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S6 Second Circular/Call for Abstracts 
 

第六届中挪轻合金及新能源国际研讨会 
THE SIXTH CHINESE–NORWEGIAN SYMPOSIUM  

 ON LIGHT METALS & NEW ENERGY 
(http://www.mat17.com/exhibit/show.php?itemid=147)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 
时间：2017 年 12 月 3 ~ 5 日 

 
主办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SJTU) 

挪威科技大学 (NTNU) 
 

支持单位：重庆大学 (CQU)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C） 
挪威科研理事会 (RCN） 
江苏大学 (JSU) 
挪威工业技术研究院 (SINTEF) 
上海交通大学-挪威科技大学联合研究中心 
重庆大学-挪威科技大学联合研究中心 
材料仪器网 (www.mat17.com) 

 

 



组织委员会 
主席：   

丁文江 上海交通大学  Hans J. Roven     NTNU 
刘  庆 重庆大学   Knut Marthinsen     NTNU 
曾小勤 上海交通大学  Geir M. Haarberg   NTNU 

委员 (排名不分先后) (待添加):  
陈江华   湖南大学  
秦高梧   东北大学 
单智伟   西安交通大学 
宋    旼   中南大学 
王慧远   吉林大学 
张    静   重庆大学 
赵玉涛   江苏大学 
杨院生   中科院金属所  
蒋    斌   重庆大学 
杜    勇   中南大学                         
郑明毅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李    谦   上海大学                         
张立峰   北京科技大学 

Anne Kvithyld     SINTEF 
Bjorn Holmedal NTNU 
Casper van der Eijk SINTEF 
Ida Westermann NTNU 
Jarle Hjelen NTNU 
Odd M. Akselsen NTNU 
Ola Jensrud SINTEF 
Ole Daaland NTNU 
Trond Furu NTNU 
Volodymyr Yartis NTNU 
陈    德   NTNU   
唐    恺   SINTEF 
马   相    SINTEF 

杜    强   SINTEF 
李   翔    NTNU  
于瀛大   NTNU 
张洪旺   燕山大学 
陈豫增   西北工业大学                
刘仲武   华南理工大学 
刘    刚   西安交通大学                
钟云波   上海大学 
刘立斌   中南大学                        
张哲峰   中科院金属所 
杜文博   北京工业大学 
赵爱民   北京科技大学 
马爱斌    河海大学

当地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 (排名不分先后) (待添加):  
邓涛、彭立明、疏达、王俊、吴国华、董杰、范同祥、单爱党、吕维洁、袁广银 

执行委员:  
王渠东 上海交通大学  李彦军     挪威科技大学  
贾志宏 重庆大学   Randi Holmestad    挪威科技大学 
刘满平 江苏大学   Gabriella Tranell    挪威科技大学 

秘书处:  
邢    辉博士   上海交大，邮箱：xinghui@sjtu.edu.cn，手机: 15301611861 
孔亚萍博士   重庆大学，邮箱：yapingk@cqu.edu.cn 
庄栋栋博士   江苏大学，邮箱：zhdd860709@126.com，手机: 18205042571 
汪存龙博士   江苏大学，邮箱：cunlongw@ujs.edu.cn，手机: 13912800169 
李四民主任   材料仪器网, 邮箱：cmse2003@vip.sina.com，手机: 13691363947 

会议地点： 
会议将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举行。 

重要时间节点： 
2017 年 10 月 30 日 摘要投稿截止时间 
2017 年 11 月 10 日  摘要接受函通知时间 
2017 年 11 月 20 日  预注册截止时间 
2017 年 12 月  3  日  大会注册时间 

大会日程安排： 
2017 年 12 月 3 日，全天  会议注册 
2017 年 12 月 3 日，18:00  欢迎宴会 
2017 年 12 月 4 日，9:00-17:00 会议报告 
2017 年 12 月 5 日，9:00-17:00 会议报告 
2017 年 12 月 5 日，18:00  告别宴会 
2017 年 12 月 6 日，全天  返程 



重要事项： 
(1) 欢迎全世界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参加本次会议; 
(2)  本次会议仅需提交摘要，不组织论文投稿和发表工作。 

摘要要求：   
请用英文书写摘要 (摘要模板请参考附件中的“CNS6-Template for Abstract”)，摘要内容需大于 100
个英文单词，按单倍行距排版。摘要的文字、图和表格总和应少于一页 A4 纸，且 A4 纸的一侧边缘
应预留足够大的页边距。论文摘要截止时间 10 月 30 日，预注册的截止时间是 11 月 20 日；请在截
止时间前将论文摘要和附件中的预注册表 (CNS6-Pre-registration form-CNS6) 填写后发邮件至：
xinghui@sjtu.edu.cn  (刑辉博士)。 

推荐住宿酒店 (建议国内代表自行网上或电话预定)： 
1. 上海天平宾馆 (http://www.tianpinghotels.com/)  
(1) 住宿价格约人民币 538 元每晚；  
(2) 天平宾馆与上海交大徐汇校区相距约 500 米。 
 
2. 上海交通大学教师活动中心 (位于徐汇校区内)  (http://houqin.sjtu.edu.cn/sview.asp?id=126) 
(1) 住宿价格约人民币 380 元每晚。  
 
3. 上海博学楼宾馆 (http://www.boxuelouhotel.com/) (http://houqin.sjtu.edu.cn/sview.asp?id=126) 
(1) 住宿价格约人民币 380 元每晚； 
(2) 博学楼宾馆与上海交大徐汇校区相距约 500 米。 

 
注册费：  
正式参会者的注册费：人民币 2000 元，学生参会者的注册费：人民币 800 元。 
  
国内参会者的付款方式如下： 
付款方式：银行汇款 
户名：上海携航会展策划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交通大学支行 
银行账号：452068796613 
行号：104290050144 
重要说明： 
(1) 汇款必须附言：CNS6-"姓名职务单位" 
(2) 汇款后必须发送汇款单电子扫描件发邮件至：zhdd860709@126.com (庄栋栋博士)  
(3) 邮件中请注明：汇款金额、汇款日期、姓名、单位、手机、邮箱 
 

大会邀请报告: 
大会邀请报告在下一次通知时提供。 
 

大会报告规定 
本次大会应以英文作报告，每个报告的时间不得超过 20 分钟 (含 5 分钟问答时间)，报告人应在会议前自备 U
盘等存储工具将报告的 PPT 文件的拷贝至会场电脑中。  
 

会议主题： 
本次会议主要包括铝合金、镁合金和钛合金的科学、技术和应用。同时，特别涉及新能源及其材料的科学、

技术和应用。大会的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部分：  
(1) 铸造和变形合金 (挤压、轧制和锻造等)；  
(2) 纳米结构材料，材料表征，力学行为 (拉伸、磨损、疲劳等)，腐蚀防护和表面处理等；  
(3) 原料制备、回收和熔体处理；  
(4) 新材料特别是能源新材料 (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太阳能和风能等)； 
(5) 材料基因工程、材料设计、建模和仿真模拟等；  
(6) 材料加工新技术和工业应用 (如 3D 打印、增材制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