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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会议通知 

全国氧化锌学术会议是由中国物理学会发光分会主办的专注ZnO科学研究

进展交流的全国性重要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第八届全国氧化锌学术会议由北

京科技大学、广西大学和广西光学学会联合承办，定于2017年10月29-31日在南

宁市相思湖国际大酒店举行。会议网站：http://8th-zno.gxu.edu.cn/  

一、 大会邀请报告（排名不分先后） 

    

王中林 院士 刘益春 教授 叶志镇 教授 王宁 教授 

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所 东北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申徳振 教授 杜小龙 教授 卢毅成 教授 杨志忠 教授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中科院物理所 Rutgers University 台湾大学 

    

冯哲川 教授 徐春祥 教授 顾书林 教授 邓少芝 教授 

广西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 

http://8th-zno.gx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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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更新中…… 

白雪冬 教授 秦勇 教授   

中科院物理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二、 会议主题 

1. ZnO材料与器件的基础研究 

分会主席：王宁、翟天佑  

2. ZnO在新能源、催化与环境领域的应用研究 

分会主席：邓少芝、李亮 

3. ZnO在电子与信息传感器件领域的应用研究 

分会主席：杜小龙、徐海阳 

4. 纳米发电机与压电电子学 

分会主席：潘曹峰、秦勇、杨亚 

5. ZnO与其他材料的前沿交叉研究 

分会主席：白雪冬、徐春祥 

三、 会议日程及重要日期（重要变更） 

会议摘要投稿时间推迟至：2017年9月25日 

会议Poster投稿截止日期：2017年10月10日 

会议代表报到时间：2017年10月29日 

四、 会议地点与酒店安排（重要变更） 

1. 会议召开地点：南宁市相思湖国际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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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东路188号 (西乡塘区) 

（原定国宇大酒店正在进行整改无法接待会议） 

2. 会议食宿：会议期间食宿由会务组统一联系安排，费用自理。 

3. 会议周边酒店信息：  

酒店名称 标准间价格 与会场距离 预订方式 

相思湖国际大酒店 
豪华间：388元 

标准间：298元 
会场酒店 会务组预定 

兆和大酒店 
标准间：198元 

豪华标准间：228元 
步行15-20分钟 自行与酒店联系 

天悦酒店 标准间：158元 步行30分钟 自行与酒店联系 

相思湖可利宾馆 
标准双人间：149元 

标准单人间：119元 
步行10分钟 自行与酒店联系 

邻近广西大学的酒店（距离会场三站地铁：鲁班路-民族大学站） 

酒店名称 标准间价格 与会场距离 预订方式 

永恒朗悦大酒店 
豪华间：618元 

标准间：368/388/428元 
三站地铁 会务组协助联系 

哈曼顿国际大酒店 
豪华间：688元 

标准间：278/288/368元 
三站地铁 自行与酒店联系 

雅斯特酒店 

(广西大学店) 
标准间：259/279/329元 三站地铁 会务组协助联系 

五、 摘要投稿要求  

1. 在ZnO领域的最新成果，要求主题突出、数据准确、论述严谨、结论明确、

行文规范。投稿请注明分会和主题。 

2. 来稿应为论文详细摘要，每篇1页（包括图表），中文、英文均可。 

1) 页面设置：A4幅面，上、下、左、右边距均为3厘米，单倍行距。 

2) 版面格式：题目（3号黑体字，居中），作者（4号黑体字，居中），单

位和邮政编码（5号宋体字，居中），正文和参考文献（5号宋体字）。 

3. 请将摘要电子版于2017年9月25日前发到以下电子信箱：nano@ustb.edu.cn。 

凡经会议程序委员会审稿录用的论文，均可收录于会议论文摘要集。 

mailto:nano@ustb.edu.cn
mailto:nano@ustb.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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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会设最佳墙报奖3-5名，将于会议期间评选颁发。 

5. 除会议文集外，本次会议征集到的优秀全文稿件，由《发光学报》编辑部选

用后将收录到国家核心刊物《发光学报》。  

六、 注册费及缴纳方式 

1. 注册费： 

 普通参会代表：1500元/人； 

 学生参会代表与随行人员：1000元/人；学生代表缴费请持学生证。 

 企业注册代表2000元；企业赞助方案见附件； 

2. 缴费方式： 

10月29日报到时现场缴纳注册费（刷卡或交现金） 

七、 大会组织机构 

（一）大会主席：      

郑有炓    南京大学, 中科院院士 

李述汤    苏州大学, 中科院院士 

张  泽    浙江大学, 中科院院士 

王中林    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所, 中科院外籍院士 

范希武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二）大会执行主席：  

张  跃  北京科技大学 

冯哲川  广西大学 

（三）程序委员会 

主 任：   

俞大鹏     南方科技大学, 中科院院士 

申德振   中科院长春光机与物理所 

刘益春   东北师范大学 

副主任： 

汤子康    澳门大学 

王  宁    香港科技大学  

潘  峰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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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委员名单（音序）： 

白雪冬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陈克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杜小龙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范希武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邓  文 广西大学     邓  宏 电子科技大学 

邓少芝 中山大学         冯哲川 广西大学  

付国柱 发光学报编辑部   江风益 南昌大学 

顾书林 南京大学     顾长志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郭  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韩高荣 浙江大学 

韩晓东 北京工业大学       黄 丰 中山大学 

康俊勇 厦门大学     李述汤 苏州大学 

刘益春 东北师范大学      孟庆波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孟国文 中科院合肥固体物理所    莫小明 广西大学 

潘 峰 清华大学       秦  勇 兰州大学 

单崇新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申德振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汤子康 澳门大学        唐智勇 国家纳米中心 

王  丹 中科院过程所       王 宁 香港科技大学 

王中林 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所  夏 洋 中科院微电子所 

肖  鸣 科学通报     徐春祥 东南大学 

许宁生 复旦大学     杨德仁 浙江大学 

叶志镇 浙江大学     俞大鹏 南方科技大学  

张  锦 北京大学     张  荣 山东大学 

张  跃 北京科技大学       郑有炓 南京大学 

（四）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任：张跃、冯哲川 

方哲宇 管永精 黄  丰 李  亮 

李树玮 李学金 廖  蕾 廖庆亮 

廖志敏 鲁兵安 卢周广 马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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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曹峰 彭海琳 彭俊彪 秦  勇 

谢黎明 徐海洋 鄢  勇 曾海波 

赵  青 周  军 翟天佑 张莹莹 

张晓梅 万玲玉   

秘书长：廖庆亮，张卫平，万玲玉 

会务组： 

广西大学：黄洁 何开岩 林涛 莫小明 江蓉 田丽莎 柯芳 罗里熊 

北京科技大学：张铮 康卓 

（五）会议投稿及联系方式 

1）参会与投稿联系方式： 

将报告摘要、论文等信息发送至会议邮箱：nano@ustb.edu.cn  

将参会回执发送至会务联系人信箱：k618f618@163.com 

2）未尽事项及问题请与下列联系人进行联系  

投稿联系人（北京科技大学）： 

廖庆亮（电话：13810174066） 

张铮（电话：15120005576） 

康卓（电话：15201000618） 

单位：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邮编：100083 

会务联系人（广西大学）： 

张卫平（电话：13978612025） 

黄洁（电话：07713232666） 

何开岩（参展联系人、电话：13471158656） 

单位：广西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 

地址：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东路100号 

邮编：530004 

八、 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物理学会发光分会  

承办单位：北京科技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光学学会 

协办单位：中国金属学会材料科学分会、中国体视学学会材料科学分会、广西

相对论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广西物理学会 

支持单位：教育部科技司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学部 

 

mailto:nano@ustb.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