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砂浆高峰论坛日程

2 月 26日

9:00-12:00

主持人：张斌 中国砂浆网

地 址：北京宁夏大厦三楼宁夏厅（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分司厅胡同 13 号

9:00-10:00

发言主题：生态透水混凝土

发言嘉宾： 安荣彬 同济大学硕士，2004年至今一直从事干混砂浆技

术的开发与生产，擅长于干混砂浆产品配方的优化调整，

对各种骨料在砂浆性能方面的影响有深刻研究。曾主持上

千次砂子级配和机械喷涂试验，参与中国砂石协会《关于

中国建筑骨料状况对环境影响》、同济大学《关于保水剂

对建筑材料影响》、中材研究院《关于建筑垃圾在商品砂

浆的应用》等多项课题研究，对机制砂在干混砂浆中的应

用有深厚的研究和见解。从 2014 年致力于透水混凝土的研

究，2015年在上海用于施工，并去德国多次技术交流，目

前公司对透水混凝土有纯熟技术，望为国家的海绵城市计

划添砖添瓦

10:00-12：00
发言主题： 《干混砂浆配方思路》

发言嘉宾：张明良 天盛化学技术总监

12:00-13:10 自助午餐 宁夏大厦二楼餐厅

2 月 26日

14:00-18:00

主持人：张斌

地 址：北京宁夏大厦三楼宁夏厅（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分司厅胡同 13 号

13:30-16:00
发言主题：腻子产品技术应用及选择思路

发言嘉宾：杨家国 北京易料通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16:00-:18:00

发言主题：《瓷砖胶、自流平及防水砂浆的应用机理》

发言嘉宾： 王丛笑 巴斯夫建筑聚合物亚太区技术市场经理，19年建

筑材料行业经验，从事过涂料、粘合剂、地坪等各类化学

建材的研发、生产、营销及建材原材料的技术市场管理工

作。先后任职于国企、民企和多家外企，如优成（副总经

理），汉高粘合剂（工厂经理及研发总监），巴斯夫化学

建材（亚太研发经理）等。

10:30-11:00
发言主题：《自流平消泡性能探讨》

发言嘉宾： 罗庚望 广东龙湖科技有限公司

11:00-11:30
发言主题：《瓷砖胶（题目待定）》

发言嘉宾：亚地斯中国有限有限公司

2 月 27日

18:00-21:30
“工匠之歌”暨砂浆金抹刀颁奖典礼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砂浆周欢迎晚宴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北京陶瓷商会 中国砂浆网

2 月 28日

9:00-12:00

主持人：王丛笑 巴斯夫建筑聚合物化学

地 址：北京宁夏大厦一楼多功能厅（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分司厅胡同 13 号

9:00-9:30
发言主题：

发言嘉宾： 瓦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9:30-10:30
发言主题：《欧洲砂浆技术的发展趋势及无尘技术应用》

发言嘉宾：Herve Brosass 派丽欧洲技术总监、 董峰亮 派丽德高 亚太

区技术总监

10:30-11:00
发言主题：《自流平消泡性能探讨》

发言嘉宾： 罗庚望 广东龙湖科技有限公司



11:00-11:30
发言主题：《瓷砖胶（题目待定）》

发言嘉宾：亚地斯中国有限有限公司

11:30-12:00
发言主题：《砂浆走过的误区》

发言嘉宾： 张明良 天盛化学技术总监

12:00-13:10 自助午餐 宁夏大厦二楼餐厅

2 月 28日

13:30-21:30

主持人：王光华 广东龙湖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宁夏大厦一楼多功能厅（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分司厅胡同 13 号

13:30-14:10
发言主题：《瓷砖粘贴中组合施工法和背胶的安全性研究》

发言嘉宾： 蒋志恒 阿克苏诺贝尔特种化学 技术经理

14:10-14:35
发言主题：《磨石地坪体系的历史与应用》

发言嘉宾：李翔 汉高粘合剂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14:35-14:50
发言主题：《物联网技术在建材测试中的应用探索》

发言嘉宾： 朱俊青 北京杰昂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50-15:20
发言主题：《冯氏砂子级配鉴定法在预拌砂浆中的应用》

发言嘉宾： 冯文利山东方达康纤维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20-15:45
发言主题：《中国机械化施工发展》

发言嘉宾：王卫军 首席执行官 德国可耐福 PFT

15:45-16:05
发言主题：《各类干混砂浆原料及成品快速检验方法》

发言嘉宾：杨家国 北京易料通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16:05-16:30
发言主题：聚合物乳液和建筑化学添加剂在装饰水泥制品应用性能探讨

发言嘉宾：张琳 北京杰昂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工

16:30-17:00
发言主题：《保水稳定剂和超强晶核在干粉砂浆中的应用》

发言嘉宾：田润竹 上海三瑞化学 技术经理

17:00-18:00
发言主题：《欧洲机械化施工研讨 》

发言嘉宾： TOMAS MATNGO （意大利）意大利索泰美可斯

18:10-20:00 自助晚餐 宁夏大厦二楼餐厅

3 月 1 日

9:00-12:00

主持人：周炜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宁夏大厦一楼多功能厅（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分司厅胡同 13 号

9:00-9:40

发言主题： 《如何提高砂浆的应用性能》

内容简介：介绍瓷砖粘贴砂浆“thick bed” 和”thin bed”定义及其成分。

介绍添加剂对砂浆性能的影响，包括施工性、抗下垂性、保水

性、开放时间、抗裂性、光洁性等。介绍纤维素醚新、旧生产

工艺的产品质量差别。介绍石膏基砂浆用的改性纤维素醚产

品。

发言嘉宾：苏祯镐博士（韩国）重庆鹏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后学位，1991年加入韩国

三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产品技术和应用研究工作。2014
年加入重庆鹏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任总工程师。在纤维素醚

和硅化工领域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9:40-10:05
发言主题：《未来智能化预拌工厂》

发言嘉宾：董卫良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有限公司砂浆事业部 总经理

10:05-10:30

发言主题： 《自流平砂浆中稳定剂的应用与选择》

内容简介：如何解决高流动性砂浆常遇到的泌水和离析问题，平衡砂浆

的流动性与稳定性是配方开发的关键点之一。这里对比介绍

了自流平砂浆常用稳定剂与新型稳定剂的各自特点和优势，

给出了不同施工条件下的选择建议。

发言嘉宾：翟亚楠 硕士，毕业于慕尼黑工业大学，后加入德固赛化工建

材，现在任职于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从事干粉砂浆助剂及



2017 中国国际砂浆周日程安排

日 期 主 题 活 动

北京宁夏大厦三层银川厅（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分司厅胡同 13 号 ）

2 月 26 日

9:00-12:00

14:00-17:30

第 39 期国家职业建材物理检验（砂浆）技能中高级鉴定培训

重点介绍家装砂浆升级产品如空气净化型室内腻子与抹灰砂浆、双组份自流平、隔音砂

浆、瓷砖胶、装饰砂浆、艺术地坪、磨石地坪及砂浆家居制品，涵盖家装市场战略、原

材料选用、配方原理、质量检测、施工应用、常见问题全部环节

北京宁夏大厦三层银川厅（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分司厅胡同 13 号 ）

乳液的技术服务和业务拓展工作。

10:30-11:00
发言主题： 《各种添加剂在自流平中的应用》

发言嘉宾：张超 硕士 江苏兆佳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10:30-11:00

发言主题： 《智能化建筑-未来建筑发展必然》

发言嘉宾：孙林柱，教授、博士温州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党

总支副书记，温州市建筑节能减排与防灾减灾工程中心常务

副主任，温州大学建筑节能减排与绿色工程材料研究所所长，

温州市"551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温州市建筑材料专业委员会

主任，温州市建筑学会第九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温州市招投

标专家评委，温州市建设局科学技术委员会节能专业委员会、

建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混凝土结构基本理论、约

束混凝土结构、建筑节能的研究和推广，新型墙体材料开裂

空鼓、高强加气混凝土、复合陶粒砌块开发、高强度节能砂

浆开发以及节能设计和能耗分析等研究和开发。

11:00-11:30
发言主题：《一种高早强低收缩的新型铝酸盐结合剂-专用于普硅水泥为

主的砂浆体系》

发言嘉宾：武海龙 硕士 凯诺斯铝酸盐（中国）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11:30-12:00

发言主题：《沥青胶粉在水泥砂浆及混凝土中的应用》

内容简介：沥青胶粉是天津市科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开发的新型粉体材

料。介绍沥青胶粉的独特性能，特别是防水、防腐性能，介

绍沥青胶粉赋予防水砂浆、修补/防护砂浆、混凝土材料的

优越性能，以及沥青胶粉在建筑、市政、港工、海工等工程

领域的应用前景。

发言嘉宾：郭玉清，正高级工程师，现任天津市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天津市科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主要从事高分

子材料、复合材料的研究工作，尤其是精细建筑材料的粉体

化，在可再分散乳胶粉及特种建筑材料领域具有丰富的理论

及实践经验。

12:10-13:50 自助午餐 宁夏大厦二楼餐厅



2 月 27 日

10:00-17:00

第 39 期国家职业建材物理检验（砂浆）技能中高级鉴定培训

重点介绍家装砂浆升级产品如空气净化型室内腻子与抹灰砂浆、双组份自流平、隔音砂

浆、瓷砖胶、装饰砂浆、艺术地坪、磨石地坪及砂浆家居制品，涵盖家装市场战略、原

材料选用、配方原理、质量检测、施工应用、常见问题全部环节

北京.中国国际会展中心

北京宁夏大厦一层多功能厅（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分司厅胡同 13 号 ）

2 月 27 日

18:00-18:30

“工匠之歌”暨砂浆金抹刀颁奖典礼及 2017 中国国际砂浆周欢迎晚宴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北京陶瓷商会 中国砂浆网

北京宁夏大厦一层多功能厅（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分司厅胡同 13 号 ）

2月28日9:00-18:00

“沉淀”第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砂浆高峰论坛

瓷砖铺贴、自流平砂浆、石膏砂浆、雕塑砂浆、海绵城市、修补与管廊等

北京宁夏大厦一层多功能厅（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分司厅胡同 13 号 ）

3月 1日 9:00-12:00

“沉淀”第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砂浆高峰论坛

瓷砖铺贴、自流平砂浆、石膏砂浆、雕塑砂浆、海绵城市、修补与管廊等

北京宁夏大厦一层多功能厅（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分司厅胡同 13 号 ）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静安中心）

2月27日9:00-17:00

·房地产开发商采购对接会

·医院建材采购对接会

·中国地坪施工商峰会

·贝壳粉生态联盟成立大会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施工委员会换届大会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静安中心）

2月 27 日-3 月 1 日

9:00-17:00

·第五届中国国际建筑工程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及新装备博览会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干混砂浆技术及产品展览会

·2017 中国(北京)弹性地材、运动场地及设施展览会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建筑保温、新型墙体及外墙装饰展览会、

·2017 中国国际建筑工业化及装配式建筑产业博览会



·2017 北京国际建筑模板、脚手架施工技术及产品设备展览会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静安中心）

2月 28

9:00-17:00

·国际建材贸易交流对接会暨国际建筑展信息发布会

·建材采购招投标发布会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静安中心）

闽龙陶瓷总部基地（北京市朝阳区十里河大羊坊路 18 号）

3月 2日 9:30-12:00 ·家装星级服务评定、绿色工地评定启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