和耐蚀性的影响 
贾行杰 大连理工大学 

14:45-15:00 Fe 基非晶涂层的制备与研究 荣震 
北京中机联供非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5:00-15:20 墙报交流 

15:20-15:35 利用中子散射技术探究 Ce-Ga-Cu 熔体体系的自扩散行为 胡金亮 合肥工业大学 

15:35-15:50 超硬 Cr 基块体非晶合金 斯佳佳 北京科技大学 

15:50-16:05 
Development of ultra-thin nanocrystalline ribbons with 

excellent soft magnetic properties 
李宗臻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05-16:20 一种测量液态金属原子扩散的多层平动剪切技术 钟浪祥 合肥工业大学 

16:20-16:35 新型铁基非晶涂层抗辐照性能研究 吕旷 北京科技大学 

16:35-16:50 Ta 丝增强 Zr 基非晶合金复合材料变形行为研究 陈森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16:50-17:20 中国金属学会非晶合金分会 2017 年工作会议 

17:20-17:40 优秀 poster 颁奖 

17:40-18:00 年会总结 



 

 

附件 2                  

编号：（由会务人员填写） 

第十一届中国钢铁年会注册表 

（请首选到网上注册，如网上注册不便再填写此表）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电子邮件  手机  

工作单位  

邮寄地址  邮编  

发票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地址、电话  

开户行名称、帐号  

发票备注  

北京会议中心住宿预订（预付注册费的代表优先预留房间） 

3、5 号楼 500 元/间□ 合住□ 包房□ 

9 号楼 580 元/间□ 合住□ 包房□ 

 

说明： 

请首选网上（http://www.csmscon.com）进行在线注册，如您网上注册不方便，也可以于 11月 10

日前将此表发至第十一届中国钢铁年会会务组电子信箱：csmscon@csm.org.cn。 

 

 

 

 

 



 

 

附件3：交通路线 

1.首都机场－北京会议中心 

（1）出租车：机场高速至北五环，往西至顾家庄桥的“北京会议中心”出口，沿着路

标行驶，即可到达，费用约 70元左右。 

（2）机场快轨：在 T2航站楼乘坐机场快轨到达三元桥站,在三元桥站转地铁十号线（巴

沟方向），在惠新西街南口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北方向），到大屯路东站下车，搭乘 569

路公交车到北苑桥东站下车步行 10分钟至会议中心，全程大约两小时十五分钟。也可在三

元桥站直接搭乘出租车到达北京会议中心。 

（3）机场大巴：搭乘机场大巴六号线（首都机场-奥运村）在奥运村站下车（8am-9pm，

票价 16元），步行 450米至中科院地理所，乘坐 617路公交车至辛店村站，步行约 20分

钟至会议中心。也可在奥运村站搭乘出租车直接到达北京会议中心。 

2.火车站－北京会议中心 

（1）北京西客站：乘 99路/21路至军事博物馆，换乘地铁一号线至东单站，换乘地

铁五号线至大屯路东站 B1（东北口），换乘 569路至北京会议中心。 

（2）北京站：乘地铁二号线至崇文门站，换乘地铁五号线至大屯路东站 B1（东北口），

换乘 569路至北京会议中心。 

（3）北京南站：乘地铁四号线至宣武门站，换成地铁二号线至崇文门站，换乘地铁五

号线至大屯路东站 B1（东北口），换乘 569 路至北京会议中心。 

3.自驾车 

北五环自西向东或自东向西，在顾家庄桥东西均有“北京会议中心”出口，沿路标行

驶，即可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