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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DT新材料倾力打造的第六届国际海洋防腐与防污论坛（IFMCF2021）于 2021

年 4月 22 日在宁波东港喜来登酒店正式召开。

论坛连续六年举办，已经成为海洋新材料与装备领域非常有影响力的行业活动。本届

论坛共吸引了行业内 200 多家企业、50多家科研院所和高校参与，与去年相比，参会规

模得到了显著提升。论坛共邀请到演讲嘉宾 54位，其中院士 3位，973 首席、长江学者

和国家杰青等 16 位；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国家设计院和央企总工 12 位；跨国企业

技术或研发总监、国内品牌企业负责人 9位，其他领域的嘉宾 14位。

本届论坛重点关注海洋清洁能源、海洋牧场 / 船舶、海洋构筑物三大领域，涵盖海上

风电、浮式光伏、核电、深海 / 极地装备、深远海养殖、人工岛礁、跨海大桥和港口码头

等领域，聚焦海洋新材料与装备行业政策、科研和市场等热点内容。深耕海洋，向海图强

是国家战略，更是我们服务的初衷，让我们共同开始蓝色圆梦之旅。

论坛概况

行业内一直期盼一个场景，那就是让供应商和采购方真正实现 1对 1，面对面高效对接。

本届论坛精心设置需求对接环节，阳光电源、国电联合动力、中兴通讯、国电龙源、中船

701 所、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国电技术研究院、苏州热工院、中集、北京卫星制造厂、本

钢集团、青岛钢研纳克、扬帆船厂、阳光水面光伏、许继电气等 30余家海洋防腐防污领

域的需求方重磅参与。

采购 - 供应一站式对接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海洋新材料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海洋材料与防护技术重点实验室

DT新材料

协办单位

江苏海上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腐蚀科学技术学会

承办单位

宁波德泰中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中国深远海海洋工程装备技术产业联盟

执行主席

王立平，中国科学院海洋新材料与应用技术

重点实验室主任

名誉主席

薛群基，中国工程院院士

合作媒体

赞助单位



于 2016 年，由张立生博士带领核心技术及服务团队所创建。放眼未来，

布局全国，目前公司总部坐落在宁波甬江科创大走廊启迪科技园，已在上

海、南京、东莞分别成立子公司。

德泰中研是一家专注新材料行业研究及推动新材料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融合的产业大数据平台，为地方政府提供产业

（园区）规划、精准招商，为企业提供成果转化、技术对接，为投融资机构输出优质项目标的等综合科技服务。

聚焦海洋新材料应用基础研究及高技术应用创新研究，以国

家海洋战略和区域海洋产业需求为导向，重点致力于海洋新

材料的基础研究、工艺技术集成和工程化应用，研究材料和

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聚焦电化学耦合腐蚀、生物污损、力

学 -化学交互磨损等三类重大海洋材料损伤问题，加速推进有关失效机理与应用技术的核心协同能力研发，逐步完

善海洋新材料的设计制备新思路、耦合损伤新机理、工程技术创新体系，成为海洋新材料向产业化转化和国防应用的

桥梁和纽带，将实验室打造成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高水平实验室。

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 85人，其中学术带头人 9人。人员队伍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研究员 24人（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 1人、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2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人、1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

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中科院“百人计划”4人、浙江省万人计划2人），副研究员（高工）26人，

博士后 8人，高级访问学者 1人，在读研究生 171 人，硕士生 128 人，博士生 43人。自实验室成立以来，注重团

队式的协作攻关，形成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技能互补、分工协作的学术团队，发挥高层次人才的领军作用，大大地

提高了团队的总体科研水平和应用推广能力。通过搭建一流的科研实验平台、引进优秀青年科研骨干、锻炼科研一线

人员、加强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培养学者精神等措施，实验室已成为国内海洋新材料和防护技术领域颇具影响的研

究集体之一。

关于 DT 新材料

关于中国科学院海洋新材料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科院海洋新材料与
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刘兴景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

王立平

中科院海洋新材料与
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主任

赵永庆

国家 973计划首席科学家、
西北有色院副总工程师

郑海兵

中山大学化学工程与
技术学院

薛群基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星群

招商局海洋装备研究院
首席科学家

刘涛

上海深远海洋装备材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开明

俄罗斯工程院
外籍院士

刘碧燕

江苏海上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防腐首席师

赵书恒

合肥阳光水面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中心系统设计经理

方健君

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
防腐涂料实验室主任

林昌健　

厦门大学
特聘教授

主论坛

海洋清洁能源：海上设施

嘉宾阵容



陈靓瑜

江苏科技大学副教授

季冬强

上海市腐蚀科学技术学会
副秘书长

类延华

上海海事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教授

王勇

鞍钢集团钢铁研究
院厚板所所长

辛龙

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

李少香

青岛科技大学教授

郑玉贵

中科院核用材料与安全评价重点
实验室研究员

梁上海

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刘智勇

北京科技大学国家腐蚀与防护
科学数据中心教授

刘洪群

苏州热工院材料保护主任工程师

杨兵

武汉大学动机学院教授

汪家梅

上海交通大学

海洋清洁能源：核电



谢志鹏

中船重工 725 所厦门分院
副部长

魏骞

DNV 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研究员

林承刚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副研究员

谌志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
器研究所研究员

卢光明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工程师

赵勇刚

烟台中集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高工

陆康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船舶涂料  
研发实验室防污涂料产品支持　
经理

赵云鹏

大连理工大学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教授

闫峰

挪威船级社大中华区海工
总经理

宁方刚

青岛大学非织造研究院
博士

夏庆超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海洋牧场

船舶



郎彦庆

阿科玛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销售及业务开发经理

冯立

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刘栓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
所高级工程师

毛飞雄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李春德

苏州佳固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技术经理

孙红尧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周斌

NACE 上海分会副主席

蓝席建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高工

聂灏

固瑞克流体设备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中国区销售经理

金伟良

浙江大学结构工程研究所
所长

魏英华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研究员

陈建飞

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系
教授

滕雅娣

杭州清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张文锋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防腐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

海洋构筑物



嘉宾观点

《浮式风电发展现状及对耐蚀材料的需求》

根据IRENA预测，205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在全球总发电量中占比将达到86%，风电将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

将提供超过 1/3 的总供电量。深远海浮式风力发电是未来风力发电的重要方向。

——吴开明，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若干海洋新材料最新进展》

海洋产业和涉海国防高技术对于新材料新技术的需求极为旺盛，海工装备和海洋安全保障都强烈依赖于海洋材

料的快速研发和应用验证。目前，我国主要存在关键海洋工程材料依赖进口、严重缺乏海洋材料的学科体系以

及缺乏海洋材料综合性研究和验证平台等明显的短板。

——王立平，中科院海洋新材料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

《漂浮式风电降本增效设计考量》

更稳定优质的深远海风能虽使深远海风电成为最具吸行力的可再生能源之一，基于经济性考虑，业界一般认为

在水深超过 50m条件下，漂浮式基础才会在经济性较优的情况下取代固定式基础而被使用。

——李星群，招商局海洋装备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浮式光伏的技术现状和未来市场》

水面漂浮式光伏属于光伏行业的细分领域，2012 开始进行试验性质的研究，2014 年有兆瓦级以下的初步运用，

2016年开始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全球累计装机量2GW+。随着行业的发展，使用的场景越来越广，

人们开始关注水面光伏在近海的运用。

——赵书恒，合肥阳光水面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中心系统设计经理

赵涛

武船重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涂装主管

方翔

中交四航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研究所副总工

洪苏科

上海蛟龙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大型深远海养殖设施发展概况与研究进展》

目前深远海养殖渔场已成为世界海水养殖热点方向，大型深远海养殖设施装备是保障深远海养殖产业发展的重

要条件，我国发展深远海养殖应重点关注区域养殖环境、海况条件、防生物附着和结构防腐等关系深远海安全

养殖的重点环节。

——谌志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研究员

《国外深海养殖业的发展及其挑战》

中国作为人口和海洋资源大国，在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促进下正一步步推动海洋牧场走向深远海。而在地球另

一端的挪威已经在近些年充当了新概念和最佳实践的试验台，各方正在努力更新和完善安全、可靠，可持续的

未来解决方案。

——闫峰，挪威船级社大中华区海工总经理

《深远海养殖装备防污技术及工程应用研究》

深远海养殖是渔业养殖的趋势，包括网衣在内的养殖装备防污越来越被重视，但如何通过“产学研用”突破包

括网衣在内的养殖装备新型防污技术产业化发展和应用一直是业内的难点。

——赵勇刚，烟台中集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高工

《海洋工程用绳网产品防生物附着进展》

由于大部分绳网产品长期浸没在海水中，各种贝类等附着在这类绳网表面影响了绳网产品的性能，弱化了绳网

应有的功能，特别是近年来大型海洋牧场、海水过滤、深水系泊和漂浮式海洋风电工程的逐步增多，这方面的

问题也日益突出。

——宁方刚，青岛大学非织造研究院博士

《混凝土结构全寿命耐久性的电化学提升与控制方法》

随着海洋经济的深入发展，海港工程也随之大力建设，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也给海洋环境

保护、海港工程防护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海港工程混凝土防水防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海港工程水泥混凝

土建（构）筑物防护正在向结构自防水自防腐自防污一体化方向发展，达到百年混凝土、百年工程的目标。

——金伟良，浙江大学结构工程研究所所长

《复材 - 海水海砂混凝土及其应用前景》

海洋强国战略急需建造大量海洋基础设施，但是普通钢材在海洋环境中面临严重的腐蚀问题。此外，随着建筑

业及基建的快速发展，我国每年消耗30亿吨以上建筑用砂，河砂的过度开采极大程度破坏了我国河流生态环境，

但供求矛盾依然日益严峻。使用高强且具有良好抗腐蚀性的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及海水海砂混凝土为理想海洋工

程建设材料，具有无限的应用前景。

——陈建飞，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系讲席教授



参会声音

两天的会议提供了海洋装备业界有效交流的平台。今屆会议议题亦扩充包括了目前关注的如海上风电、海洋牧

场、清洁能源等热点课题，使会议更具吸引力。两天会议主办方非常专业，各个细节都考虑周到，使会议舉办

得非常成功。期待下屆会议能继续扩展规模，成为业界更具影响力的会议。

——招商局海洋装备研究院参会嘉宾

祝贺本次国际海洋防腐与防污论坛圆满成功，感谢 IFMCF组委会为本次论坛提供的细致服务，本次论坛为我

们提供了与同行专家交流的机会，促进了不同单位不同行业间的需求对接，对于我国海洋腐蚀与防护领域的研

究与应用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山大学参会嘉宾

感谢 IFMCF组委会为第六届国际海洋防腐防污论坛的成功举办所做的付出，此次会议非常有特色，专业性、

多样性、灵活性并存，对风电、核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推进作用，希望有机会共同针对防

腐专题做一次论坛筹备。

——中国科协上海腐蚀学会参会嘉宾

这次大会比较新颖的用了供需对接墙，能够帮助参会的厂家人员和技术人员快速找到他们的合作伙伴，非常好

——苏州热工研究院参会嘉宾

会议组织得非常好，很专业，尤其是有很多企业代表参加，实际应用性很强。如果能留出更多时间讨论，效果

会更好的。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参会嘉宾

会议开的很好，焦点问题找的比较准！行业之间交流也比较充分。希望以后这个会也能多邀请一下材料方面专

家，现场交流。祝大会越办越好！

——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参会嘉宾

会议组安排妥当，学术交流氛围浓厚，在学术研究与企业应用方便搭建了良好沟通的桥梁。	

——上海交通大学参会嘉宾

我感觉这是一次组织很成功的大会。无论是在参会代表人数，资质以及所演讲的内容，都是高规格的，切合新

时期下国家对涂料发展的期望。祝愿今后你们能主办更多更成功的技术大会，为我国涂料行业发展添砖加瓦。

——阿克苏诺贝尔参会嘉宾



会议组织严谨，内容覆盖面广，产学研结合非常好，对所有参会人员及单位来说，此论坛即是学习的机会，也

是推广产品的机会，更是最早了解行业前沿发展的机会，衷心祝愿此论坛后续越办越好！

——上海蛟龙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参会嘉宾

会议涵盖了海洋防腐的有机和无机材料具有前瞻性	，汇报专家均属国内权威或领军人物，对海洋防腐的诠释

精准。会务组织灵活有序，议程明确，会务人员体贴、周到、耐心。建议，往年的路演项目保留，供和需更方

便、更紧密的联系。

——巨化集团参会嘉宾

加了供需表，进一步开放了交流的平台。期许：希望能够更加国际化，邀请到更多地海外专业人士来交流。也

希望有更多地互动平台，比如有奖竞答。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参会嘉宾

2021 年第六届国际海洋防腐防污论坛以海洋与核电领域的防腐与防污为主题具有鲜明的主题特色，主题事关

国家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领域，非常契合国家、行业和区域的发展需求。其二是会议将产学研用各方搭建了一

个有效对接需求，相互交流合作的平台。其三，会议形式多样，文化与展览活动丰富。

——武汉科技大学参会嘉宾

IFMCF	（国际海洋防腐防污论坛）是亚太地区最具行业影响力的行业盛会，DT	新材料作为论坛主办方，联

合众多知名行业机构及企业，齐聚美丽的海滨城市宁波，让业界的多种思想在论坛期间得以自由交流和碰撞，

这对推动整个海洋装备和海洋新材料行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此对主办方表示感谢！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

贡献力度，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绿色发展与高效发展将成

为我国能源体系建设的未来方向，海上漂浮式光伏、海上风电以及核电等海洋清洁能源将迎来大的发展，同时

也会带来海量的新型海洋防腐材料需求，未来技术信息的交流对各企业及科研单位越来越重要，期望“国际海

洋防腐防污论坛”能继续给企业界及各大科研院所提供交流的平台，能惠及越来越多的人，祝愿论坛越办越好！ 

——阳光浮体科技有限公司参会嘉宾

这次论坛搭建了一个产学研用的高质量合作交流平台，通过院士、专家以及企业家的讲解，使我们对本次论坛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海洋防腐防污问题刻不容缓。会务组周到、热情、仔细认真的服务工作，为顺利参加本次

会议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兰州文理学院参会嘉宾

第六届国际海洋防腐与防污论坛为大家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论坛规格高，邀请了国内诸多领域权威专家，

也给年轻老师展示自己的机会。非常荣幸可以参加这个会议。

——江苏科技大学参会嘉宾



现场回顾

参会构成

企业负责人（法人、董事长、总经理等）

技术和研发

市场和销售	

科研人员

媒体

采购

政府、协会人员

其他

25%

16%

10%
22%

12%

7%

5%
3%

政府、协会

科研院所和高校

原材料企业	

海洋防腐、防污材料企业

设备供应商

终端用户和施工单位

业主单位

其他

15%

12%

26%

25%

8%

8% 3%
3%

按照
行业 

按照
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