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次全国电化学大会 

 

 

    第十七次全国电化学大会定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11 月 19 日在苏州大学召

开。本次大会由中国化学会电化学委员会主办，苏州大学承办。大会旨在全面展

示我国电化学领域所取得的最新进展及成果，增进产、学、研、用之间的技术交

流与合作，进一步促进我国电化学事业的发展。届时将邀请国内外知名电化学专

家、学者和电化学科技工作者，并邀请大陆、港、澳、台地区和海外从事电化学

仪器开发以及产业界同仁聚会苏州，交流和展示最新成果。 

本次会议的学术交流形式包括大会邀请报告、分会邀请报告、口头报告和墙

报等多种形式。大会还设有产品及仪器展示和电化学仪器新技术专题讨论。现面

向全国广大电化学工作者征集学术论文，并制作论文集，欢迎踊跃投稿，积极参

会。 

本次大会将于 11 月 15 日（星期五）全天举办首届电化学专题讲座。 

一、 会议日程 

培训班日程 

11 月 14 日  14:00~21:00   电化学专题讲座报到 

11 月 15 日  8:30~17:00    电化学专题讲座 

大会日程 

11 月 15 日  9:00~21:00    会议注册报到 

11 月 16 日  8:30~17:00    开幕式、大会报告及分会报告 

11 月 17 日  8:30~17:00    分会报告 

11 月 18 日  8:30~17:00    分会报告、大会报告及闭幕式 

展览日程 

11 月 16 日~11 月 18 日     墙报、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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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论文征集 

1. 征文范围 

本次会议征文对象为从事电化学领域的工作者，应征论文应是未曾公开发表

的研究成果，投稿时必须选择所投内容分属的范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 

A 基础电化学（包括谱学电化学和电催化） 

B-I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包括锂硫电池和锂空电池） 

B-II 锂离子电池（负极、电解液和系统等） 

C 燃料电池 

D 其他电池及超级电容器 

E 有机、环境与工业电化学（有机电合成，电解、电镀、金属腐蚀与防护、

电沉积和表面处理技术等） 

F 纳米与材料电化学（纳米电化学、功能材料电化学等） 

G 电分析化学和生物电化学（包括电化学传感器等） 

H 光电化学（包括无机、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等） 

2. 论文格式要求 

请用中文或英文撰写，篇幅不超过2页。会议论文摘要突出工作的创新性，

文字简练，语言准确。具体格式要求和摘要模板请参阅会议网站：

http://17cse.suda.edu.cn/。 

3. 论文投稿方式 

论 文 投稿 时间 为 2013 年 6 月 1 日 ~ 9 月 1 日 ， 论文请在会议网站

http://17cse.suda.edu.cn/在线提交，大会学术委员会将根据论文的内容与质量确定

是否录用，优秀论文将被推荐到《中国科学 化学》和《电化学》杂志发表。 

三、学术报告 

     1. 大会邀请报告 （排名不分先后，具体报告议程将在第三轮通知确定） 

    田中群院士（厦门大学）          刘忠范院士（北京大学） 

    李述汤院士（苏州大学）          李  灿院士（大连化物所） 

Prof. Matsue（日本东北大学）      Prof. Jacek Lipkowski (加拿大院士)  

http://17cse.suda.edu.cn/
http://17cse.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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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中国电化学贡献奖获得者(1)    本届中国电化学贡献奖获得者(2) 

     2. 分会报告与墙报 

     征集的论文将由大会学术委员会和各分会负责人拟定邀请报告、口头报告

和墙报(投稿人在投稿时明确意向)，口头报告和墙报具有同等的学术地位。为鼓

励与会者积极参与高质量学术交流，会议将评选最佳参会组织工作奖(2～3个单

位)、口头报告奖(约20名)和墙报奖(约20名)，并颁发奖状和奖金。 

四、 电化学专题讲座培训班 

经中国化学会电化学委员会决定，在电化学大会召开的前一天，面向电化学

领域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和研究生，聘请4位国内知名电化学专家分别开展电化学

知识和技术专题讲座。本次讲座定于11月15日举办，具体安排如下： 

   讲座题目                             主讲人     

1. 微电极 多孔电极 粉末微电极………… 陆君涛（教授）/ 武汉大学       

2. 交流阻抗技术与应用 …………………  张鉴清（教授）/ 浙江大学       

3. 电化学中的原位光谱技术……………… 任  斌（教授）/ 厦门大学       

4. 电化学论文写作与投稿………………… 章宗穰（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培训地点：苏州大学 

培训时间：2013年11月15日  8:30~17:00  

五、 会议注册 

1. 会议注册费 

2013 年 9 月 10 日（含）前（注册）缴费：一般代表每位 RMB 1500 元，学

生代表每位 RMB 1200 元；企业代表每位：RMB 2200 元。 

2013 年 9 月 10 日后及会议期间缴费： 一般代表每位 RMB 1700 元，学生

代表每位 RMB 1400 元（凭有效学生证件）；企业代表每位：RMB 2400 元 

会议注册费请汇至：    

户  名：苏州大学                开户行：交通银行苏大分理处 

帐  号：3256 0100 0010 1490 02255 

注：请在汇款时务必注明“第十七次全国电化学大会注册费+姓名+单位名

称”，并将汇款存根保留，便于报到时查验。同时，请将汇款存根复印件传

真或发电子邮件给 cse2013@126.com，便于我们及时掌握信息，请在发送

汇款存根时注明发票抬头。 

mailto:cse201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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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化学专题讲座培训费 

参加电化学专题讲座培训的代表必须在 2013 年 9 月 10 日（含）之前缴纳培 

训和资料费，每位 RMB 300 元。若报到现场交培训费，须另外加收 RMB 100

元。 注：培训期间食宿自理。  

电化学专题讲座培训费请汇至： 

户  名：苏州市格致期刊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苏州城中支行  

帐  号：5129 0283 8610 202 

注：请在汇款时务必注明“第十七次电化学大会专题讲座+姓名+单位名称” ，

并将汇款存根保留，便于报到时查验。同时，请将汇款存根复印件传真或

发电子邮件给 cse2013@126.com，请在发送汇款存根时注明发票抬头。 

六、 食宿安排 

会务组在主要宾馆以最优惠价格为参会代表预订了一定数量的房间，请代表

们在会议网站http://17cse.suda.edu.cn/预订或在会议回执中注明，宾馆入住由近及

远，客满为止，费用自理。 

预订酒店房型与房价： 

宾馆类型 标准 房型 房价（元/天） 

A级 标准单人间 A1  

450 
标准双人间 A2 

B级 标准单人间 B1  

350 

标准双人间 B2 

C级 标准单人间 C1  

200250 

标准双人间 C2 

D级 标准单人间 D1  

200以下 

双人、三人间 D2、D3 

注：1. 由于参会人数众多且宾馆资源有限，请您务必在2013年9月10日前将会议

回执（见附件1，回执也可在会议网站上下载）发送至：cse2013@126.com 

2. 为了便于会议期间的交流与安排，建议电化学专业委员会成员及具有高

级职称的专家代表选择A级或B级宾馆，其他代表有同等选择权。 

 

mailto:cse2013@126.com
http://17cse.suda.edu.cn/
mailto:cse201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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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重要时间 

征文截稿日期：2013年9月1日 

第三轮通知：2013年10月10日 

参展厂商报名截止日期：2013年10月10日 

注册费优惠截至日期：2013年9月10 日  

会前培训班报到时间：2013年11月14日  

会前培训班上课时间：2013年11月15日 

学术会议报到时间：2013年11月15日  

学术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11月16日～18日  

八、 联系方式 

地  址：江苏省苏州市干将东路333号 苏州大学能源学院 邮编：215006 

联系人：张  力（13451541592），zhangli81@suda.edu.cn  

杨瑞枝（0512-65221519），yangrz@suda.edu.cn  

赵  亮（13812762203），cse2013@126.com  

传真：0512-67875503 

   企业赞助或其它事宜请通过电话或邮件与会议联系人联系。 

 

     特别提醒 

由于会期正值苏州旅游旺季，接待能力有限，考虑到房间预订、会场安排

等因素，烦请各位代表在截止日期前注册并发送会议回执，以便各项活动安排，

敬请协助。 

 

 

第十七次全国电化学大会组委会 

苏州大学能源学院（代章） 

2013年4月22日

mailto:zhangli81@suda.edu.cn
mailto:yangrz@suda.edu.cn
mailto:cse201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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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七次全国电化学大会会议回执 

 

 

注：（1）房型以“预订酒店房型与房价”中的宾馆房型为准，如填写 A1、A2、B1 等即可。由于不同标准的房源不同，原则上按照先订先安排的原则，

对于无法满足预定要求的，会务组会将按照房源统筹安排，恕不另行通知。 

（2）如果回执信息与网上注册信息不同，以本回执为准。 

（3）该回执请于 9 月 1 日前发送至：cse2013@126.com。 

编

号 
姓名 

职称 / 

学生 

性

别 
年龄 

是否交

注册费 
房型 

是否

合住 

 

是否参加

专题培训 
单位 / 联系电话和 Email 

特别要求/或赞助计划 

请注明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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