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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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