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召开“2018 国际耐火材料学术会议

（CRI2018）”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金属学会耐火材料分会、耐

火材料杂志社和先进耐火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的“2018 国际耐火材料学

术会议(Conference on Refractories International 2018,CRI2018)”定于 2018 年 10 月

17～19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更好

的原料，更好的性能，更好的服务”。 

近年来，我国耐火材料产量、消耗量及出口量持续占据世界第一，耐火材料

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而我国的耐火材料用户行业如钢铁工业、有色、建材等

的产量也一直稳居世界第一，工艺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如何为耐火材料的用

户行业提供性能更加优异的耐火材料来满足用户行业对耐火材料持续不断的高要

求，是我们耐火材料及用户行业的共同目标。本次会议旨在为国内外的耐火材料

及用户行业的工作者提供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共同推进耐火材料行业朝着功能化、

绿色化、轻量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耐火材料的综合性能更优，为我国

和世界高温工业发展助力。 

诚请耐火材料有关高校、院所和企事业单位积极投稿并参会。现将会议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内容 

1、耐火原料 

2、不定形耐火材料 

3、钢铁工业用耐火材料 

4、有色、水泥、玻璃和其他高温工业用耐火材料 

5、耐火材料的安全、环境问题和回收利用 

6、耐火材料生产、检测、评价和施工方法及装备的新进展 

7、耐火材料基础研究、教育、标准化与专利技术 

8、其他 



二、 大会组织机构 

1、组织机构 

主办：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金属学会耐火材料分会 

耐火材料杂志社 

先进耐火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协办：Technical Committee on Refractories of ISO(ISO/TC33) 

The Fede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Refractory Research and Education(FIRE)      

refractories WORLDFORUM & Ceramic Forum International 

Indian Refractory Makers Association 

武汉科技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郑州大学 

辽宁科技大学 

省部共建耐火材料与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宝武集团 

中钢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钢研新冶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大会组织委员会（按姓氏首写拼音字母排序） 

薄  钧   中钢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段  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甘菲芳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顾华志   武汉科技大学 

郭宗奇   奥镁(大连)有限公司 

贺智勇   中国钢研新冶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胡会军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黄朝晖   中国地质大学 



李红霞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庭寿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李亚伟   武汉科技大学 

李  勇   北京科技大学 

刘百宽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  伟   山东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栾  舰   辽宁科技大学 

罗旭东   辽宁科技大学 

马成良   郑州大学 

王守业   中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肖国庆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徐殿利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叶国田   郑州大学 

于景坤   东北大学 

袁  林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大会主席 

李红霞   中国金属学会耐火材料分会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4、大会秘书长 

王战民   中国金属学会耐火材料分会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5、大会副秘书长 

柴俊兰  中国金属学会耐火材料分会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彭西高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小会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征文要求   

（1）论文要求选题正确、标题简明，重点突出、论证充分，注重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经验或成果具有可操作性。论文应该能够公开发表，不涉及保密问题，

文责自负。 

（2）论文请以 Word 文档格式进行编辑，论文要以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撰写，



并请于 2018 年 9 月 15 日前提交全文。论文从即日起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大会

秘书处邮箱 cri2018@nhcl.com.cn。来稿请附第一作者简历包括作者姓名、性别、

出生年月、职称学历和工作单位，并请注明详细的联系方式（通讯地址、电话、

电子信箱等）。论文全文的写作要求详见会议网站 www.cri2018.cn。 

四、会议文集及会议语言 

经审查通过后的文章将发表在会议文集上。 

本次会议工作语言为英语。 

五、同期活动 

（1）国际耐火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33 年会； 

（2）“耐火材料用原料和辅料、生产加工和施工设备、检验分析仪器和设备

及新材料、新产品展示”的活动。 

六、会议日程及地点 

时间 
活动安排 

上午 下午 晚上 

10 月 17 日 —— 注册 注册 

10 月 18 日 
开幕式 

大会报告 
大会报告 欢迎晚宴 

10 月 19 日 大会报告 —— —— 

七、会议缴费 

（一）注册费标准： 

请按照以下注册费标准及缴费日期缴纳注册费，以便享受优惠。临时参会的

代表也可在会议报到现场缴纳注册费。 

代表 9月25日前 9月25日后及现场注册缴费 

2018 年已缴费的耐火材料杂

志社广告客户及会员单位 
1500元/人 1800元/人 

在校学生（凭有效证件） 900元/人 1200元/人 

其他人员 1700元/人 2000元/人 

（二）缴费方式： 

1、银行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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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汇款请于 9 月 25 日前汇出，并将汇款凭证和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详细信息

发送至秘书处邮箱：cri2018@nhcl.com.cn（学生还需提供学生证扫描件），以便及

时对账和开据发票。如无特殊要求，发票一般参会报到时领取以防邮寄过程中丢

失。如需提前邮寄发票，请邮件会知秘书处，我们将快递给您。 

户名：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开户行：洛阳银行兴华支行 

账号：670410090000001128 

银行汇款时请在汇款单备注处注明“CRI2018 及参会人员单位和姓名”。 

2、支付宝汇款：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已开通支付宝转账，可扫描以下二维

码进行缴费，请注明“CRI2018 及参会人员单位和姓名”。汇款凭证和开具增值税发

票的详细信息发送至秘书处邮箱：cri2018@nhcl.com.cn，以便及时对账和开据发票。 

 

3、现场缴费： 

会议现场注册可用现金或支付宝缴纳会议注册费，发票将在会后快递给现场

缴费的代表。为减少会议组织工作的不确定性，鼓励代表提前报名、提前缴费，

以便会场领取发票。 

八、报到时间和地点及乘车路线 

报到时间：2018年10月17日14:00-22:00 

报到地点：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大堂 

布展时间：2018年10月17日14:00-20:00 

布展地点：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四楼开元厅序厅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绍兴路538号，电话：0571-85099999 

乘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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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车站和客运站： 

杭州城站：88 路公交，在公交三公司站下车，步行 500 米至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

酒店。 

杭州火车东站：站内乘杭州地铁 1 号线(湘湖方向), 在打铁关站下车步行至焦家村

公交中心站，乘坐 b7 路(或 347 路), 在 公交三公司站下车，步行 500 米至浙江三

立开元名都大酒店。打车大约 20 分钟，费用 28 元左右。 

杭州客运中心站：站内乘杭州地铁 1 号线(湘湖方向), 在打铁关站下车步行至焦家

村公交中心站，乘坐 b7 路(或 347 路), 在 公交三公司站下车，步行 500 米至浙江

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2）杭州萧山机场： 

路线一：机场大巴杭州市区 → 杭州地铁 1 号线 → b7 路 

乘坐机场大巴杭州市区, 在城站火车站下车，乘坐杭州地铁1号线(文泽路方向), 在

打铁关站下车步行至焦家村公交中心站，乘坐 b7 路(或 347 路), 在公交三公司站下

车，步行 500 米至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路线二：机场大巴杭州市区 → 3 路 

乘坐机场大巴杭州市区, 在维景国际大酒店站下车，步行至丰乐桥南站，乘坐 3 路, 

在大关小区站下车，步行 970 米至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路线三：机场大巴杭州市区 → 88 路 

乘坐机场大巴杭州市区, 在城站火车站下车，乘坐 88 路(或 k88 路), 在公交三公

司站下，步行 500 米至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 

路线四：出租车 

从机场乘出租车至酒店，约40-50分钟，120元左右。 

九、代表住宿地点和费用及参会回执 

（一）住宿地点 

本次会议的协议酒店为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是一家按照五星级标准打

造的酒店。酒店位于杭州城北商圈，交通便利，毗邻运河和城北体育公园。 

（二）宿费自理及参会回执 

（1）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豪华标间490元/间·天（含双早），豪华单间490

元/间·天（含双早）；前台电话：0571-85099999。 

（2）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住宿非常紧张，请参会代表务必于 9 月 25 日

前将参会回执发送至大会秘书处(0379-64205961，cri2018@nhcl.com.cn)，并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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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之前交费，没有按时回执及交会议注册费的代表将无法保证在浙江三立开

元名都大酒店的住宿安排。 

有意参会的代表请填写附件中的回执表或登录会议网站 www.cri2018.cn 下载

并填写注册表。 

十、展览及广告 

为给耐火材料有关院所、高校和生产企业提供展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机会，

提升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主办方将对赞助企业提供多项增值服务：  

 赞助方式：冠名晚宴，宣传册入袋，会议中间播放宣传片，会议资料袋上

印 Logo，文集广告，展位，Co-sponsor 署名，免会议注册费等。 

 赞助级别：VIP（15 万），金牌（10 万），银牌（5 万），铜牌（3 万）。 

十一、媒体支持 

本次会议的官方网站为 www.cri2018.cn。耐火材料杂志社和中国耐火材料网

（www.nhcl.com.cn）为此次会议的媒体支持单位，会议的相关通知将在耐火材料

杂志社的媒体《耐火材料》、《耐火材料信息》、《China’s Refractories》及中国耐火

材料网上刊登和发布，也将在耐火材料杂志社的微信平台发布（微信号：

www_nhcl_com_cn），敬请随时关注。相关通知的电子版及论文的格式可登陆会议

官方网站或中国耐火材料网下载。 

十二、会议联系   
投稿：于凌燕、敖平、王静 0379-64205961，cri2018@nhcl.com.cn 

赞助、展览、文集广告：宋玉海、方莹  0379-64205970，guanggao@nhcl.com.cn 

 

 

中国金属学会耐火材料分会    耐火材料杂志社 

2018 年 07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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