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 15 日-17 日．上海

12021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Advanced Membrane Technology Summit for Water Treatment 2021 

主办单位：国际水协会膜技术专业委员会中国分会

承办单位：同济大学先进膜技术研究中心、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东华大学、上海污染控制与生态安全研究院

会议日程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论坛日程

时间 议程 地点

10:00-22:00 论坛注册 一层大堂

期刊主编面对面

(1) E方知库期刊群（JES、环境科学学报、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学报等）

(2) 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

(3) Desalination

(4) 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

(5) Membranes

17:30-20:00 自助晚餐 一层馨香园

时间 议程 地点

8:30-9:00 论坛开幕式 三层东方厅1厅

9:00-11:30 大会报告 三层东方厅1厅

11:30-13:00 自助午餐 一层馨香园

13:30-17:30 专题论坛（含优秀研究生专场1） 三层会议室

17:30-18:30 优秀墙报评选 三层会议室1

17:00-18:00 IWA膜技术专业委员会中国分会闭门会议 三层会议室7

18:30-20:30 晚宴 二层悦华厅

8:30-18:30 赞助商展览&墙报展示 三层会议室1

时间 议程 地点

8:30-12:00 专题论坛（含优秀研究生专场2, 3） 三层会议室

12:00-13:00 自助午餐 一层馨香园

13:30-16:10 大会报告 三层东方厅1厅

16:10-16:20 优秀研究生报告颁奖/志愿者颁证书 三层东方厅1厅

16:20-16:30 论坛闭幕式 三层东方厅1厅

8:30-13:30 赞助商展览&墙报展示 三层会议室1

10月15日 星期五

15:30-17:30 三层会议室7

10月16日 星期六

10月17日 星期日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主论坛

时间 主持人

8:30-9:00 王志伟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单位 主持人

9:00-9:40 P-01 碳中和愿景下膜技术发展机遇与挑战 马军院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9:40-10:10 P-02 水处理高压膜污染机理与控制：从膜界

面到膜元件
黄霞教授 清华大学

10:10-10:30

10:30-11:00 P-03 陶瓷膜用于污水处理和回用的研究 李晓岩教授
香港大学/清华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

11:00-11:30 P-04 氧化石墨烯膜的水通道精密构筑与调控 金万勤教授 南京工业大学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单位 主持人

13:30-14:00 P-05 面向酸碱盐废水资源化的离子膜材料设

计和制备
徐铜文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4:00-14:30 P-06 仿生与生物启发膜及其在水处理中的应

用
姜忠义教授 天津大学

14:30-15:00 P-07 关于RO及NF膜的渗透-选择性极限 汤初阳教授 香港大学

15:00-15:30 P-08 高性能离子选择性分离膜 靳健教授
苏州大学/中科院苏

州纳米所

15:30-16:10 P-09 碳达峰碳中和视阈下新膜水处理研究展

望
侯立安院士 火箭军工程大学

16:10-16:20

16:20-16:30

 10月17日 星期日 下午  地点：三层东方厅1厅

胡承志

张林

优秀研究生报告颁奖/志愿者颁证书

王志伟

闭幕式，嘉宾致辞

报告题目

10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   地点：三层东方厅1厅

议程

开幕式，领导、嘉宾致辞

李建新

茶歇

文湘华

报告题目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一：膜法水和废水处理1

时间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主持人

13:30-13:50 K-01 纳滤在高品质再生水制备中的应用研究 文湘华 清华大学

13:50-14:10 K-02 基于膜法耦合技术页岩气废水处理的研究 刘百仓 四川大学

14:10-14:25 I-01 面向高标准工业利用的再生水反渗透处理

关键技术
巫寅虎 清华大学

14:25-14:40 I-02 正渗透技术在剩余活性污泥同步浓缩消化

处理中的应用
王新华 江南大学

14:40-14:55 O-01 静电纺丝超浸润膜在苯酚高盐废水处理中

的应用
任龙飞 上海交通大学 

14:55-15:10 O-02 纳滤工艺对太湖流域饮用水安全保障的

示范研究
李甜 同济大学

15:10-15:25 O-03 基于碳基材料和金属有机框架协同构筑纳滤膜

用于湘江流域污水中微量有机污染物的去除
龚继来 湖南大学

15:25-15:35

15:35-15:55 K-03 MABR耐盐性能及其在海洋近岸水污染

治理方面的应用
李保安 南开大学

15:55-16:15 K-04 中空纤维膜组件完整性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 王捷 天津工业大学

16:15-16:35 K-05 共价有机框架COF膜的制备及净水效能 夏圣骥 同济大学

16:35-16:50 I-03 新型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处理污泥消化液

性能及机制
张军 哈尔滨工业大学

16:50-17:05 I-04 外场辅助正渗透膜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和挑战 黄满红 东华大学

17:05-17:20 I-05 含酚废水渗透汽化处理膜的研究 伍艳辉 同济大学

17:20-17:35 O-04 正渗透膜及纳滤膜的改性策略研究 刘长坤 深圳大学

17:35-17:50 O-05 基于嵌段共聚物的重力驱动滤膜结构调控与

净水效能研究
王盼盼 哈尔滨工业大学

17:50-18:05 O-06 面向水处理的共价有机框架膜设计与制备 张润楠 天津大学 

18:05-18:20 O-07 纳滤膜去除水中微量有机物：

性能，机理及发展前景
刘彦伶 同济大学

　茶歇

10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  地点：三层会议室2

李保安

王  捷

文湘华

刘百仓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二：膜过程新理论1

时间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主持人

13:30-13:50 K-06 离子跨膜运输的界面过程表征与应

用研究
胡承志

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

13:50-14:10 K-07 正渗透收获能源微藻过程中的膜污

染机制研究
王亮 天津工业大学

14:10-14:25 I-06 膜蒸馏中阳离子对表面活性剂诱导

的膜润湿的作用机制
李方 东华大学

14:25-14:40 I-07 膜法限域催化体系的构建、效能、

机理
张正华

清华大学深圳国

际研究生院

14:40-14:55 O-08 水中典型有机物及无机颗粒的相互

作用及其对超滤过程的影响研究
王振北 北京林业大学

14:55-15:10 O-09 厌氧陶瓷膜生物反应器处理高盐印

染废水的效能和膜污染特性的研究
王侃鸣 浙江工业大学

15:10-15:25 O-10 程序性死亡介导的季铵盐改性膜抗

污染机制研究
张星冉 东华大学

15:25-15:35

15:35-15:55 K-08 纳米催化陶瓷膜在饮用水和污水处

理中应用
张锡辉

清华大学深圳国

际研究生院

15:55-16:15 K-09 水系统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中的膜过

程-病毒截留及其作用机理
郑祥 中国人民大学

16:15-16:30 I-08 官能团特性影响膜污染过程的微观

解读
郑兴 西安理工大学

16:30-16:45 I-09 基于实时表征技术与CFD的图案化纳

滤膜抗污染性能与机理研究
孙飞云

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

16:45-17:00 O-11
透明胞外聚合颗粒物（TEPs）相关

的原始生物膜——膜过滤中被忽视

的膜污染因子

孟淑娟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17:00-17:15 O-12 MBR处理漂染废水过程中生物膜垢

的微生物氮循环通路分析
周礼杰 深圳大学

17:15-17:30 O-13
活性污泥对MBR膜化学清洗的响应

及其导致有机污染物产生与迁移行

为研究

蔡玮玮 北京理工大学

17:30-17:45 O-14 基于碰撞-粘附理论的膜污染动态过

程模拟
柳君侠 广东工业大学

17:45-18:00 O-15 聚酰胺纳滤反渗透膜材料的水体基

质效应和作用机理探究
杨林燕 华东理工大学 

10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  地点：三层会议室3

　茶歇

胡承志

王  亮

张锡辉

郑  祥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三：新膜与新膜组器1

时间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主持人

13:30-13:50 K-10 面向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的电催化膜

反应器构建
李建新 天津工业大学

13:50-14:10 K-11 陶瓷膜应用于水处理和污水再生的技

术可行性研究
王小毛 清华大学

14:10-14:25 I-10 基于ATRP接枝抗污染膜材料的设计及

抗污染机制探究
王允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4:25-14:40 I-11 待定 孙猛 清华大学 

14:40-14:55 O-16 界面反应构筑高效复合纳滤膜 张艳秋 哈尔滨工业大学

14:55-15:10 O-17

Graphene Quantum Dots (GQDs)-
Assembled Membranes with Intrinsic

Functionalized Nanochannels for High-
Performance Nanofiltration

林钰青 华东理工大学

15:10-15:25 O-18 基于人工纳米水通道的纳滤膜结构调

控及微污染物高效去除机理研究
戴若彬 同济大学

15:25-15:35

15:35-15:55 K-12 序构超滤-催化膜的设计及其对复合微

污染物的增效去除
李健生 南京理工大学

15:55-16:15 K-13 催化陶瓷膜活化过硫酸盐降解微量有

机物的探索
田家宇 河北工业大学

16:15-16:30 I-12 “维度调控”TFC复合膜及其脱盐性能研

究
马晓华 华东理工大学

16:30-16:45 I-13 面向脱盐/脱氨的气态膜的抗浸润研究 王威 哈尔滨工业大学

16:45-17:00 O-19 二维盐晶体模板法制备高通量纳滤膜 朱玉长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

米技术与纳米仿生

研究所

17:00-17:15 O-20 F-Cera平板陶瓷膜在水处理中的应用 刘景霞
雅安沃克林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17:15-17:30 O-21 水透过二维亚纳米石墨烯通道膜超快

蒸发与海水淡化性能研究
陈晓芳 华东师范大学

17:30-17:45 O-22 PVDF荷负电功能超滤膜产品开发及其

应用性能评价
钱灏

上海城市水资源开

发利用国家工程中

心有限公司

17:45-18:00 O-23 新型耐有机溶剂溴化聚苯醚复合纳滤

膜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徐燕青 浙江工业大学

10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  地点：三层会议室5

　茶歇

李健生

田家宇

李建新

王小毛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四：新型膜工艺及组合工艺

时间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主持人

13:30-13:50 K-14 为什么超疏水膜耐结垢/耐污染？ 何涛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

等研究院

13:50-14:10 K-15 膜前预处理技术的进展 俞文正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

14:10-14:25 I-14
“纳滤-正渗透-反渗透”耦合工艺及其

工业废水深度处理的可行性研究与

思考

张轩 南京理工大学

14:25-14:40 O-24 基于中空纤维膜的渗透辅助反渗透

工艺优化研究
李贤辉 广东工业大学

14:40-14:55 O-25 紫外协同反冲洗法控制MBR膜污染 张晓磊 上海大学

14:55-15:10 O-26 基于不对称Janus膜的高效膜蒸馏工

艺及通量-抗润湿性Trade-off效应
李雪松 同济大学

15:10-15:25 O-27 互锁结构超疏水纳米纤维基复合膜

及膜蒸馏应用
王雪芬 东华大学

15:25-15:35

15:35-15:55 K-16 催化电极膜及污染控制体系研究进

展
柳丽芬 大连理工大学

15:55-16:15 K-17 生物-化学催化协同强化纳滤膜污染

清洗研究
罗建泉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

16:15-16:30 I-15 膜生物反应器中膜污染潜势的
肖康 中国科学院大学

16:30-16:45 I-16 膜蒸馏处理厌氧消化沼液的效能与

膜污染特性
瞿芳术 广州大学

16:45-17:00 O-28
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在厨余垃圾和污

泥共发酵过程中的能源回收潜能分

析

程辉 上海大学

17:00-17:15 O-29 膜蒸馏浓缩浓盐水过程中膜界面调

控及阻垢机制
朱志高 南京理工大学

17:15-17:30 O-30 基于降维策略的疏水膜污染“
bricking-laying”形成机制研究

郑利兵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

17:30-17:45 O-31

In situ formation of ultrathin
polyampholyte layer on porous

polyketone membrane via a one-step
dopamine co-deposition strategy for

oil/water separation with ultralow
fouling

张雷 山东理工大学

17:45-18:00 O-32
基于多酚桥接自组装的低压复合纳

滤膜可控制备及染盐选择性分离性

能研究

方小峰 东华大学

何  涛
俞文正

10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  地址：三层会议室6

柳丽芬

罗建泉

　茶歇

光谱指纹研究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专题论坛

优秀研究生专场1

时间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点评专家

13:30-13:40 S-01 基于绿色化学原理设计下一代可持续膜 谢宛岑 四川大学

13:40-13:50 S-02 生物膜载体耦合生物膜反应器强化污泥

厌氧发酵产酸的研究
刘鲡 北京林业大学

13:50-14:00 S-03 受汲取液溶质反向扩散影响的正渗透膜

污染热力学机制：在分子水平的见解
滕佳恒 大连理工大学

14:00-14:10 S-04 旋转超滤膜在改善饮用处理工艺中的

应用
于洪鉴 同济大学

14:10-14:20 S-05 基于响应面的中空纤维纳滤膜制备工艺

优化
王明书 西南科技大学

14:20-14:30 S-06 反渗透膜过程中溶解硅与腐殖酸的复合

污染机制
郦丹阳 清华大学

14:30-14:40 S-07 厌氧膜生物反应器中微细颗粒物的组成

与特征：碳源驱动的分化机制
姚元元 中山大学

14:40-14:50 S-08 MXene/CNT仿生光热膜用于太阳能驱动

界面水蒸发及去污
尚雅鑫 北京工业大学

14:50-15:00 S-09 饮用水厂中纳滤前端保安过滤器的污染

特征研究
贺鑫 同济大学

15:00-15:20

15:20-15:30 S-10

Fluoresc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DOM in Groundwater of

Different Aquifers in North Central
Province, of Sri Lanka in Wet Season

胡大洲
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

15:30-15:40 S-11 纳米零价铁对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去除畜

禽养殖废水中抗生素的影响
刘婉岑 中国农业大学

15:40-10:50 S-12 陶瓷基复合膜对不同尺度污染物的分离

性能及机理研究
王雪玲 大连理工大学

15:50-16:00 S-13 传统污水处理工艺改造为膜生物反应器

前后的成本效率对比分析
高庭苇 中国科学院大学

16:00-16:10 S-14 含锰氧化物复合氮磷双掺多孔碳材料的

制备及其电容除氟性能研究
肖锋 同济大学

16:10-16:20 S-15 过滤增强的高效光催化rGO@TiO2电纺

纤维膜：对提高光催化效率的启示
高一凡 清华大学

10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  地址：三层会议室7

茶歇

朱洪涛

马金星

魏春海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五：膜法水和废水处理

时间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主持人

8:30-8:50 K-18 膜技术在饮用水安全保障中发

挥的独特作用
于水利 同济大学

8:50-9:10 K-19 低耗MBR技术研究与实践 孟凡刚 中山大学

9:10-9:25 I-17 正渗透膜-生物反应器污泥厌氧

消化工艺性能及优化研究
朱洪涛 北京林业大学

9:25-9:40 O-33 杜邦水处理近零排放解决方案

及 Fortilife™创新膜产品介绍
王钢 杜邦水处理解决方案

9:40-9:55 O-34 纳滤膜在煤化工废水资源化的

应用及抗氧化抗污染设计
田苗 西北工业大学

9:55-10:10 O-35 多功能复合膜的控制制备及对

污水的深度处理与应用
王艺霏 北京工业大学

10:10-10:20

10:20-10:40 K-20 面向制浆尾水零排放的亲水性

超滤膜制备技术及应用
李卫星 南京工业大学

10:40-11:00 K-21 抗生素及抗性基因传播风险控

制技术初探
赵和平 浙江大学

11:00-11:15 I-18 膜曝气生物膜反应器处理市政

污水的同步除碳脱氮研究
魏春海 广州大学

11:15-11:30 O-36 烯基离子液体改性二氧化硅复

合纳滤膜高效处理水中重金属
邢丁予

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

11:30-11:45 O-37
天然矿物蛭石改性PVDF膜的油

水分离性能及膜抗污染机制探

究

王巧英 同济大学

11:45-12:00 O-38
新型纳滤预处理方式对以金泽

水库（太浦河）为原水的水厂

砂滤池出水的中试研究

张平允

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

利用过国家工程中心

有限公司

10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  地点：三层会议室2

　茶歇

李卫星
赵和平

于水利
孟凡刚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六：膜过程新理论2

时间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主持人

8:30-8:50 K-22 陶瓷膜净水技术原理的拓展研究 梁恒 哈尔滨工业大学

8:50-9:10 K-23 膜污染原位可视化监测原理和方

法
张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9:10-9:25 I-19 辅助电场强化碳纳米管膜净水效

能与机理
刘艳彪 东华大学

9:25-9:40 I-20 膜堆栈流动电极电容去离子化工

艺原理
马金星 广东工业大学

9:40-9:55 O-39 近零能耗厌氧颗粒流化床膜生物

反应器的膜污染控制研究
王静伟 北京师范大学

9:55-10:10 O-40 高精度碳化硅陶瓷分离膜的结构

调控与分离性能研究
李双 山东理工大学

10:10-10:20

10:20-10:40 K-24 正渗透膜促进厌氧消化能量回收 张捍民 大连理工大学

10:40-11:00 K-25 病毒在厌氧膜生物反应器中的界

面行为与去除机制
陈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1:00-11:15 I-21 海水淡化反渗透膜生物污染控制

及作用机制研究
杨禹 北京师范大学

11:15-11:30 O-41 膜表面生物层形成的生态学机制 徐荣华 中山大学

11:30-11:45 O-42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biofilm dynamics on different

polymeric surfaces and potential of
quorum quenching

Hira Waheed 汕头大学 

11:45-12:00 O-43
利用新型网络式膜污染模型结合

光干涉断层成像仪 探究微滤膜过

程中的膜污染形成机理

韩绮 北京林业大学

10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  地点：三层会议室3

　茶歇

张捍民

陈  荣

梁恒

张梦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七：新膜与新膜组器2

时间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主持人

8:30-8:50 K-26 高性能氧化石墨烯膜的构建 安全福 北京工业大学

8:50-9:10 K-27 基于植物多酚和MXene改性的纳

滤膜构筑策略
林红军 浙江师范大学

9:10-9:25 I-22 高效抑菌膜材料的设计与开发 王志宁 山东大学

9:25-9:40 I-23 二维共价有机框架COF耐溶剂纳

滤膜
刘江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9:40-9:55 O-44
儿茶酚辅助聚电解质层层自组装

构建抗污染分离膜用于污水再生

处理与回用

赵姗姗 中山大学

9:55-10:10 O-45 多巴胺含量对交联型氧化石墨烯

纳滤膜性能及稳定性影响研究
孔繁鑫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10:10-10:20

10:20-10:40 K-28 聚砜基嵌段共聚物膜材料的结构

设计及制膜应用
胡云霞 天津工业大学

10:40-11:00 K-29 对农村膜法水处理系统的一些研

究与思考
黄海鸥 北京师范大学

11:00-11:15 I-24 支撑层理化性质对TFC纳滤膜性

能影响规律研究
白朗明 哈尔滨工业大学

11:15-11:30 I-25 不同形貌COFs复合纳滤膜的结

构调控及其分离性能
张亚涛 郑州大学

11:30-11:45 O-46 类液体表面改性制备高通量抗结

垢膜蒸馏膜
黄裕熙 中山大学

11:45-12:00 O-47 基于间位芳纶聚合物的成膜结构

调控与性能研究
王涛 北京理工大学

10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  地点：三层会议室5

茶歇

胡云霞

黄海鸥

安全福

林红军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八：可持续膜法水处理技术

时间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主持人

8:30-8:50 K-30 面向污染物深度削减与膜污染有

效控制的MBR水处理技术与应用
田禹 哈尔滨工业大学

8:50-9:10 K-31 提质增效降耗目标导向型疏水膜

分离技术及应用
王军

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

9:10-9:25 I-26 双膜耦合系统靶向回收污水中氨

氮的研究
韩乐 重庆大学

9:25-9:40 O-48
Application of Gravity-Driven

Slow Biofilter in (Coagulation-)
Ultrafiltration Process

徐磊
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

9:40-9:55 O-49 面向物质回收和资源回收的新型

污水处理工艺
杨吉祥

中国科学院重庆

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

9:55-10:10 O-50 氧化石墨烯基复合膜的调控制备

及冶炼矿废水处理
张小亮 江西师范大学

10:10-10:20

10:20-10:40 K-32 以低能耗为目标的纳滤脱盐系统

过程设计
张林 浙江大学

10:40-11:00 K-33 面向可持续水处理应用的无机膜

及分离技术
董应超 大连理工大学

11:00-11:15 I-27 高倍率、低能耗的新型反渗透技

术
王樟新 广东工业大学

11:15-11:30 O-51
厌氧动态膜生物反应器

(AnDMBR)中动态膜性质及形成

方式探究

杨媛
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

11:30-11:45 O-52 生物电化学耦合正渗透膜生物反

应器实现污水处理与资源化
杨玉立 南京师范大学

11:45-12:00 O-53 连续流膜生物反应器中快速培养

好氧颗粒污泥的协同促进机制
汤兵 广东工业大学

10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  地点：三层会议室6

　茶歇

张  林

董应超

田禹

王军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专题论坛

优秀研究生专场2

时间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点评专家

8:30-8:40 S-16

Polyethersulfone/Sulfonated Polysulfone
Membranes Modified with Robust Antifouling

Polyethyleneimine-TiO2 Layer for Oil-in-Water
Emulsion Separation

Matindi
Christine 天津工业大学

8:40-8:50 S-17
微藻正渗透脱水过程中可溶性和结合细胞外聚

合物与藻类细胞的作用：来自污垢层结构和热

力学的证据

纪成成 浙江大学

8:50-9:00 S-18 新型分散膜生物膜反应器反硝化脱氮性能评

价：基于稳态生物膜研究
陈宇超 桂林理工大学

9:00-9:10 S-19 混凝预处理对重力驱动膜过滤性能的影响机制

探究
黄一荻 同济大学

9:10-9:20 S-20 天然聚合物层层组装制备疏松纳滤膜用于染料

脱盐
王晓磊 天津工业大学

9:20-9:30 S-21 厌氧膜生物反应器去除污水中22种微量有机污

染物:系统性能、去除机理及生物炭强化
雷振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9:30-9:40 S-22 MXene纳米复合纳滤膜用于低碳和持久性脱盐

的探究
薛强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

境研究所 

9:40-9:50 S-23 纳滤膜在净水工艺中对可同化有机碳的去除研

究
刘婉 同济大学 

9:50-10:00 S-24 用于页岩气废水回用的 “预氧化-生物-膜分离”
组合工艺的开发

唐鹏 四川大学

10:00-10:20

10:20-10:30 S-25 图案膜表面污染物颗粒微界面振荡的原位实时

观测研究
杨媚越 北京师范大学

10:30-10:40 S-26 基于MoS2改性PVDF基膜制备具有良好性能的

纳滤膜研究
王小平 同济大学

10:40-10:50 S-27 卷式膜元件中进水隔网几何结构对水力学性能

及抗生物污染性能的影响探究
林炜琛 清华大学

10:50-11:00 S-28 聚酰胺膜材料在溴氯共存体系中的损伤动力学

研究
赵慧慧 华东理工大学

11:00-11:10 S-29 电化学管式陶瓷膜的制备及其氯介导电氧化处

理垃圾渗滤液的机制探究
李洋 同济大学

10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  地点：三层会议室7

茶歇

黄满红

王新华

巫寅虎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专题论坛

优秀研究生专场3

时间 编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点评专家

8:30-8:40 S-30 新型超薄亚纳米孔UiO-66正渗透膜及其 苛
性环境分离性能研究

杨文涛 大连理工大学

8:40-8:50 S-31 生物炭缓解厌氧膜生物反应器膜污染的原

位分析及机理研究
冷露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8:50-9:00 S-32 四甲基氢氧化铵（TMAH）废水的水解酸

化-A/O-MBR处理研究
李胄彦 同济大学

9:00-9:10 S-33 一种高效稳定耐污染的定向分离氧化石墨

烯/碳纳米管膜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安烨辰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

9:10-9:20 S-34

Improved membran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polysulfone mixed matrix

membranes via halloysite nanotubes
modification

KADANYO
SANIA 天津工业大学

9:20-9:30 S-35
基于RTIPS法添加F127和HKUST-1开发亲

水性的聚醚砜超滤膜：减轻渗透-选择的权

衡效应

高春梅 上海海洋大学 

9:30-9:40 S-36 二维卟啉基金属有机框架膜的制备及其纳

滤性能研究
程鹏 同济大学

9:40-9:50 S-37 反渗透膜处理煤化工废水的空间污染特性

研究
孙乐群 清华大学

9:50-10:00 S-38 反渗透膜淡化苦咸水全过程污染物迁移/沉
积数值模拟

李金守 兰州理工大学

10:00-10:20

10:20-10:30 S-39 耐溶剂复合膜的制备及其有机溶剂正渗透

性能的初步探究
梁婧怡 同济大学

10:30-10:40 S-40 耦合FCDI脱盐促进FOMBR污泥厌氧消化

工艺长期稳定运行研究
屈越童 北京林业大学

10:40-10:50 S-41 新型旋流场膜过滤系统的膜污染控制效果

与机理研究
张梦淇 北京师范大学

10:50-11:00 S-42 纳米银复合膜在水和废水处理中的最新进

展:应用与挑战
喻园园 西南大学

11:00-11:10 S-43
碳纳米管和环糊精制备具有仿生章鱼触角

结构表面的纳滤膜用于海水淡化预处理：

性能和机理

王紫慧 哈尔滨工业大学

10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  地点：三层上海厅

茶歇

张  轩

王允坤

孙  猛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专题论坛

墙报展示

(评审时间为10月16日17:30~18:30)

编号 题目 报告人 单位

PO-1 高效稳定的协同除污染，自清洁N-rGO催化臭氧

膜： 自由电子的聚拢效应及界面属性的作用原理
宋子龙 北京林业大学

PO-2 汲取液中添加表面活性剂对正渗透膜生物反应器

性能的影响
徐志程 中国农业大学

PO-3
Reduction of nitrobenzene by a zero-valent iron

microspheres/polyvinylidene fluoride (mZVI/PVDF)
membrane

杨成锋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

PO-4 还原型氧化石墨烯膜的还原程度与通量的关系探

究
王钰雯 湖南大学

PO-5 卷式膜微涡流进水垫片设计与传质效应研究 刘康 北京师范大学

PO-6 两性离子共聚物改姓聚醚砜/磺化聚砜致密超滤膜

用于增强染料/盐选择性分离
刘淦生 天津工业大学

PO-7 亲水性多孔膜与微生物电解池结合提高COD 去除

率和氢气回收
赵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PO-8 亲水-超疏水-亲水PVDF基纳米纤维MD膜制备及其

抗污染研究
李隽 东华大学

PO-9 水溶性聚合物喷涂改性PVDF膜及其性能研究 张干伟 苏州科技大学

PO-10 柔性自支撑水凝胶光催化膜的制备及去污性能探

究
路梦洋 大连理工大学

PO-11 双功能改性膜同步去除水中新兴污染物及重金属

研究
王毅

国民核生化灾害防化国家重点

实验室

PO-12 PVDF-CS高通量抗污超滤膜的制备及应用 徐超
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

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PO-13 阳离子型聚离子液体改性PVDF膜的抗污染研究 沈舒苏 苏州科技大学

PO-14 沼液多级膜浓缩过程养分分级规律与浓缩液制肥

潜力研究
崔文静 中国农业大学

10月16-17日 星期六-星期日  地点：三层会议室1



2021年水处理先进膜技术高端论坛 专题论坛

墙报展示
(评审时间为10月16日17:30~18:30)

编号 题目 报告人 单位

PO-15 混凝/臭氧对气隙膜蒸馏处理渗滤液浓缩液的影响

研究
贾晓琳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PO-16 XDLVO理论解析有机物在膜蒸馏过程中的膜污染

行为机制
王可 南昌大学

PO-17 垃圾渗滤液纳滤处理后清液中有机物特征与深度

处理
郭俊 复旦大学

PO-18 新型铜基碳纳米管复合膜的制备及其除As(III)性能

研究
熊琴 北京师范大学

PO-19 构建功能化锆基金属有机框架薄膜纳米复合纳滤

膜用于去除微量氟喹诺酮类抗生素
方思源 湖南大学

PO-20 膜生物反应器在低C/N污水深度脱氮处理中的应用 左薇薇 北京工业大学

PO-21 膜蒸馏用低导热SiAG-PVDF膜制备研究 楚天成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

PO-22 利用β-环糊精的精密分子筛结构制备的复合聚酯纳

滤薄膜对染料/盐分离性能研究
李娟 湖南大学

PO-23 垃圾渗滤液纳滤处理后清液中有机物特征与深度

处理
郭俊 复旦大学

PO-24 高效电产过氧化氢的电催化疏水膜制备与应用研

究
刘子谋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PO-25 群体感应淬灭酶 YtnP支架在膜污染抑制的应用 钱景 华侨大学

PO-26 掺杂银基金属有机框架制备抗生物污染的复合薄

膜
谭子康 湖南大学

PO-27 厨余沼液超滤浓缩及浓缩液有机液肥复配 李施雨 中国农业大学

10月16-17日 星期六-星期日  地点：三层会议室1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国际水协会膜技术专业委员会中国分会

承办单位

同济大学先进膜技术研究中心、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

东华大学、上海污染控制与生态安全研究院

科学委员会

主席：黄  霞（清华大学）

顾问：侯立安 院士（火箭军工程大学）、马  军 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

委员（按照姓氏拼音排序）：

安全福（北京工业大学）

陈  荣（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董应超（大连理工大学） 

胡承志（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姜忠义（天津大学）

靳  健（中科院苏州纳米所/苏州大学）

李建新（天津工业大学）

李晓岩（香港大学）

孟凡刚（中山大学）

汤初阳（香港大学）

王小毛（清华大学）

文湘华（清华大学）

夏四清（同济大学）

许振良（华东理工大学）

俞开昌（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  林（浙江大学）

郑  祥（中国人民大学）

曹宏斌（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戴晓虎（同济大学）

何  涛（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黄海鸥（北京师范大学）

金万勤（南京工业大学）

李保安（天津大学）

李健生（南京理工大学）

梁  恒（哈尔滨工业大学）

全  燮（大连理工大学）

王  军（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王志伟（同济大学）

夏圣骥（同济大学）

徐铜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于水利（同济大学）

张宏伟（天津工业大学）

赵和平（浙江大学）



组织委员会

组织机构

会议赞助商

主席：王志伟（同济大学）

委员：夏四清

刘彦伶

李  甜

戴若彬

于水利

邓子龙

李雪松

吴志超

张  华

王巧英

夏圣骥

孙雅洁

唐玉霖

恩德斯豪斯(中国)自动化有限公司



参会提醒

注册签到&会场防疫

1. 对于已在会议官网完成注册和缴费的与会嘉宾，现场实行实名制审核，审核后发放参

会凭证；

2. 在室内区域必须全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请注意个人防护；

3. 健康码和行程码需为绿码方可入场；

4. 参会人员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相关症状，请立即向论坛组委会报告并安排隔离就诊；

5. 其他会议相关信息，可登录会议官网https://amts2021.scimeeting.cn查阅。

注    册：陈    曲  13901085466 

王    明  18395608040

刘彦伶 18810310503

住    宿：上海富悦酒店-宋明辉 13671752982

孙雅洁 13817680432

交    通：张    华 13916395294

李    甜 18201821571

会    场：邓子龙 15979109988

财    务：王巧英 13601945431

秘书组：李雪松 13003296368

王雪野 18817366695

戴若彬 13817987594 

会务联系方式



地点与交通

会议地点

上海富悦大酒店

上海富悦大酒店位于松江新城国际生态商务区，距离虹桥机场约30公里，45分钟车

程；距离浦东机场约70公里，70分钟车程；距离上海站约40公里，60分钟车程。

具体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茸悦路208弄

联系方式：021-37688888-1

公交：松江69路、松江66路、松江11路、1803路、松莘线B线

地铁：9号线 松江大学城站 2.7公里

交通方式



会场平面图

会场平面图



线上注册通道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快速完成会议注册与缴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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