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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概况

2018年4月25-27日，第三届国际海洋防腐与防污论坛在上海外高桥喜来登酒店

召开。

本届论坛由中国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DT新材料联合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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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德

泰中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和上海市腐蚀科学技术学会联合承办，论坛得到了美国防护

涂料协会SSPC、中国钢结构协会防火与防腐分会、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海洋污损防

护技术专业委员会、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岸科学与工程分会、国家建筑工程材料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洋装备分会、中国材料工程学会表面工

程分会青工委员会、上海市闵行区腐蚀科学技术学会、宁波市涂料与涂装行业协会和

西安市涂料涂装防护协会等十余家单位的支持。

论坛由薛群基院士担任荣誉主席，中国科学院海洋新材料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主任、浙江省海洋材料与防护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王立平研究员担任论坛主席，同时

，还邀请到来自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美国防护涂料协会SSPC、中国钢结构协会防

火与防腐分会、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海洋污损防护技术专业委员会、中国海洋工程咨

询协会、日本工程院、俄罗斯国家工程院、中国科学院海洋新材料与应用技术重点实

验室、西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新材料研究所、上海材料研究所、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天津大学、中电科海洋信息研究院、国家电投集团、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西北工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湖南大学、东华大学、广东海洋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省海洋材料与防护技术重点实

验室、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筹)、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重庆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武汉大学、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涂料国家

重点实验室、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701所、国家海洋局东海标准计量中心的政府官

员和专家学者；来自Akzonobel 阿克苏诺贝尔、海名斯特殊化学、路博润、麦加涂料

、索尔维、固瑞克、东丽先端材料、信和涂料、山东欧铂、广州聚能等的企业届代表

；来自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思源电气、西安热工院、中船重工、中国舰船研

究设计中心、阳光电源、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上海电气

、河南省特种防腐有限公司、三沙蓝海海洋工程、河南省防腐保温有限公司、苏州热

工院、深圳中广核工程公司、江苏龙源、中电熊猫、博迈科海洋工程、香港海岸顾问

服务公司、许继电气、中交天津港、航天科技八院、金风科技、国电联合动力、国家

电网、中材科技、上海振华重工、中集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大连船舶、上

海船厂、湖东造船、江南造船、上海外高桥造船等的用户单位代表，共计300余人参

会，汇集了最顶级的科研院所、生产企业、用户单位、投资机构，打造了立体化的产

学研用资交流平台。



组织机构

会议亮点

1、1场高质量项目路演，10个优质项目展示，项目方、资方、

政府招商局、用户单位等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2、2场圆桌讨论，从石墨烯改性重防腐涂料的若干基础性科学问

题到应用示范工程，从风电叶片前缘防护的痛点到标准制订和解决方

案探讨。

3、2个分论坛设置，从市场预判到前沿技术，从用户端的防腐问

题到迫切需求分享。

4、10家企业展台展示，精准对接潜在客户，高效率大范围地宣

传和推广企业产品和解决方案。

5、30场特邀报告，话题涵盖绿色防腐材料、高新防腐技术和智

能检/监测技术，从科学研究到产业化应用，从市场前沿到用户需求。

支持单位

美国防护涂料协会SSPC

中国钢结构协会防火与防腐分会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海洋污损防护技术专业委员会

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岸科学与工程分会

国家建筑工程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洋装备分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表面工程分会青工委员会

上海市闵行区腐蚀科学技术学会

宁波市涂料与涂装行业协会

西安市涂料涂装防护协会

主办单位

中国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DT新材料

论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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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海洋材料与防护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

论坛名誉主席

薛群基，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科技委主任

承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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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德泰中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市腐蚀科学技术学会



项目路演

关于DT新材料

“DT新材料”是DT旗下专注于新材料领域的网站，杂志，公众号等全媒体平台，经过积累已经发展为新材料行业影响

力较广的媒体平台。每年举办50+论坛，沙龙，培训，走进用户，项目对接会等活动。

关于中国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赞助商

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等12 家在国内外材料科学领域有较高影响力的高校，

及北京现代华清材料科技发展中心、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北方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以及金田集团、韵升集

团、激智科技、江丰电子等11 家企业理事单位发起设立的联盟机构。经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批复于2014 年4 月21 日正式

落户宁波国家新区（宁波材料科技城）。

第三届国际海洋防腐与防污论坛（IFMCF 2018）已经迈入第三个

年头，三年多以来，共收到三十余个技术项目，对接二十余家需求方，

包括：中海油、中石油管道中心、金风科技、国家电网、许继电气、圣

泉集团、中科建华、重庆立道、东风电气、烟台广宝、南京力能、北京

渤乐等。

本届共有华南理工大学海洋工程材料团队、成都普瑞斯特新材料有

限公司、宜春市匠心特种建材新技术有限公司、安泰能（上海）高分子

材料有限公司、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重庆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高性能建筑结构与材料研究所、青岛凯达宏

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修米得科技有限公司和德国特博公司共计

10家单位参加路演。

“DT新材料”是DT旗下专注于新材料领域的网站，杂志，公众号等全媒体平台，经过积累已经发展为新材料行业影响

力较广的媒体平台。每年举办50+论坛，沙龙，培训，走进用户，项目对接会等活动。

关于中国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等12 家在国内外材料科学领域有较高影响力的高校，

及北京现代华清材料科技发展中心、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北方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以及金田集团、韵升集

团、激智科技、江丰电子等11 家企业理事单位发起设立的联盟机构。经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批复于2014 年4 月21 日正式

落户宁波国家新区（宁波材料科技城）。



嘉宾阵容

王立平 庄子哲雄

刘振东 张广照

陆永浩 庄敬

张增光 闫林玉

袁培峰 沈志聪

赵永彬 陶乃旺

张贤惠 鞠鹏飞

厦门双瑞研发二部部长

山东欧铂新材料公司的副总经理
研发总监

中船重工725所测试部部长

郑州中原思蓝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

上海市闵行区腐蚀科学技术学会
资深顾问

香港海岸顾问服务公司总经理NACE
广东香港分会原主席

DNV GL集团大中国区涂装专家

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筹）
建设项目指挥部总指挥/副总工程师

固瑞克（GRACO）中国区总经理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原副局长 国家杰青、长江学者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海洋新材料与应用技术
重点实验室主任
浙江省海洋材料与防护技术
重点实验室主任

日本工程院院士
俄罗斯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航天八院专业工艺总师
航天八院149厂热表分厂副厂长



Pierre Pochard

DNV GL资深市场分析师

李博

MAKE Consulting亚太区高级顾问

桂泰江

海洋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海洋涂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王纪孝

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
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

辛长胜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程师

李光福

上海材料研究所教授级高工
上海市腐蚀科学技术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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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佐

中集集团防腐涂料研究经理

孟祥军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设计院涂装
化工时主任

张欢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涂装工艺工程师，SSPC-C2
上海市腐蚀科学技术学会会员

刘杰

金风科技叶片产品经理青岛海洋腐蚀研究所海工技术
开发部研发室主任

李劲

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常务总监

周开河

尹鹏飞

国家电网宁波电力局主任

宋建新

江苏道蓬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报告精华

《Atmospheric corrosion of Zinc-coated bolts and Zn repair coating》

《环境友好海洋防污材料前沿动态》

《石墨烯改性重防腐体系中的若干基础问题》

《海上结构防腐维护的挑战》

《涂料相关的DNV GL认证流程和规范》

The oxide film on corroded surface of carbon steel exposed to the atmosphere in coastal area for 30 years were studied. 
Cross sections of support materials of concerns were prepared for surface analysis as shown below. The supplied material 
was a binding support screw M12 and made of carbon steel with 50 µm zinc coating. A number of small pieces were cut from 
the supplied materials with the length of 10 mm. The newly appeared traverse surface was mirror polished with colloidal silica 
and then the oxide/metal interface was analyzed by using Auger electron spectroscopy (AES), Raman spectroscopy, scan-
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and energy dispersive X-ray analysis (EDAX).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oxide film from the outer surface. Both the techniques were applied to observe the oxide from the outer 
surface as well as from inner surface. The less corroded zinc area was also analyzed by using the same techniques.
It has experimentally demonstrated that several factors such as salt, relative humidity, SO2, O3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corrosion rate of Zn. XPS, EDS, SIMS and Raman spectroscopy analysis suggests that Zn coating has locally depleted 
within ten to fifteen years and then the carbon steel surface has exposed to aggressive atmosphere. The oxide film is mainly 
composed of iron oxide and hydroxide with small amount of carbon. A small amount of Cl- is also concentrated at the outer 
region of the film which can locally degrade the film protective capability. However, the area without Zn coating can quickly 
be corroded in order to exposed aggressive atmosphere. As a result, the support bolt failure can occur earlier than the 
expected life time. 
As a potential repair technology of Zn coating on site, corrosion behavior of Zn coating by cold-spray technology was exam-
ined in comparison with hot dip galvanizing Zn commonly sued I many mechanical parts such as bolts.

主要介绍近年来环境友好海洋防污材料的进展，特别是由本团队发展起来的生物降解高分子基海洋防污材料的性能与应用。

主要介绍了近两年行业重要进展、导电片状填料防腐机理、二维纳米片的分散与界面问题和长效环境适应性问题等行业关注的

基础问题，并提出四个融合的概念：一是加强基础、产业应用和学术融合，整合涂料、石墨烯生产、施工，检测等各方面资源

；二是涂料应用上下游企业间的融合问题，共同营造石墨烯涂料健康发展的空间和氛围；三是军民融合问题；四是加强地区间

的融合，做到脚踏实地，信息共享。

主要是关于维护方面现场作业者经常碰到的问题，包括新造和维护中的海洋平台、消防船的翻新等， 并提出海上结构是业主的

资产，良好的维护可以延长设计服务寿命；设计者应该参考营运者的日常报告，从教训中学习；采用合资格的第三方检查员，

业主不应该让施工方“自检”；参考国际上常用的流行的标准，如：NACE、API、Norsok，设计者不要“复制&粘贴”。

当前DNVGL 面向涂料制造商提供法规、规范范围要求的形式任何证书，其中包括PSPC给压载舱，货油舱；防污漆的无锡证

书，车间底漆的可焊性证书。此外，DNVGL还向客户提供法规、规范要求之外的形式认可，最典型的是应用于海工领域的

NORSOK-M 501 涂层系统证书。本PPT 将扼要介绍DNVGL 上述证书的申请、发证、续证流程。

——庄子哲雄，日本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张广照，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华南理工大学教授；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王立平，国家优青，中国科学院海洋新材料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省海洋材料与防护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增光，香港海岸顾问服务公司总经理；NACE广东香港分会原主席；NACE腐蚀专家/涂装检验师
海上平台涂装勘验技术员

——闫林玉，DNV GL集团大中国区涂装专家



《建筑钢结构用水性防腐蚀涂料涂装及验收规范的制订》

建筑钢结构用水性防腐蚀涂料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环境治理，控制雾霾，己经是人类生存的大问题，目前得到政府政

策 的引导，发布了相关政策，指明了发展水防腐蚀涂料的应用和装配式筑钢结构施工的方向。我们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

极搞好规范标准制订。协会是开放式的标准制订，欢迎有实力的涂装工程公司参与。

——沈志聪，上海市闵行区腐蚀科学技术学会资深顾问；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结构防护涂装专项资质评定委员会主任

《中国海上风电市场展望》

解析影响未来十年发展的驱动与阻碍因素，预测国内未来吊装容量与并网容量；解析国内政策支持；研究海上风电现阶段的发

展情况（区域性项目进展、海上风电主要开发商、整机商的发展动态）以及将要面临的挑战：政策、技术与成本。

——李博，MAKE Consulting亚太区高级顾问

《中国现代防污涂料发展回顾与展望》

回顾了中国现代海洋防污涂料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几个发展阶段的发展特点，详细介绍了“4.18”船舶涂料攻关协作组的历史

以及对促进我国防污涂料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分析了目前中国防污涂料发展存在的问题和瓶颈，提出发展中国发展防污涂料的

建议。

——桂泰江，海洋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海洋涂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沿海核电站面临的防腐考验和需求》

简述国内外核电站中常规设备、核安全结构及核电站厂房内设施中的腐蚀问题和特征，侧重从材料及腐蚀环境因素方面考虑，

摆明面临的防腐考验，分析腐蚀防护机理，阐明相应的防护对策。最后依据核电站腐蚀情况提出对设备及结构腐蚀防护的需求

及未来防腐的发展要求。

——辛长胜，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程师

——鞠鹏飞，航天八院专业工艺总师；航天八院149厂热表分厂副厂长

——张欢，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涂装研究所

《若干种航天材料腐蚀与防护技术》

《港机涂装施工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航天领域的腐蚀控制主要有三个方面：1）宇航型号在地面研制、调试阶段的材料防护；2）空间飞行器在极端空间环境下的防

老化、抗辐照以及空间居留舱微生物控制；3）武器装备在不同环境下的长寿命防护。宇航任务成败的关键控制因素之一是“

多余物”，细小的多余物会可能造成整个型号报废。比如：运载火箭需要保证数米长的细导管内没有一丝腐蚀斑；卫星型号电

子单机需要保证其经过多个周期湿热等试验后，耐蚀等级达到十级，任何细微的腐蚀斑点都可能对整个机构的功能造成不可挽

回的影响。与地面装备表面防护不同的是，宇航产品结构件一般都不会使用有机涂层进行防腐，有机涂层在空间环境存在真空

放气、老化脱落等一系列的问题。航天材料主要通过表面工程技术进行防护，包括化学/电化学沉积、化学/电化学氧化、有机/

无机涂层以及特种薄膜制备等等。上述技术的应用为航天型号的研制提供了技术保障。本报告针对军用装备的表面防护需求，

介绍了多种表面工程技术在航天材料的应用现状，并从我国航天工业后续发展方面介绍表面工程技术在深空探测、特种装备方

面面临的挑战。

针对港机涂装施工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VOCs是港机涂装所面临的主要困境。试验结果分析表明：采用室内工

位化、工装化涂装以及可剥离涂料涂装的绿色工艺；采用水性涂料、高固含涂料、无溶剂涂料、水性环保清洗剂涂装的绿色材

料；以及采用涂装流水线、末端处理的绿色设备，均满足港机产品相关防腐性能的使用要求。可应用于港机项目，可降低

VOCs，符合环保要求。



《集装箱的水性漆改造及自动化升级研究》

从三个方面做了论述：集装箱水性漆涂装线工艺参数分析；集装箱水性漆涂装线技改分析；集装箱涂装线自动化升级思路。并

指出未来2-3年，集装箱板块计划投入30亿元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进一步引领集装箱行业的转型升级，保持全球集装箱制造

业领袖地位毫不动摇。

——潘佐，中集集团防腐涂料研究经理

《船厂涂装技术和设备问题及迫切需求》

《风电叶片前缘腐蚀原因分析及防护产品介绍》

基于国内主要骨干船厂目前的船舶涂装技术工艺现状，从船厂的涂装设计、材料、设备、VOCS排放、管理等方面入手，按船

舶涂装的建造流程，总结分析目前船厂在涂装技术工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迫切需求，包括：船舶涂装设计、涂装设备及现

场工艺情况、VOCS标准及处理等综合现状，提出了未来对应的改进措施及建议。同时，对未来造船-智能涂装技术进行了展

望，为我国造船业全方位满足绿色涂装、降低造船成本等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叶尖前缘部位比较薄且叶尖运转的线速度最大，该部位的腐蚀是整个叶片中最为严重的。叶片前缘腐蚀对机组的发电量有很大

影响，随着风电机组的大型化发展，叶片前缘腐蚀成为风电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综述了风电叶片前缘腐蚀对机组性能的

影响、造成叶片前缘腐蚀的主要因素、风电叶片前缘防护的技术进展，提出了未来叶片前缘防护的关注重点。

——孟祥军，大连船舶重工集团设计院涂装化工室主任

——刘杰，金风科技产品经理

展商风采



参会人员构成

现场回顾

按照职位

企业高层
市场/销售

采购
技术工程师

研究&发展战略
媒体

政府招商

其他

27%

21%
17%

11%
3%

2%

1%

18%

按照行业

政府、协会
科研院所

涂料原材料企业
涂料企业

分散/研磨设备供应商
表征设备供应商

船舶
风电
核电

港机和桥梁
其他

20%

16%

10%

10%

3%

5%

4%

8%
13%

7%

2%
2%

施工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