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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第十八届中国辐射固化年会
暨辐射固化技术培训班

2017.09.12-15 山东 烟台金海湾酒店

日 程 安 排
（本表如有变更以现场公布为准）

9 月 12 日 星期二，培训班报到注册 （14:00-20:00 大堂）

9月 13 日 星期三

时 间 活动内容

08:00-20:30 辐射固化技术培训班（二楼海都厅）

14:00-20:00 辐射固化年会报到注册（大堂）

19:00-21:00 中国感光学会辐射固化专业委员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三楼四季厅）

17:30-20:30 晚 餐

9 月 14 日 星期四，大会及邀请报告
（08:30-18:30 一楼金都厅）（大堂签到 08:00-09:00 ）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单位 报告人 主持人

08:30-09:00 开幕式 杨建文

09:00-09:40 紫外光固化低表面能涂层研究进展 南昌航空大学 梁红波

聂 俊

09:40-10:10 辐射固化技术在能源领域的应用 中国感光学会辐射固化专委会/中山大学 杨建文

10:10-10:30 茶歇/企业展位展示/交流（一楼华苑厅）

10:30-11:20
包装印刷行业 VOCs管控政策

与治理技术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 李建军

11:20-12:00 氟碳涂料技术与应用发展趋势 济南大学 张书香

12:00-13:30 午 餐

13:30-14:20

Recent Development of

Photo-curing Organic-inorganic

Hybrid Materials

Kyot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mihiro

Matsukawa

王智刚
14:20-15:10

Photoinitiators for water-borne

applications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Applied

Biosciences，Switzerland
Kurt Dietliker

15:10-15:50
Next-generation low migration and

LED-curable photoinitiators
IGM公司 Steve Postle

15:50-16:10 茶歇/企业展位展示/交流（一楼华苑厅）

16:10-17:00
光化学对于显示技术发展的

推动作用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薛建设

杨建文
17:00-17:40

Regulatory Matters and UV Cure

Development
沙多玛公司 范明信

17:40-18:20 辐射固化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 中国感光学会辐射固化专业委员会 吕延晓

18:30-20:30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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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 星期五 上午 大会报告/技术报告/技术讲座
（08:30-12:00 一楼金都厅/银都厅）

分会场一（金都厅）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单位 报告人 主持人

08:30-09:10 阳离子光引发剂应用进展 同济大学 金 明

杨金梁
09:10-09:50

水性 LED光固化涂装创新技术与光

固化产业的大规模增量发展
深圳有为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王智刚

09:50-10:30
Orgasol 粉末在水性和 UV 体系中的

应用研究
上海俊彩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Inoue-san

井上稔

10:30-10:50 茶歇/企业展位展示/交流（一楼华苑厅）

10:50-11:20
What Acrylate Chemistry Works Best

For LED Cure?
锐昂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刘 锦

金 明
11:20-11:50

聚合物微纳结构制品光化学

制造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 贺建芸

11:50-12:00 互动交流

12:00-13:30 午 餐

分会场二（银都厅）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单位 报告人 主持人

08:30-09:10 “巯-炔”光固化的新进展 四川大学 王跃川

邹应全09:10-09:50
适合于硬化涂层应用的最新水性光

固化树脂研发进展
湛新树脂（上海） 有限公司 章志源

09:50-10:20 大分子低迁移（<10ppb）引发剂 上海同金化工有限公司 祁永广

10:20-10:40 茶歇/企业展位展示/交流（一楼华苑厅）

10:40-11:10
KarenzTM系列异氰酸酯单体

及其应用
昭和电工株式会社 邵松海

王跃川

11:10-11:50 阳离子光固化单体的种类和应用 北京师范大学 邹应全

11:50-12:00 互动交流

12:00-13:30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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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 星期五 下午 技术报告
（13:30-18:00 一楼金都厅/银都厅）

分会场一（金都厅）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单位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4:00 UV固化超支化聚酯树脂的制备研究 南京普米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王笑天

李治全

14:00-14:30 光致还原制备金属纳米粒子 北京化工大学 朱晓群

14:30-15:00
消光剂对 UV 固化涂层外观性能的

影响
广州申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张 涛

15:00-15:30
水俣公约和紫外固化灯的法规解读

及相关未来技术的展望
贺利氏（沈阳）特种光源有限公司 叶 辉

15:30-15:40 茶歇/企业展位展示/交流（一楼华苑厅）

15:40-16:10 功能性光固化硬化涂层及其应用 无锡万博涂料化工有限公司 马尧臣

叶 辉

16:10-16:40 漂白型 led 光引发剂的研究进展 江南大学 李治全

16:40-17:10
高能量密度的 LED 紫外光源中的

散热问题

麦科勒（滁州）新材料科技 有限

公司
梅泽群

17:10-17:40 UV LED的形态和应用 深圳市蓝谱里克科技有限公司 张河生

17:40-18:00 光前线聚合制备温敏性水凝胶 广东工业大学 陈志康

分会场一会议结束

分会场二（银都厅）

时 间 报告题目 报告单位 报告人 主持人

13:30-14:00 UV木器白漆涂料配方设计 中山市科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吴竞毓

赵信义

14:00-14:30
光引发剂对配方的影响及整体解决

方案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月国

14:30-15:00
基于多重氢键作用的光固化自修复

涂料
江南大学 刘 仁

15:00-15:30
新型木器及塑胶涂料用紫外光固化

聚氨酯丙烯酸酯分散体
美原（深圳）化学有限公司 欧阳柳生

15:30-15:40 茶歇/企业展位展示/交流（一楼华苑厅）

15:40-16:10
传统丙烯酸之外的光固化新方向机

理探讨
南京恒桥化学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杨颛维

刘 仁

16:10-16:40
阴离子对离子液体大分子光引发剂

的性能影响
北京化工大学 于 佳

16:40-17:10
照射模式对牙科光固化树脂材料聚

合收缩的影响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赵信义

17:10-17:40
含氟丙烯酸酯的制备、性能及应用

研究进展
太仓中化环保化工有限公司 徐 涛

17:40-18:00
光响应两亲性共聚物胶束的制备及

其自组装行为的研究
广东工业大学 符柳娃

分会场二会议结束

答谢晚宴（18:30-20:30 华苑厅 强力新材冠名赞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