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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真空领域的自主创新 展望真空未来的发展趋势

安徽省第五届（2018 年）“海迈杯”

真空科技青年创新大赛暨学术研讨会

第三轮通知

安徽省第五届（2018 年）“海迈杯”真空科技青年创新大赛暨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安徽·宣城地区绩溪县举行。本次会议在安徽省科协和合肥海迈真空技术有限公司的大

力支持下，由安徽省真空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办。会议的目的旨在不断提升

学会社会化服务能力，支持引导学会学术交流活动，使更多的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参与

学术交流活动，围绕企业创新需求，整合省内外真空领域科技资源，发挥学会作为真空届交叉学科、

综合性、开放性的技术交流平台的服务职能和作用，实现资源的有效共享。推动真空科技的繁荣和发

展，推进真空技术的创新和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为解决生产与科研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发挥积

极作用。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1. 薄膜物理与工艺

2. 表面科学与技术

3. 真空应用科学与技术

4. 电真空物理与技术

5. 核能与加速器真空技术

6. 真空获得设备

7. 真空测量与检漏

8. 低温技术

9. 等离子体物理与技术；



10. 其它相关科学技术。

二、大会组织结构

组织委员会

主 席： 张平

委 员：王勇 孙兆奇 王传礼 方应翠 胡建生 赵守好 陈家富 杨林生 万树德 吴杰峰 刘素梅

章学华 何刚 王开松 朱银锋 汪海 余羿 杨庆喜 刘志宏 方霞 方文慧

学术委员会

名誉主席： 闻一之

主 席： 宋云涛

委 员：王勇 孙兆奇 王传礼 方应翠 胡建生 赵守好 陈家富 杨林生 万树德 吴杰峰 刘素梅

章学华 何刚 王开松 朱银锋 汪海 余羿 杨庆喜 刘志宏

三、时间与地点及日程

会议日期：2018年 7月 20 日-22 日

会议地点：安徽·宣城地区绩溪县

会议安排：

1. 2018年 7 月 20日 14:00-17:30，大会会务组将在接待处办理会议注册。

2.2018年 7 月 21 日-22 日会议日程。

四、主办单位：安徽省真空学会

承办单位：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协办单位：中国真空网 上海真空学会 浙江真空学会 江苏真空学会 《真空科学与技术》杂志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六研究所 中国科技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大学 安徽农业大学 安

徽理工大学 合肥海迈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聚能电物理高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卓凌机电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方圆玻璃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嘉硕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万瑞冷电科技

有限公司 合肥鑫波焊接波纹管有限公司 天津飞旋科技有限公司



五、重要日期安排

2018年 4 月 25 日 会议第一轮通知

2018年 5 月 22日 会议第二轮通知

2018年 6 月 21日 会议第三轮通知

2018年 6 月 22 日 摘要及会议回执截止日期

2018年 7 月 9日 论文投稿执截止日期

2018年 7 月 20 日下午 会议注册

2018年 7 月 21 日-22 日 会议日期

六、奖励与论文发表

科技创新奖励：由学术委员会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优秀奖若干名，并

颁发奖金及证书。

学术论文：由学术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评审达到要求的，可推荐在《真空科学与技术》上发表，

论文一经录用，需作者自行支付版面费。

征文要求：

a. 开会前将出版论文集，摘要、论文、报告电子版务必在投稿截止日期前发至会务组邮箱

fwh@ipp.ac.cn，同时填写下列信息一并发送；

论文/报告题目

作者 性别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联系方式 E-mail 地址

b. 会议论文和报告的交流形式将根据论文、报告收集的情况以及专家组评审的结果做出安排，于会

议召开前十日通知论文作者。会议备用多媒体设备，请自备 U 盘，并准备 10-15 分钟 PPT 或者口

头报告。

c. 格式要求：论文 A4 纸张，论文摘要版面内容不超过 A4 纸一页。字体：标题为 4号宋体加黑；作

者名小 4号宋体、单位为小 5号宋体，并在单位后另起一行注明通信作者的电子邮箱地址；中文

摘要和关键词 5号宋体，英文摘要和关键词 5号 Times New Roman；正文小 4号宋体，1.15 倍行

距，页边距，上下左右都为 2.5 厘米；列出参考文献为中文 5号宋体，英文 5号 Times New Roman。

mailto:发至会务组邮箱fwh@ipp.ac.cn
mailto:发至会务组邮箱fwh@ipp.ac.cn


注：文章格式不符者，不予采用及参与评奖。

d. 支持一稿多投。

七、会议参展

需进行企业宣传和产品推介的单位，可作如下选择(请在会议回执中备注选择参展类型)：

a.参会费用 4000元，提供会场报告时间 15 分钟，提供投影仪等设备，提供展示洽谈桌椅；

b.参会费用 3000元，提供展示洽谈桌椅；

每个展位提供参展人员享受会议正式代表待遇，请参展单位认真填写会会议回执，并尽快发至大

会会务组。

八、会议注册费

会议费（含资料费、参观考察费）：1500 元/人，学生 1000/人 （全体参会人员请随身携带身份

证，学生还需携带并出示学生证）。

会议期间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现场交费只收取现金，使用公务卡交费的代表，请提前选择银行汇款。汇款信息如下：

账户名：安徽省真空学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合肥市四牌楼支行

账号：1302010109024930388

会议期间交通费、住宿费自理，可让会务组代为安排入住绩溪多利国际大酒店。

酒店地址：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瀛洲镇华龙公路上河徽苑内

酒店联系方式：0563-8177777

九、交通出行

因考虑车程（公路交通时间约 4-5小时）及交通费用补贴报销等事宜，此次会议不安排集体出行，

请各位参会专家、老师、同学根据个人行程，自行安排出行时间，建议乘坐高铁前往，会务组安

排酒店车辆在绩溪北站接站前往酒店。

建议车次：合肥南---绩溪北 G7417、G355、G635、G241、G301、G329

7 月 20 日 下午 绩溪北站接站时间安排及酒店车牌信息、司机及联系方式

时间 地点 司机及联系方式 车辆核载人数

15：00 到达北站

15：30 返回酒店
绩溪北站 冯师傅 13966223977 18座中巴车（皖 P 54965）

16：00 到达北站

16：30 返回酒店
绩溪北站 冯师傅 13966223977 18座中巴车（皖 P 54965）



自驾线路：约 4 小时 33分钟，346.2公里 途经：京台高速、S215 收费约 150元

十、联系方式

方文慧 0551-65591613，18255177793 fwh@ipp.ac.cn

方 霞 13916899336

杨庆喜 0551-65593281，18297960648，yangqx@ipp.ac.cn

刘志宏 0551-65593195，13856955210，zhliu@ipp.ac.cn

传真：0551-65592390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蜀山湖路 350号 1126 信箱 邮编：230031

安徽省真空学会 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2018年 6 月 21 日

欢迎各位关注并添加安徽省真空学会官方微信群

mailto:fwh@ipp.ac.cn
mailto:yangqx@ipp.ac.cn
mailto:zhliu@ip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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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徽省第五届（2018年）“海迈杯”真空科技创新大赛暨学术研讨会

会议回执

备注：

1、 复印、传真和 E-mail 均有效

2、 请在备注栏注明是否需会务组代为安排住宿，并选择房间类型；

3、 请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前提交回执。

附件 2

安徽省第五届（2018 年）“海迈杯”真空科技创新大赛暨学术研讨会

会议展览回执

备注：复印、传真及 E-Mail 均有效，请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前提交回执。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单 位

手 机 传真 E-mail

拟提交科技创新论文

题目

通讯地址及邮编

备注
是____ 请选择 □单人间 □标准间

否____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展示内容

参展类型（a、b）

参展人员姓名

联系人及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