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复 合 材 料 学 会  

中复材字„2019‟60号 

第四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科技大会（CCCM-4） 

会议通知（第七轮） 

复合材料各相关单位及从业人员： 

第 四 届 中 国 国 际 复 合 材 料 科 技 大 会 （ THE 4TH CHINA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OMPOSITE MATERIALS, CCCM-4）

将于 2019 年 11 月 28-30 日于广东省珠海市-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CCCM 是目前国内复合材料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交流和科技推

广会议。CCCM 致力于提升复合材料产业应用水平；促进复合材料在战略

性新兴产业等重要工业领域的扩大应用；引领传统材料的复合化创新研发，

不断拓展与延伸复合材料的学科内涵；搭建具有国际视野的科技交流平台，

促进行业产学研用合作发展。本届大会主题为“复合新材，料定未来”，

将采取“50+3+6”的会议开展模式，即 50 个学术+产业交流分会场（分会

场设置见附件一）、3 个国际交流分会场、6 个特色会场，预计规模将达

3000 人。各分会场分别由 1 名学术界和 1 名产业界的领军人牵头，以学

术引领力和行业影响力围绕各分会主题展开工程应用对接交流。同期举办

第三届国际复合材料产业创新成果技术展览会（见附件二）。展会旨在通

过展示复合材料最新科研及产业成果，促进前沿技术与产业结合，推动复

合材料技术转化，搭建一个集技术交流、政策解读、上下游交易采购为一

体的高端合作平台。 

一、会议宗旨： 

1.提升复合材料应用水平，促进复合材料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要工

业领域扩大应用； 



2.引领传统材料的复合化创新研发，不断拓展与延伸复合材料的学科

内涵； 

3.为“学会”会员、分支机构和理事单位搭建具有国际视野的科技交

流平台，促进“学会”自身建设和行业产学研合作发展。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承办单位：江苏澳盛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航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珠海航湾科技有限公司（金湾新材料研究院） 

协办单位：泰安中研复合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珠海市金航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合作单位：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 

国际合作单位:欧洲复合材料工业协会(EuCIA)、法国 JEC集团、美国

复合材料跨界创新中心（i-center, United States）、美国复合材料制造

商协会（ACMA）、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基础设施领域复合材料协同创新中

心(CICI) 、日本复合材料学会（JSCM）、英国复合材料协会（Composites 

UK） 

学术支持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强度环境研究所、大

连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东南大学、广东省材料与加工研究所、甘肃省交

通规划勘察设计院、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河北省复合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华东理工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近地面探测与感知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吉

林大学、江南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同济大学、武

汉理工大学、西安航天复合材料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浙江大学、郑州大学、中车研究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

五三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第七〇一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中国航

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空间

技术实验室、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南大学 

行业支持单位：安徽科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北玻电力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广州赛奥碳纤维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江北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华东理工

大学华昌聚合物有限公司、江苏澳盛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贞靓

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纽克莱涂料有限公司、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

司、苏州清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赛宁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威

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

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发商用发动机有限公司、中航复合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科先行工程塑料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赞助单位：艾达索高新材料芜湖有限公司、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



公司、航天海鹰(镇江)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天津爱思达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研索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江苏天鸟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文章发表合作平台 

中文期刊:《材料工程》、《重庆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复合

材料学报》、《工程科学学报》、《固体力学学报》、《航空材料学报》、《航空

制造技术》、《化工新型材料》、《机械科学与技术》、《科技导报》、《力学学

报》、《强度与环境》、《西北工业大学学报》、《应用数学和力学》、《宇航学

报》、《中国科学：技术科学》 

英文期刊:《Acta Mechanica Sinica》、《Acta Mechanica Solida 

Sinica》、《Composites Communications》、《Composite Structures》、

《Journal of Renewable Materials 》、《矿物冶金与材料学报》（英文版） 

荣誉主席：杜善义（院士） 

大会主席: 陈祥宝（院士） 

大会副主席：方岱宁（院士）、俞建勇（院士）、徐惠彬（院士）、 

侯晓（院士） 

国际会场主席：方岱宁（院士） 

国际会场执行主席：彭华新（教授）、梁瑞凤（教授）、 

WING KAM LIU（廖荣锦）（教授） 

三、会议征稿 

征稿分摘要和全文，投摘要即可申请发表报告。所有文章请提供英文

题目和摘要。来稿请用 word 格式，主题、文件名设为：“分会场编号+

第一作者姓名+文章名”，通过网站 http://cccm.csfcm.org.cn/直接投稿。  

组委会将择优推荐中文论文至大会中文合作期刊，择优推荐英文论文



刊登至英文合作期刊，经编辑部审稿流程后再发表，版面费另行通知。本

次大会学会将制作电子版会议论文集，全部免收版面费，可在官方网站下

载阅读。 

四、大会相关时间点 

（1）2019 年 8月 15 日，摘要征集截止； 

（2）2019 年 10 月 15 日，已接受摘要收录为 CCCM-4 会议摘要集(10 月

15日后上传的摘要则无法收录为摘要集，但摘要通过后依然可上传全文)； 

（3）2019年 10 月 25 日，墙报模板及尺寸发送至各投稿作者邮箱（墙报

内 容 由 作 者 自 行 填 充 ， 并 将 电 子 版 完 整 稿 发 回 大 会 邮 箱 ：

cccm@csfcm.org.cn）； 

（4）2019年 10 月 31 日-11月 10日，分会场主席择优推荐全文论文至会

议合作期刊（11月 10日前上传全文即可择优推荐至期刊，否则不予推荐）； 

（5）2019年 11 月 10 日，已完成墙报电子版收集截止，并由大会组委会

开始制作打印（此日期前未回传至邮箱视为自动弃权）； 

五、会议注册 

收费标准： 

优惠时段 非会员（元/人） 会员（元/人） 学生（元/人） 

11月20日前 2700 2400 1200 

现场 3300 3000 1400 

六、缴费方式 

1.大会官网直接报名注册缴费（大会官网：http://cccm.csfcm.org.cn/） 

2.会议注册费可采用线下进行对公转账缴费方式，账号如下： 

户  名：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mailto:cccm@csfcm.org.cn）；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大运村支行 

帐  号：110923782410901 

缴费备注“CCCM+参会人姓名+联系电话” 

注：1.以上收费含会议注册费、餐费、资料费，不含会期住宿费； 

2.申请成为学会会员，注册、缴费完成即可按会员收费标准缴费； 

3.如须用公务卡不能会前缴费，在相应日期前缴纳押金200元可享受

earlybird优惠政策。现场刷公务卡，退还押金；现场刷其他卡注册，需补

足差额； 

4.会议注册费将开具电子发票； 

5.已缴费代表因故不能参会，于9月24日之前向大会提出申请,将扣除

200元手续费后退还余款；9月24日之后将不再退款。 

七、酒店住宿推荐 

大会组委会发布唯一指定的参会代表住宿酒店预订第三方平台： 

“http://dingfangxitong.meetingchina.org/msite/main/cn ，请

代表依照自身出行情况自行选择。 

八、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潘雨薇 

联系电话: 010-8202 6470 

联系邮箱：cccm@csfcm.org.cn 

官方网站：http://cccm.csfcm.org.cn/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2019 年 10 月 28 日  

附件一：分会场设置 

附件二：第三届国际复合材料产业创新成果技术展览会 

mailto:cccm@csfcm.org
http://cccm.csfcm.org.cn/


附件一：分会场设置 

1、学术交流分会场 

编号 分会场主题 

分会场主席 

姓名 单位 

1 高性能纤维 

张清华 东华大学 

徐坚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余木火 东华大学 

2 新型树脂基体 

袁荞龙 华东理巟大学 

钱建华 华东理巟大学华昌聚合物有限公司 

周恒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3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包建文 中航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李亚智 西北巟业大学 

4 陶瓷基复合材料 

梅辉 西北巟业大学 

戴煜 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 

5 金属基复合材料 

黄陆军 哈尔滨巟业大学 

肖伯律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李志强 上海交通大学 

6 混凝土基复合材料 

韩宝国 大连理巟大学 

李晓民 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7 纺织复合材料 

蒋于 江南大学 

陈利 天津巟业大学 

8 超细纤维复合材料 王策 吉林大学 



金昌显 吉林省贞靓科技有限公司 

9 高性能热塑性复合材料 亍中振 北京化巟大学 

10 电磁功能复合材料 

范润华 上海海事大学 

蔡旭东 

近地面探测与感知技术国防科技重

点实验室 

宣飞燕 江苏纽兊莱涂料有限公司 

11 智能复合材料 刘彦菊 哈尔滨巟业大学 

12 矿物复合材料 

张以河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李文东 

中科先行巟程塑料国家巟程研究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 

13 复合材料自动化制造巟艺与装备 

肖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姜丽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14 复合材料铸造成型巟艺 

高义民 西安交通大学 

郑开宏 广东省材料与加巟研究所 

15 复合材料缠绕与拉挤巟艺 

田会方 武汉理巟大学 

史有好 河北省复合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 

16 复合材料残余应力与翘曲变形 

许英杰 西北巟业大学 

肖光明 西安飞机巟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 

自动铺丝铺带及复合材料 3D 

打印巟艺 

段玉岗 西安交通大学 

郭俊刚 西安飞机巟业（集团）有限公司 

19 天然纤维及木塑复合材料 

王清文 华南农业大学 

叶润露 安徽科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 复合材料的回收利用 

贾晓龙 北京化巟大学 

王宝铭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1 绿色环保复合材料 

王小英 华南理巟大学 

英瑜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3 复合材料结构优化设计 

魏化震 中国兵器巟业集团第亐三研究所 

徐忠海 哈尔滨巟业大学 

刘书田 大连理巟大学 

25 夹层与加筋复合材料结构 

郑锡涛 西北巟业大学 

杨宇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26 复合材料结构轻量化 

范华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罗白璐 

中国船舶重巟集团公司第七〇一 

研究所 

27 复合材料结构动力学响应 

秦庆华 西安交通大学 

缪馥星 宁波大学 

28 复合材料修复与维护 

铁瑛 郑州大学 

罗楚养 东华大学 

29 计算复合材料力学 

刘夏 北京巟业大学 

郭早阳 哈尔滨巟业大学（深圳） 

30 复合材料力学与物理性能 王振清 哈尔滨巟程大学 

31 复合材料渐进损伤与破坏 

黄争鸣 同济大学 

杨胜春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32 复合材料宏微观多尺度模拟 张超 西北巟业大学 



胡寿丰 中国航发商用发动机有限公司 

33 复合材料疲劳特性分析 

梁军 北京理巟大学 

吴圣川 西南交通大学 

李海波 北京强度环境研究所 

34 极端环境下复合材料的性能 

黄海明 北京交通大学 

金华 哈尔滨巟业大学 

周长灵 山东巟业陶瓷研究设计院 

35 复合材料性能测试技术 

郝文峰 江苏大学 

陈新文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36 复合材料结构健康监测 

武湛君 大连理巟大学 

杨辰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空间技

术实验室 

37 复合材料在航空领域的应用 

李宏运 中航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张开富 西北巟业大学 

赵安安 西安飞机巟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 复合材料在航天领域的应用 

邓德凤 

湖北三江航天江北机械巟程 

有限公司 

解维华 哈尔滨巟业大学 

39 复合材料在电池新能源领域的应用 

林元华 清华大学 

范丽珍 北京科技大学 

何泓材 苏州清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0 复合材料在压力容器和管道上的应用 崔红 西安航天复合材料研究所 



祖磊 合肥巟业大学 

41 复合材料在汽车上的应用 

祝颖丹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巟程 

研究所 

许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2 复合材料在土木巟程中的应用 

薛伟辰 同济大学 

汪昕 东南大学 

43 复合材料在海洋船舶领域的应用 

刘鹏飞 浙江大学 

郭万涛 中国船舶重巟集团公司第七二亐所 

44 复合材料在电力电气的应用 

尤飞 南京巟业大学 

张雄军 北玻电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张卓 全球能源亏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45 生物医用复合材料 

沈健 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郑裕东 北京科技大学 

潘浩波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46 复合材料在轨道交通方向的应用 

孙帮成 中车研究院 

王中钢 中南大学 

李书乡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雷红帅 北京理巟大学 

47 风电领域复合材料应用 

陈淳 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 

顾轶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许文前 江苏澳盛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8 新型特种纤维 黄小忠 中南大学 



49 导热复合材料 

封伟 天津大学 

顾军渭 西北巟业大学 

50 复合材料在体育用品领域的应用 林刚 广州赛奥碳纤维技术有限公司 

52 纳米复合材料 

刘天西 东华大学 

刘玲 同济大学 

 

2、国际会场 

编号 分会场主题 

1 Frontiers in Composites Materials 

2 Young Composites Scientists Forum 

3 Cross-Strait Forum on Composites 

 

 

 

 

 

 

 

 

 

 

 

 

 

 

 

 



附件二：第三届国际复合材料产业创新成果技术展览会 

一、展会目的 

通过展示复合材料最新科研及产业成果，促进前沿技术与产业结合；

推动复合材料技术转化，搭建一个集技术交流、政策解读、上下游交易采

购为一体的高端合作平台；同时通过互动体验向公众科普复合材料性能优

越性与生活中的应用。 

二、展品范围及大类 

1.商业展区 

①原材料区：纤维等增强材料、树脂、预浸料、夹芯材料、中间材料、

辅助材料、基体材料等； 

②设备及工艺区：纤维生产设备、树脂生产及处理设备、刀具、模具、

缠绕、热压罐等相关设备； 

③复合材料应用制品区：航空、航天、核能、新能源、风电、轨道交

通、汽车、医疗器械等领域结构件及制品； 

④体育产业区：复合材料在自行车、球拍、球杆、撑杆、帆板、划艇、

滑雪板、鱼竿等产业制品； 

2.科普展区 

①科普互动展区：通过图文展示宣传复合材料优越性及行业知识、推

广行业先进技术的应用，通过互动体验推动公众对学科和行业的认知； 

②学会 30周年成果展区：展示学会成立 30年来各项代表性工作成果

及杰出科学家、企业家会员风采； 

③科研创新成果展区：展示国内外高校、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所及相



关课题组尖端科研动态及成果； 

3.特色活动区 

①行业服务区：学术期刊、媒体、测试、软件开发、技术咨询、金融

行业展示区，多维度的服务行业科研及产业发展； 

②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成果展区：展示各地、复合材料产业园、行业聚

集区域的政策及行业创新成果、创业项目； 

③CSCM 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决赛）专区：旨在促进大学生对复合

材料特别是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理解认识、激发创新意识、增强研究和动手

能力，推进相关领域的创新发展； 

④珠海展区：集中展示珠海地区代表性复合材料行业企业； 

⑤特色活动区：双创路演、勇攀职场、高新技术推介会等； 

三、参展观众 

 1.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科技大会（CCCM-4）大会的院士、学

者、行业精英等 3000余名国内外专业观众； 

 2.来自中国科协、科技部、工信部、教育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国防科工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广东省等关注复合材料行

业发展的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3.来自纤维、树脂、预浸料、夹芯材料等原材料及航空、航天、轨道

交通、新能源汽车、海洋及船舶、体育、风电、电气、压力容器、土木桥

梁等应用领域的从业人员； 

 4.来自以珠海为主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科技爱好者及民众。 

四、特色活动 



1.商业航天产业论坛：分析我国商用航天材料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方

向，同期开展项目及企业路演，促进商用航天产业上下游对接。 

2.高新技术推介会：由应用领域企业进行产品、技术的需求推介，与

上游企业技术、产品精准匹配，拓展上下游合作渠道； 

3.双创项目路演：向与会专家、业界大牛，投融资机构，展示技术、

创业项目，提供创业项目的对接平台，并推荐至孵化器、加速器； 

4.第四届“光威杯”中国复合材料学会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旨在促

进大学生对复合材料特别是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理解认识、激发创新意识、

增强研究和动手能力，助力新材料提质和协同应用工程，服务新工科建设

和卓越工程师培养； 

5.勇攀职场高峰：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与行业高端管理人员、技术人

员、科研人员精准对接，搭建双向选择的沟通平台； 

6.三十而立，不负青春，中国复合材料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展示学会

三十年丰硕成果，树立学会公众形象，加强学会与会员之间的交流，提升

学会凝聚力，表彰获奖会员、新书发布会、学会系列公共服务职称评定、

继续教育、创新驱动宣介等活动。 

五、场馆简介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位于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湾仔片区，是集展览、

会议、酒店、餐饮及配套商业于一体的大型全功能会展综合体。南邻长隆

海洋王国（距海洋度假区仅十分钟车程），东与澳门隔水相望，珠港澳大

桥建成后，到香港仅 30分钟车程。 

六、展位预定 



特展（光地）：18m2起 1200元/m2 (团体会员八折) 

含场地、照明、会刊介绍、现场服务、网站宣传、免两人次第四届中

国国际复合材料科技大会（CCCM-4）注册费； 

标展：9m2  12000元(团体会员八折) 

标准展位含问询台、折椅两把、射灯、楣板、5A/220V电源、会刊插

页、免一人次 CCCM-4注册费或两人次展会期间用餐餐券。 

七、特邀赞助及单项赞助 

特邀赞助（团体会员享8折优惠） 
钻石级（4家，已满） 20万 

享受

权益 

1.自付款之日起，贵公司标识出现在 CCCM-4大会官网,贵公司标识出现

在微信公众号 CCCM相关链接 

2.优先入选《三十而立，不负青春》学会成立 30周年纪念画册 

3.作为承办单位列入会议手册（及注册处背景板、开幕式会场背景） 

4.大会开幕式及大会报告期间前排预留座位 2名 

5.大会第二日晚宴，靠前桌次预留座位 2名 

6.免费参加 CCCM会议名额：6位 

7.展览展示区面积：108平米（空地） 

8.企业宣传页入展商手册（封二扉一） 

9.企业资料入袋（限 16P） 

铂金级（8家） 10万 

享受

权益 

1.自付款之日起，贵公司标识出现在 CCCM-4大会官网 

2.优先入选《三十而立，不负青春》学会成立 30周年画册 

3.作为大会的协办单位，列入会议手册 

4.大会开幕式及大会报告期间前排预留座位 1名 

5.大会第二日晚宴，靠前桌次预留座位 1名 

6.免费参加 CCCM会议名额：4位 

7.展览展示区面积：54平米（空地） 

8.企业宣传页入展商手册（1P） 

9.企业资料入袋（限制 8P） 



黄金级（10 家） 5万 

享受

权益 

1.自付款之日起，贵公司标识出现在 CCCM-4大会官网 

2.优先入选《三十而立，不负青春》学会成立 30周年画册 

3.作为大会的赞助单位，写入会议手册 

4.大会开幕式及大会报告期间前排预留座位 1名 

5.免费参加 CCCM会议名额：2位 

6.企业宣传页入展商手册（1P） 

7.展览展示区面积：36平米（空地） 

单项赞助（团体会员享8折优惠） 
项目 描述 席位 金额 备注 

挂绳 贵公司标识将制作在大会及展会挂绳上 独家 5万 已定 

手提袋 贵公司标识将制作在大会及展会手提袋上 独家 5万  

胸卡 贵公司标识将制作在大会及展会胸卡背面 独家 5万  

矿泉水挂牌 贵公司标识将印在大会现场矿泉水挂牌上 独家 5万 已定 

会议用笔 贵公司标识将被制作在大会会议用笔上 独家 4万  

志愿者服装 贵公司标识被印制在志愿者服装上 独家 4万  

招待晚宴 
贵公司标识将被印制在招待晚宴的和晚宴

背景板、菜单上 

独家或

联合 
30万 已定 

会刊封二扉

一/封底 

会刊将发放给所有参会、观展人员 

（贵公司按主办方格式要求自行设计） 
独家 4万 

封底

已定 

摘要集封二

扉一/封底 

摘要集将发放给所有参会人员 

（贵公司按主办方格式要求自行设计） 
独家 4万 已定 

展会门票 贵公司标识将被印制在展会门票背面 独家 4万  

纪念品 
贵公司名称/标识将被印制在主办方准备的

大会纪念品上  
独家 

5万以

上 
 

场地道旗/大

门广告 
会场间摆放道旗/注册处门口摆放广告 

独家/

两家 

5万/

每侧 
 

注：若赞助多项实际汇款 10万元及以上，自动列入铂金级赞助席 

八、账户信息 

    开户名：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大运村支行   



账号： 110923782410901 

注：汇款时请标明“CCCM展位费+单位名” 

九、联系人 

联 系 人：周静/段云方 

联系电话: 010-8202 6120 

联系邮箱：cccm@csfcm.org.cn 

官方网站：http://cccm.csfcm.org.cn/ 

mailto:cccm@csfc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