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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膜与膜过程学术报告会 

 征文启事和第二轮会议通知 

各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单位：  

三年一次的“全国膜与膜过程学术报告会”将于2019年10月26日-29日在北京会议中心

举办。该会议由中国膜学会（筹）与中国膜工业协会共同主办，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过程

工程研究所联合承办，北京膜学会、膜行业相关国家重点实验室、知名企业协办。“第十届

全国膜与膜过程学术报告会（The 10th China Congress On membranes and Membrane processes，

CCOM2019）”将展示三年以来我国膜科技发展最新成果，促进学术交流与技术创新。在金

秋十月收获的季节，北京欢迎您，共赴盛会，总结“十三五”研究成果，谋划“十四五”宏

伟蓝图，促进我国膜材料、膜技术、膜工程、膜应用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一、指导思想  

充分认识创新是第一发展动力，提供高质量膜科技成果，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

展。弘扬自主创新，鼓励协作研发，促进成果转化，推动产业发展，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提供科技支撑。  

二、 组织结构 

1）组织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主任：万印华  王保国  

委员：曹义鸣  褚良银  丁忠伟  高学理  郭立玮  纪树兰  金万勤  李继定  刘必前  

刘  富  刘庆林  刘金盾  吕晓龙  时文歆  汤慧萍  田  瑞  王海辉  王  军 

王  琪  王同华  王晓琳  王  艳  王  志  蒋兰英  徐铜文  许振良  于水利 

张所波  张永明  赵孔双  赵之平  郑宏林  朱宝库  朱孟府  张凯松 

2）学术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主任：高从堦 

委员：安全福  董应超  范益群  冯  威  顾学红  何  涛  贺高红  洪玉梅  黄  霞 

  姜忠义  靳  健  金  焱  李保安  李建新  李胜海  李先锋  林红军  刘  烽 

  罗建泉  潘献辉  任吉中  苏保卫  唐  娜  汪  勇  王  磊  王建友  吴  亮 

  谢  锐  邢卫红  徐  平  徐志康  肖连生  薛立新  阮国领  杨建华  俞三传 

  袁黎明  张  林  张慧峰  张守海  张卫东  张亚涛  张玉忠  郑  祥  仲兆祥  

3）顾问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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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观文  陈翠仙  陈欢林  邓麦村  侯立安  蹇锡高  赖君义  马润宇 

王世昌  徐南平  杨尚宝  杨万泰  尤金德  袁 权   张锁江  钟台生 

   4）秘书处成员 

      秘书长：冯世超  

秘书组成员：陈金勋  洪玉梅 汪 林 周里静 

 

三、大会特邀报告（暂定） 

高从堦   徐南平   邓麦村   黄 霞   贺高红   徐铜文   褚良银   金万勤  李先锋  

赖志平   王 蓉   

 

四、征文要求和范围  

1、征文要求  

要求论文能反映近年来膜科学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领域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

成果、新进展，并未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公开发表。 

论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19年8月20日（具体格式见附件1）  

论文摘要接收确认日期：2019年9月20日  

论文摘要为中英文对照，应包括以下内容：论文题目、作者、单位、摘要正文、通讯联

系作者及联系办法（电子邮件、传真和通讯地址）。 

建议通过网页（http://hy.castscs.org.cn/conf/index/info/1274 ）提交摘要并完成注册。 

会议还提供以电子邮件提交摘要和发送回执方式，邮箱地址：membrane2019@163.com，

文件名命名方式“CCOM2019－分会场序号—姓名—题目”。 

2、分会场设置 

第 1 分会场：膜材料、膜制备方法与膜结构表征（有机膜、无机膜、杂化膜） 

第 2 分会场：膜过程传质与传热基础研究 

第 3 分会场：反渗透膜、正渗透膜、纳滤膜、超滤膜和微滤膜 

第 4 分会场：气体分离、渗透汽化、疏水膜制备及应用 

第 5 分会场：电驱动膜及膜过程              

第 6 分会场：医疗、医药及生物分离膜        

第 7 分会场：能源转化与储能膜              

http://hy.castscs.org.cn/conf/index/info/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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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分会场：新膜与新膜过程（智能响应膜、二维材料组装膜等） 

第 9 分会场：膜法水处理工艺与膜污染防治 

第 10 分会场：膜集成过程及设计管理 

第 11、12 分会场：墙报发表 

 

五、参加会议注意事项 

1、会议时间、地点、注册网站 

2019 年 10 月 26 —29 日（26 日全天报到）。 

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88 号） 

注册网站：http://hy.castscs.org.cn/conf/index/info/1274 

2、会务费 

提前注册:正式代表 1800元/人，学生代表 1200元/人； 

提前注册截止时间：2019年 9月 20日 

非提前注册:正式代表 2200元/人，学生 1400元/人（报到时请出示学生证）。 

参会代表的交通、住宿费用自理。 

3、缴费与注册：缴费后才能完成注册。会议提供微信支付（2019 年 7 月 15 日后开通）或

转账汇款缴费方式，汇款信息如下： 

账户名：北京膜学会  

账号：0200 0062 0901 4441 778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升路支行 

说明： 

(1) 汇款时请注明“CCOM2019＋单位名称＋注册人员”，发票将在报到时，统一开具与发

放，每篇论文至少要求 1名代表注册。 

(2) 提前交纳会议注册费后，请在网站上上传汇款凭据或有效信息，以便核对确认。 

第十届全国膜与膜过程学术报告会组委会 

2019 年 6月 12日 

 

附件 1：会议摘要格式（限 1页） 

http://hy.castscs.org.cn/conf/index/info/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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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中文标题（黑体，加粗，小三号） 
English Title of the Paper（Times New Roman，加粗，小四号） 

作者 1，作者 2，作者 1,*（仿宋小四号，通讯作者加*标注） 

( 
1
 单位，单位所在地，邮编；

2
 单位，单位所在地，邮编 ) （5 号宋体） 

*
通讯联系人：姓名，E-mail。（5号宋体） 

会议只接受未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且未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报告过的论文摘

要。请提交 word文档，要求 1000 字左右，长度限定为 1页。论文征集截止日期为 2019年

8月 20日，建议通过网页（http://hy.castscs.org.cn/conf/index/info/1274 ）提交摘

要并完成注册。会议还提供以电子邮件提交摘要和发送回执方式，邮箱地址：

membrane2019@163.com，文件名命名方式“CCOM2019－分会场序号—姓名—题目”，请注

明口头报告还是墙报。来稿经审阅后于 2019年 9月 20日前通知作者是否被大会录用，以及

报告形式（口头报告或墙报）。来稿恕不退还，请自行保留原稿。 

论文正文采用通栏编排，上下页边距 2cm，左右页边距 2.5cm，正文字体为宋体，字号

5号，单倍行距。英文及数字全用 Time New Roman字体，字号采用五号。图题直接使用英

文，使用小 5号 Times New Roman。图的大小单栏最大宽度为 7cm，双栏最大宽度为 15cm。

图中的文字标识请用英文，字号选择要合适，便于看清楚。 

 

 

Fig. 1. Output power and internal resistance of the PVG. 

表的内容和表题请用英文表达，使用小 5 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表中不要出现竖

直方向的边框，参数的单位请使用国际单位制。 

Table. 1.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samples. 

Sample Parameter1 Parameter2 Parameter3 

No. 1    

No. 2    

资助项目和参考文献用宋体小五号。资助项目填写基金或项目名称和编号。 

关键词：膜；膜过程；北京 

 

参考文献: （小 5 号宋体，英文及数字为新罗马字体） 

[1] 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文章名[J]. 期刊名, 年, 卷: 起始页-终止页. 

[2] DING J，WANG H，LI Z，et al. Carbon nanosheet frameworks derived from peat moss as high performance 

sodium ion battery anodes[J]. ACS Nano，2013，7：11004-110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金资助项目(123456)；××计划项目(123456) 

 

附件 2：全国膜与膜过程学术报告会（CCOM2019）回执 

http://hy.castscs.org.cn/conf/index/info/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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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职务（称） 联系电话 邮箱 

     

     

     

     

     

发票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交流类型 

□ 口头报告 题目 

□ 墙报 题目 

分会场名  

住宿 

会议协议酒店：北京会议中心 

□ 标准间：500 元/间/日(不含早餐)：     间 

是否需要拼房 □ 是；□ 否 

□ 自行安排 

入住时间       日入住，      日离开。 

提示：会议期间房源紧张，需务必提前填写回执预订房间 

注：2019年 8月 20日之前发送至 membrane2019@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