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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橡胶工业科技创新发展论坛暨中国化工学会

橡胶专业委员会 40 周年纪念在杭州隆重举行 
 

2019年4月16日，由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举办的“中国橡胶工业科技创新发展论坛暨中国化工

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40周年纪念” 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化学

工业部部长顾秀莲特别题词“乘风破浪40载，昂首奋进新时代”。原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李士忠，原化学工业

部副部长、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会长李勇武，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原化学工业部橡胶司副司

长鞠洪振，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华炜等多位领导和专家出席，业内专家、学者以及工程技术人

员和企业管理者共200余人参加。 

论坛暨纪念活动由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高平主持。他提到，1978
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1979年橡胶学会（即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应运而生。为回顾改革开

放走过40周年的成就，也为纪念橡胶专业委员会成立40周年，在即将迎来建国70周年华诞之际，举办

这次活动，以总结经验，揭示未来，推动创新发展。 

 

  

李勇武会长致开幕词。他提到，石油和化学

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能源原材料产业，而

橡胶行业是石油和化学工业的重要支柱，改革开

放为我国橡胶行业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

和活力。40年来，橡胶行业锐意革新、开拓进取，

为交通运输业、工业、建筑业、国防科工等领域

的发展持续提供必需的橡胶配套产品及先进技术，

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日用、医用等轻

工橡胶制品。40年间，我国橡胶工业从几乎贫瘠

发展到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书写了一部伟

大的科技创新史。 
作为中国橡胶工业科技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者，曹湘洪院士表示，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橡胶工业发

展速度最快、科技创新成果最丰富的40年。历经40年橡胶行业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我国已成为世界橡

胶工业大国。他希望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在新征程、新起点，总结40年来的实践经验，继承发扬

优良传统，助力我国橡胶工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化工学会作为橡胶专业委员会的上级单位，对论坛暨纪念活动高度重视。华炜秘书长表示，40年

来，伴随着中国橡胶工业改革开放的步伐，橡胶专业委员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逐渐成为橡胶科技工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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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家园，成为推动橡胶行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希望橡胶专业委员会以成立40周年为契机，在总结发

展历程和主要经验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带领广大橡胶行业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主战场。 

 
开幕式后，围绕“传承历史，致敬未来”的主题，发表了6篇与橡胶工业科技创新发展相关的主题报告，

并隆重发布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橡胶工业科技发展报告》。 

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良清做了题为

《中国橡胶工业改革开放40年科技发展回顾》的报告，他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橡胶行业科技进步的成就，

诠释了中国橡胶工业40年成长为世界第一橡胶工业大国的史诗般奇迹。他进一步指出，尽管改革开放打破

了计划经济的桎梏，但我国作为世界橡胶工业第一生产大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橡胶行业还

应扎实努力，提高信息化的集成度，协同作战，加快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培育、爱护品牌，促进科研、生

产集约化发展，全力推进产学研结合与供给侧融合发展，不断健全、完善创新体系。 

   
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沈金荣分享了《数字化助推创新与融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体会。他

认为，我国轮胎行业产业整合和去落后产能势在必行，我国轮胎企业应坚持创新驱动，深入推进绿色发展，

两化深度融合，发展智能创造，通过创新与融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北京化工大学张立群教授做了题为《橡胶材料及助剂绿色化进展及关键技术》的报告。报告围绕橡胶

材料的原材料绿色化、自身性能绿色化、赋予橡胶制品绿色化性能、全寿命周期绿色化，全面介绍了绿色

化关键技术。橡胶材料的绿色化是世界橡胶工业的重大课题，橡胶材料的未来发展一定要本着轮胎以及橡

胶制品产业的需求，注重科技、资源、环境和健康。 

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副院长梁爱民做了《中国合成橡胶产业链发展战略思考》的报告。他指出，

我国合成橡胶工业经过60年的发展，已成为可生产全部八大通用胶种、年产量近400万t的产业，形成了基

础研究、新工艺与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与新牌号开发、加工应用技术研究较完整的创新链，支撑了中国作

为世界第一大合成橡胶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发展。他认为，我国合成橡胶产能相对过剩将经历一个较长周期，

企业兼并重组、提质转型、产品高端化、产能海外转移是大势所趋；创新驱动、产学研结合、上下游一体

化是迈向高端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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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控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官炳政以《加快智能化研发，实现橡胶装备跨越式发展》为题，从智能制

造是战略选择、智能制造的本质理解、橡胶装备智能化实践、橡胶装备的未来发展4个方面分享了橡胶装

备智能化研发的心得。他指出，我国的橡胶装备制造业的规模位居世界首位，但仍大而不强、创新能力不

足，智能制造可以通过对一切要素数字化、网络化、知识化，集合多种资源，提高产品品质、降低管理复

杂度。智能制造是中国橡胶机械装备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青岛训茂智能轮胎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夏训茂结合自身阅历，从构建研发体系的紧迫性、必要性、挑

战性和建议等角度分享了《大浪淘沙， “沉”者为金—论中国轮胎企业研发体系的构建》的报告。他指出，

研发提升应从转变思维模式开始，研发体系的发展阶段应与可行的战略规划相结合。这些新观点、新理念

有利于推动我国轮胎企业重视研发和品牌建设，走向高端。 

   
6个报告结束后，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第四届主任委员，第五、六届副主任委员和终身委员，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贾德民代表橡胶专业委员会发布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橡胶工业科技发展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他指出，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成立40年，是为行业科技进步努力贡献的40年，

在行业、学会老领导、老专家的建议和支持下，橡胶专业委员会于成立40周年之际，秘书处历经1年多的

筹备，邀请近百位老领导、老专家和一线科技人员，编纂了《报告》。《报告》汇集了老领导、老专家和

知名学者、企业家代表的题词、寄语，概述了40年来中国橡胶工业科技发展的整体面貌，涵盖轮胎、力车

胎、胶管胶带、橡胶制品、胶鞋、乳胶制品、废橡胶利用、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炭黑和白炭黑、橡胶助

剂、骨架材料、橡胶机械和智能制造、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部分高等院校的教育和科研创新、创新发展

方向和战略探讨共16章，并收录纪念橡胶专业委员会成立40周年的两份特别文稿以及展现科技创新平台和

成果的3份附录文件。《报告》力求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橡胶工业科技创新的整体状况和总体趋势，

各章节执笔人编写时竭尽全力，有广度、有深度，用事实反映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容充

实、图文并茂，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报告》的发布引起了现场老、中、青科技工作者的共鸣，为

建国7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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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论坛暨纪念活动不仅充分体现了“传承历史，致敬未来”
的主题，也促进了中国橡胶工业科技创新的思想碰撞。新老领导的殷切期望和专家学者的主题报告，既有

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橡胶工业发展历程的回顾，也有对未来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的展望，提出了许多极具

思想性的建议和希望。 

面对新常态和新挑战，中国橡胶工业企业通过这次纪念活动，将进一步促进产学研结合，完善创新体

系、加强能力建设，形成自主创新的制度优势和机制优势，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共同促进我国产学

研创新理论与实践的高质量发展，在新起点上再出发。 

 

 

2019 年国际橡胶专题会议（RubberCon2019）暨第 15 届中

国橡胶基础研究研讨会在杭州圆满召开 
 

2019年国际橡胶专题会议（RubberCon2019） 暨第15届中国橡胶基础研究研讨会于2019年4月17—18

日在中国杭州圆满召开。来自美国、荷兰、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法国、土耳其、西班牙、意大利、中

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特邀嘉宾和业界代表近400人出席了大会。 

  

RubberCon是国际橡胶会议组织（IRCO）的国际橡胶专题交流会，与国际橡胶会议（IRC）相比，RubberCon

会议规模相对较小、专业性更强，但保持IRCO会议的高标准。RubberCon每年举办一次，由IRCO 20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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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组织机构轮流主办。继1992年、2004年和2014年IRC在中国成功举办之后，IRCO的又一盛会RubberCon

首次在中国举办，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世界橡胶工业大国，也代表着中国橡胶工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水

平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RubberCon2019由中国化工学会、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中国化工学会橡塑绿色制造专业委

员会主办，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承办，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中国天

然橡胶协会、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协办，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和《中国化工

报》《橡胶工业》《轮胎工业》《橡胶科技》等多家媒体支持。 

为指导会议，以IRCO执行主席Jacques W.M. Noordermeer教授（荷兰）、IRCO秘书长Matthew Thornton

博士（英国）、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资深专家王梦蛟博士、北京化工大学张立群教授领衔的10余位国

际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了国际技术顾问委员会；以曹湘洪院士为主任委员，张立群教授为副主任委员，携

30余位国内知名学者、科技工作者组成了技术委员会。为筹备会议，以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李高平为主席，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马良清为执行主席，张立群教授和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会长邓雅俐为副主席，集结30余位业界

领导和企业家组成了组织委员会。 

Jacques W．M．Noordermeer 教授，Matthew Thornton博士，原化工部副部长、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原会长李勇武，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华炜，曹湘洪院士，以及众多国内外领导、专家、

学者亲临会议。 

4月17日上午举行了开幕式和主题报告。大会执行主席马良清主持开幕式。 

李勇武会长在致辞中对RubberCon首次在中国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他提到，会议的主题是“绿色· 创

新· 发展”，绿色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

展是橡胶行业的持续追求和目标，这个主题与中国橡胶工业未来发展的道路完全一致，将为橡胶工业向高

端化、国际化迈进开辟出新的发展平台。 

   

Jacques W．M．Noordermeer教授代表IRCO 对RubberCon首次在中国举办表示祝贺，他提到，他本人

已经参加了1992年、2004年和2014年在中国举办的IRC，这是第4次参加在中国举办的IRCO会议，每次会

议都举办得非常成功，并对2023年即将再度在中国举办的IRC表示期待。 

华炜秘书长对会议高度重视，并代表中国化工学会对大会表示衷心的祝贺。她提到，在中国化工学会

橡胶专业委员会40周年华诞之际，首度迎来在中国举办的RubberCon2019，会议将成为中国橡胶行业对接

国际、放眼全球的良好学术交流平台，对推动世界橡胶工业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开幕式后，会议围绕“绿色· 创新· 发展”的主题，着眼于全球橡胶工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邀请来自

中国、美国、荷兰的5位行业专家分别代表了自己所在的国家和研究领域进行了主题报告交流。 

曹湘洪院士发表了《Automobile Power Revolution and Green Tire（汽车动力革命和绿色轮胎）》的主题

报告。他指出，改善大气环境和建设低碳社会催化了以汽车电动革命为核心的汽车革命。面对这场革命，

内燃机汽车正在围绕清洁高效开展提高热效率的新技术及内燃机电动化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在不断取

得成功和进展，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将成为内燃机汽车占主体地位的汽车动力多元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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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s W．M．Noordermeer 教授做了题为《Feasibility of Real De-vulcanization for Elastomer Products 
with Emphasis on Tires》的报告，分享了国际化的弹性体产品脱硫再生的可行性。 

张立群教授分享了题为《Novel Bio-based Elastomers with Tunable Properties》的报告，介绍了具有可

调性能的新型生物基弹性体的前沿研究，为解决不可再生石化资源合成橡胶提供了新的思路。 

      

William V．Mars博士（美国）分享了《Engineering Elastomer Durability》的报告，图文并茂地介绍了

工程弹性体耐久性能模拟仿真的国际先进技术。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超总裁以《Present Achievement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Natural Rubber Industry（天然橡胶产业创新现状和发展战略）》为

题，介绍了国内外天然橡胶的产业发展情况，并提出了天然橡胶主要发展方向。他指出，天然橡胶产业应

致力于发展绿色化加工，开发高附加值产品。 

   

4月17日下午和18日全天，大会围绕“橡胶新化学、新材料、模拟与仿真”的专题各设置3个分会场，安

排了9场共70余个经大会技术委员会审查推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科研价值的口头报告，内容涵盖橡胶

设计与合成、纳米填料合成与改性、新助剂制备与应用、橡胶加工新技术、模拟与仿真、测试分析与结构

表征等。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技术人员交流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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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的讨论。口头报告中包含50余篇特邀报告，特邀报告人均为中外橡胶行业极富影响力的专家、学者， 

极大地提高了口头报告的质量，也引起了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共鸣。 

为方便国内外学者交流与企业技术人员聆听报告，所有会场采用了同声传译，取得了与IRC2014一样

良好的交流和互动效果。 

为更多地展示研究成果，扩大交流范围，除了口头报告以外，墙报（Poster）区还展示了70余篇研究

论文。这些墙报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观看、交流气氛很热烈，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为鼓励创新研

究，大会首次设立了优秀墙报奖。经专家评审组评定，在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基础上，围绕

“绿色·创新·发展”的主题，侧重橡胶及其相关行业的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大会共评选出8篇优秀墙报。 

为鼓励青年才俊投身于我国橡胶基础研究之中，并入RubberCon2019的第15届中国橡胶基础研究研讨

会设立了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中国橡胶科技创新奖”。根据自荐和专家推荐，经专家会议讨论，

确定最终入选人员名单。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吴健、北京化工大学王润国、沈阳化工大学康海澜3位

优秀的青年教师获此殊荣。 

     

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RICIESC）与日本

橡胶科学与技术协会（SRSJ）于RubberCon2019(杭州)

国际橡胶专题会议期间就有关促进两国科技学术交流

意向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为方便会议信息查询、论文提交和与会代表注册，

主办方搭建了会议官方网站www．rubbercon2019．cn作

为论文提交和注册的官方渠道。所有论文摘要和全文的

提交和修改，录用结果查询，代表注册、支付和取消等

均通过网站进行操作；会议日程、酒店住宿、会场交通

等相关信息也第一时间在网站公布和更新。为践行大会“绿色”的主题，主办方仅发放纸质版摘要集，论文

集全文精心编辑并分专题整理后全部发放电子版，既节省了纸张，又实现了绿色环保、资源节约。 

大会为全球橡胶工业搭建一个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借助这个平台，中国向世界展示在橡胶领域的科技

实力和经济实力，增进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有力地促进橡胶工业的国际合作，引导海外

与境内、企业与高校和院所的深度融合，加强创新驱动，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和创新成果转化，对推动行

业科技创新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及促进全球橡胶工业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会议在曾齐聚全球20国集团权威领袖的G20 峰会会址—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召开。会议举办城市—中国

杭州，既拥有众多秀美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又凭借移动支付和普惠金融的飞速发展赶超一线城市，正

以博大的视野与胸怀和独特的东方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杭州，走进RubberCon2019，成

为海内外代表愉快且富有意义的难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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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达杯”第 10届全国橡胶工业用织物和骨架材料技术研讨会

在贵州贵阳召开 
 

2019 年 8 月 20—24 日，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和全国橡胶工业信息中心主办、北京橡胶工业

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橡胶工业》《轮胎工业》《橡胶科技》编辑部承办、江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支持的“兴达杯”第 10 届全国橡胶工业用织物和骨架材料技术研讨会在贵州贵

阳召开。来自橡胶骨架材料生产企业、轮胎和橡胶制品制造企业以及相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 110 多名

代表出席了会议。 

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马良清，江

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祥，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宇平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中国

橡胶工业协会原会长鞠洪振在开幕式上讲话，他特别强调了品牌建设、优胜劣汰和产学研用结合对橡胶工

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 

本届研讨会围绕“共创· 共享· 共赢”的主题，广泛开展了论文征集活动，并针对当前骨架材料行业的

热点问题进行了重点约稿。研讨会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62 篇，会议安排现场交流报告和特邀报告 21 篇。内

容涉及橡胶骨架材料的技术发展趋势、新型钢丝帘线和纤维骨架材料的研发和应用、轮胎和输送带新技术、

橡胶与骨架材料粘合新工艺和测试方法等。经与会代表投票和专家评审委员会审议，评选出 10 篇优秀论

文，其中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刘兴华等的《2＋ 7× 0. 30ST 钢丝帘线在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带束层中的

应用》获优秀论文一等奖并获“兴达杯”；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吕佳锋等的《贝泰威®三相合金镀层钢丝帘

线在轮胎中的应用》等 3 篇论文获优秀论文二等奖；北京化工大学张一川等的《制动胶管用编织骨架层各

向异性力学性能及管体扭转变形仿真分析及实验验证》等 6 篇论文获优秀论文三等奖（见附录）。 

   

轮胎是橡胶骨架材料重要的应用领域，智能轮胎的发展对骨架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华大学危银

涛教授的报告《智能轮胎与悬架技术》系统讲解了智能轮胎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以磁流变悬架为例介绍

了智能悬架，并对电动车轮胎的低噪声问题进行了分析，为智能、安全、绿色轮胎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北

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马良清在《近年轿车子午线轮胎和载重子午线轮胎结构发展趋势和检测与

使用中发现的问题》报告中图文并茂地分析了国内外轿车子午线轮胎和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的结构差异，

对轮胎结构设计和骨架材料选择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哈尔滨工业大学吴健在《轮胎技术及应用》报告中

展示了现代轮胎设计理论和方法，包括轮胎配方的数学模型设计方法、轮胎骨架材料结构评价与优化，并

概述了轮胎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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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子午线轮胎的迅速发展，钢丝帘线已成为最重要的轮胎骨架材料。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胡湘琦

介绍了《2＋ 7× 0. 30ST 钢丝帘线在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带束层中的应用》，为满足轮胎轻量化、绿色环

保、低滚动阻力、高耐久性能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成为会议的焦点。江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王

爱萍的《钢帘线产品应用现状分析》、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吕佳锋的《贝泰威®三相合金镀层钢丝帘线在

轮胎中的应用》和福建省海安橡胶有限公司郭其焰的《7× （3＋ 9× 0. 245）＋ 0. 20HT 钢丝帘线在巨型工

程机械子午线轮胎胎体中的应用》等报告介绍了钢丝帘线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和突破。 
纤维帘线作为轮胎和橡胶制品生产中的重要骨架材料，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

限公司徐玥的《高性能纤维作为橡胶骨架材料的应用》、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黎宁的《聚酯与锦纶 66
帘布在乘用车轮胎冠带层中的应用对比》、帝人芳纶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齐亮的《芳纶浸胶骨架材料力

学性能的研究》等报告分析了主要品种纤维帘线的应用特点，具有很好的参考性。 
随着物料输送节能和环保要求的提高，超长距离、高强度输送带的发展备受关注。浙江双箭橡胶股份

有限公司李明的《新型节能环保输送带在长距离带式输送机中的应用》阐述了长距离、低滚动阻力、节能

环保输送带的特性、开发和应用案例以及应用前景。北京化工大学张一川的《制动胶管用编织骨架层各向

异性力学性能及管体扭转变形仿真分析及实验验证》对用仿真技术研究胶管力学性能提供了新颖的方法，

值得借鉴。 

      

骨架材料与橡胶的粘合性能直接决定着轮胎和橡胶制品的性能和使用寿命。随着环保意识提高，异味

明显且贮存安全性差的传统间苯二酚-甲醛-胶乳（RFL）浸渍体系急需替代。蔚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王志强的《绿色环保型浸胶液的研制与开发》介绍了一种新型浸胶液，其粘合性能可达到 RFL 浸渍体系

水平且绿色环保。此外，无锡市贝尔特胶带有限公司吴贻珍的《马来酸酐化丁二烯在饱和橡胶与纤维粘合

中应用》、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范汝良的《新型高活性间甲树脂粘合胶料低生热性能应用配方研

究》等报告为研发高性能骨架材料粘合助剂提供了指南。 
高品质产品离不开良好的生产工艺和测试方法。江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寇首鹏的《捻制工艺对

钢丝绳与橡胶间粘合力的影响》、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李新的《应用图像识别系统分析浸胶帘

布胶斑的方法》等报告从不同角度介绍了骨架材料新工艺和测试方法，传递了研究的前沿信息。 
研讨会后，与会代表参观了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扎佐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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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达杯”全国橡胶工业用织物和骨架材料技术研讨会始于2001年，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已举办10届。

近20年来，该会议已成为我国橡胶骨架材料行业的品牌学术会议，得到骨架材料及相关行业的广泛认可和

高度评价。 
当前中美贸易战正酣以及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智能化、新

技术、新材料与传统的骨架材料行业和橡胶轮胎行业加快融合。本届会议以“共创· 共享· 共赢”为主题，

切中当下热点并引发关注。会议的召开在当前转型发展的形势下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企业与高校、科研

院所分享信息、交流技术、深度融合，激励全行业积极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共同开创合作共赢新模式。 
感谢江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对会议的鼎力协助!感谢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届会议

的支持！ 

附录 
优秀论文及获奖名单 

姓 名 单 位 论文名称 奖励等级 

刘兴华等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 7× 0.30ST钢丝帘线在全钢载重子午线轮

胎带束层中的应用 
一等奖 

吕佳锋等 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贝泰威®三相合金镀层钢丝帘线在轮胎中的应 

用 
二等奖 

戴美萍等 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性能纤维作为橡胶骨架材料的应用 二等奖 

吴贻珍 无锡市贝尔特胶带有限公司 马来酸酐化丁二烯在饱和橡胶与纤维粘合中

应用 

二等奖 

张一川等 北京化工大学 制动胶管用编织骨架层各向异性力学性能

及管体扭转变形仿真分析及实验验证 
 

三等奖 

吴 健等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复杂工况下航空轮胎胎体帘布力学性能研 

究 
三等奖 

姜云平等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 

骨架材料在航空子午线轮胎中的应用 三等奖 

沈耿亮等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新颖节能环保输送带在长距离带式输送机中 
的应用 

三等奖 

王志强等 蔚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环保型浸胶液的研制与开发 

 

三等奖 

张海彬等 福建海安橡胶有限公司 7× （3＋ 9× 0. 245）＋ 0. 20HT钢丝帘线在巨型

工程机械子午线轮胎胎体中的应用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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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国际橡胶会议（IRC2019）在英国伦敦召开 
 

2019年国际橡胶会议（IRC2019）于2019年9 月3—5日在英国伦敦召开。本届会议主题为“弹性体材料

及其产品的创新”，由英国材料、矿产与采矿研究所（IOM3）主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法国、德国、

美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3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9月3日上午，在由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James Busfield教授主持的简短开幕式之后，来自德国橡胶研

究院的Manfred Kluppel教授做了题为《弹性体的建模与设计：从分子机理到工业应用》的大会特邀报告。

他的报告分为4部分，第1部分介绍了近30年的橡胶研究进展，并以炭黑和白炭黑在橡胶基体中的分散以及

Payne效应为例，重点陈述了物质的量对填料聚集的作用；第2部分采用有限元方法分析炭黑和白炭黑在三

元乙丙橡胶（EPDM） 基体中的聚集情况，进一步分析材料分子链的松弛时间，同时分析了填料网络的表

征并提出“cluster-cluster-aggregated”聚集态（简称CCA）填料网络；第3部分进一步分析了填料网络的

粘弹性和填料种类对材料粘弹性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粗糙表面的滞后摩擦理论，并以白炭黑与炭黑为例进

行阐述；第4部分利用EPDM/炭黑N339复合材料简述材料的应力软化性能。 

本届会议收录摘要265篇，口头报告150个，分设4个分会场进行交流；另有墙报60篇，参展商50 个。

分会场报告中，来自中国的口头报告共计9个（其中北京化工大学7个），参会人员近20人。 

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化工大学张立群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下一代轮胎用超

级弹性体的分子动力学模拟与实验研究》。在报告的第1部分，张教授概述了轮胎的魔三角理论，并简述

了分子模拟在复杂的多级网络结构分析中的应用，以及在多层次、多尺度下分子模拟的不同效果；在第2

部分讲述了如何利用分子模拟方法设计一种end-link体系下的新型弹性体， 使其具有非常优异的性能，如

低滞后、优异的动态力学性能，并且通过试验将这种弹性体合成出来， 其应用于胎面胶时能够有效降低

轮胎的滚动阻力以及提升抗湿滑性能；在第3部分，张教授介绍了其团队设计的一款新型聚氨酯嵌段弹性

体，相对于传统的弹性体，其各项性能均有大幅提升，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应用于胎面胶。对未来的轮胎胎

面胶用材料设计提出了两种方法：首先是在带有end-link结构的分子链接枝纳米颗粒，其次是通过分子链

自组装的方法制备嵌段聚合物。 

北京化工大学田明教授在题为《采用定量纳米力学谱图AFM研究弹性体纳米复合材料的界面》报告中

提到，在橡胶制备过程中，橡胶分子链与填料的界面作用始终是个大问题，一般橡胶分子链-纳米填料之

间的界面中分子链有环状和自由链状两种行为。研究过程中，通过原子力显微镜（AFM）配合表征，从理

论和实际观察中得出界面的形成机理、橡胶基体和填料在界面中的行为及其对橡胶纳米复合材料性能的影

响。AFM能够有效表征亚分子尺度下分子链的行为，这为后续相关界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田教授研究了

白炭黑颗粒与丁腈橡胶分子链之间界面的性质并探索出了新的界面研究方法。该方法应用于炭黑/ 溶聚丁

苯橡胶（SSBR）纳米复合材料和碳纳米管/ SSBR纳米复合材料性能的研究中，该方法优异的性能表明其在

橡胶纳米复合材料研究中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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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橡胶会议组织（IRCO）委员会工作会议于9月3日晚召开，共17个国家的31名代表出席。会议对2019
年召开的IRC和RubberCon进行了总结，并对IRC2028和2029以及RubberCon2027，2028和2029的申办进行

审议与投票表决。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汇报了RubberCon2019会议召开情况，并成功申请到

RubberCon2027的举办权。 

IRC2019国际橡胶会议的议题涉及弹性体工程应用、聚合物创新、工艺和制造优化、填料和添加剂开

发等，是继英国成功承办RubberCon2014后的又一次盛会，为全球领域的橡胶科学家、技术专家、学者和

企业技术人员提供了一个分享知识的绝佳平台。 

IRC2020年国际橡胶会议将于2020年10月15—17日在印度钦奈举行。 

  
 

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到浙江三门县进行科技调研 
 

2019 年 9 月 22—24 日，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应三门县科技局、科协及橡胶协会的邀请，

组织专家团队对当地胶带生产企业进行了科技调研。 

   

三门县潘旭伟副县长带领专家组先后考察了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和元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两家当地颇具代表性的企业，同时参观了刚刚建成中的黄坦洋橡胶小微创业园。他介绍到，三门是

浙江海水养殖第一大县，素有“中国小海鲜之乡”“中国青蟹之乡”的美誉，而同时该县拥有大大小

小输送带、V 带、传动带等胶带生产企业数百家，后者产生的三废问题，极大危害当地的养殖业。为

此，县政府划拨大量资金、花大力气对当地胶带产业重新进行规划，不仅建有滨海新城工业园区，入

驻代表型大企业，同时也对小微型企业进行集中管理，在污染较为严重的炼胶环节，为企业建立了统

一服务的密炼中心。 
经过调研，专家组发现当地企业的确存在多、散、缺乏科技型代表产品的情况，同时对于政府的

未来规划路线给予了高度肯定，在政策方面力主疏导给小微企业以空间，大大提振了投资创业人员的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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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座谈交流中，十余家企业代表纷纷对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表达了诉求，希望橡

胶专委会能投提供一个对材料、装备、工艺以及产品升级创新的平台，对当地橡胶企业给予科技扶持。

为此，在县政府的呼吁和支持下，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三门县科技工作站的设立计划被提上

日程。会上，专家组还对部分企业提出的技术问题予以一一解答。 

   

此次科技调研活动是橡胶专业委员会首次组织并参与，得到了三门县政府及当地企业的极大欢迎，

同时开启了具有实际意义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模式的探索，以此为试点借助政府的影

响力和效率更多的为橡胶行业的科技发展做出贡献。 
 
 

第 12 期全国轮胎结构设计技术高级培训班在北京举办 
由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全国橡胶工业信息中心主办，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橡胶科技》《橡胶工业》《轮胎工业》编辑部承办的 第 12 期全国轮胎结构设计技术高级培训

班于 2019 年 11 月 5—11 日在北京举办。来自轮胎及相关企业的 60 位学员参加了本期培训班。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首席商务官兼三刊编辑部主任宁计楼、总经理助理兼研发中心

主任蔡庆等出席了开班仪式。宁计楼商务官在开班仪式上代表主办方致辞。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马良清作为授课老师代表出席了结业

仪式，并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目前，我国正从轮胎生产大国向生产强国迈进，同时也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国际贸易壁垒

和技术壁垒增强、市场需求疲软、产能结构性过剩等严峻挑战。轮胎工业亟需转型升级和重视高质量

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用科学的结构设计方法、前沿的信息化手段和仿真模拟技术、先进的生产

制造工艺，全面提升我国轮胎制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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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培训班根据轮胎工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突出高性能、绿色、智能轮胎结构设计技术，注

重轮胎结构设计实践，兼顾轮胎设计理论、力学分析和仿真模拟技术，邀请马良清、危银涛、王友善、

丁剑平、蔡庆、董毛华、朱作勇、李振刚、裴晓辉 9 位行业知名专家、学者授课并答疑，有助于快速

提高年轻一代轮胎结构设计人员的设计基础与实操水平。 
本期培训班对充气轮胎性能与结构、轮胎有限元分析、轮胎振动和噪声等理论知识进行了系统讲

解；对轿车子午线轮胎、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斜交载重和工程机械轮胎、全钢工程机械子午线轮胎

等主流轮胎品种，以及缺气保用轮胎、全天候轮胎等高性能轮胎品种的结构设计和智能轮胎的理论与

应用进行了深入分析；还安排了非常实用的半钢和全钢子午线轮胎结构发展趋势和检测中发现的问题

分析。总的来说，课程内容非常全面、重点突出，全方位呈现了我国轮胎结构设计及相关领域的研发

水平和方向，这些内容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企业中都难以系统学到。 
全国轮胎结构设计技术和配方设计技术高级培训班创办于 1997 年，每年交替进行，迄今已成功

举办了 23 期，累计 2000 多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培训班为轮胎及相关企业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发挥了积

极作用，促进了轮胎行业工程技术人员业务水平的提升，得到企业的大力支持，并获得广泛好评。 
 

   

   

   
参加本期培训的学员来自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中策橡胶（建德）有限公司、杭州朝阳橡胶有

限公司、厦门正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

司、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昊华轮胎有限公司、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双钱集团上海轮胎研

究所有限公司、双钱集团（江苏）轮胎有限公司、双钱集团（重庆）轮胎有限公司、新疆昆仑工程轮

胎有限责任公司、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

山东华盛橡胶有限公司、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八亿橡胶有限责任公司、朝阳浪马轮胎有限责任公

司、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橡胶有限公司、徐州徐轮橡胶有限公司、天津市万达轮胎集团有限公司、天津

国际联合轮胎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神州轮胎有限公司、泰凯英（青岛）专用轮胎技术研究开发有

限公司、东营市方兴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远星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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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拟开展的活动 
 
（1）第 14 届全国橡胶助剂生产和应用技术研讨会 

时间：2020 年 4 月，地点：待定 
（2）第 5 期轮胎力学高级培训班 

时间：2020 年 5 月，地点：威海 
（3）第 21 届中国轮胎技术研讨会 

时间：2020 年 9 月，地点：待定 

（4）第 13 期全国轮胎配方设计技术高级培训班 
时间：2020 年 11 月，地点：北京 

（5）组团赴日本进行橡胶技术交流和参观 
时间：2020 年，地点：待定 

 

  

IRCO 国际会议活动信息 
 
（1）RubberCon 2020 
RubberCon 2020将于2020年6月4—5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由法国橡胶和聚合物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协会主

办。 
网址：http://www.rubbercon2020.cn 
 
（2）IRC 2020 
IRC2020将于2020年10月15—17日在印度钦奈举行，由印度橡胶协会主办。 
网址：https://www.irc2020.org 
摘要提交截止日期：2020年3月3日 

全文提交截止日期：2020年6月30日 
 

http://www.irc2016.com/
http://www.rubbercon2020.cn/
http://www.irc2016.com/
https://www.irc2020.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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