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中国电源学会元器件专业委员会（ECDC 2016） 

西安学术研讨会报名通知 

 

 

 

主办单位：中国电源学会（CPSS）元器件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西安理工大学 

支持单位：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龙腾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报到时间：2016 年 10 月 14 日 8：30-17:00 

会议时间：2016 年 10 月 15 日 8：30-17:00 

报到地点：西安建国饭店 

会议地点：西安理工大学



 

2016 中国电源学会元器件专业委员会 

（ECDC 2016）西安学术研讨会 

报名通知 

 

2016 中国电源学会元器件专业委员会（ECDC 2016）西安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6 年 10 月 14 -15 日在西安召开，10 月 14 日全天报到，15 日举办主题演讲、

专题报告并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电源学会（CPSS）元器件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西安理工大学 

支持单位：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龙腾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二、 会议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2016 年 10 月 14 日 8：30-17：00 

会议时间：2016 年 10 月 15 日 8：30-17：00 

报到地点：西安建国饭店 

会议地点：西安理工大学图书馆 



 

三、 会议内容 

2016 中国电源学会元器件专业委员会（ECDC 2016）西安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15 日西安召开，两年一届的元器件专委会学术研讨会，致

力于搭建元器件研发和生产单位与电源的研发和生产单位的交流平台，促进电源

行业上下游的链条式发展，跟踪和引进国际最先进的元器件发展动态和技术。 

本次大会将聚焦电子元件和半导体器件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元件和新器件

的发展动态和技术进步，会议将邀请国内外著名电力电子专家进行主题报告和学

术交流。诚挚欢迎广大专家、学者、企业技术人员、高校师生等光临会场，相互

交流，共同提高。 

 

四、 会议交通 

     
   西安建国饭店     地址: 西安市互助路 2 号；电话：0086-029-82598888 

机场、火车站、---入住酒店交通情况说明。 

1.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酒店距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45 公里，行车约 60 分钟，打

车费用为 150 元/车（行业价，不按公里数）； 

如乘坐机场大巴 5 号线到西安建国饭店，费用为 26 元/人。  

机场发车时间  08：20 至 20：20,每隔 40 分钟一班, 票价 25 元/人。 

2. 西安火车站：酒店距西安火车站 6 公里，行车约 20 分钟，打车费用约为 15

元；另火车站无直达西安建国饭店的公交车车，需从五路口乘坐 102、10

路，在互助路站下即可，行车用时在 30 分钟左右。 

3. 西安北客站（高铁）：酒店距西安北客站（高铁）17 公里，行车约 30 分钟，



打车费用约为 60 元；亦可乘坐地铁 2 号线至北大街转乘 1 号线，通化门站

下车 B 口出地铁，步行 8 分钟即可到达饭店。 

 

五、 会议住宿 

 

1. 会议住宿建议统一安排在西安建国饭店，该酒店标准为五星级酒店。房间类

型及房价如下： 

 

标准间：400 元/间含早餐（双床或大床） 

豪华间：500 元/间含早餐（双床或大床） 

 

注：因酒店各房型的房间数量限制，请尽量提前预定，以免造成不便。如预定房

型已满，将在报到当天调整为其他房型，恕不提前通知。 

 

2. 如有住在其它酒店的需求，可以自行预定，以下为周边酒店推荐： 

 

西安理工宾馆 

地址： 西安市金花南路 5 号西

安理工大学东门对面家属院内 

电话：029-83220666 

距离会议地点约 2 公里或 6 分

钟车程。 

房间及价格： 

普标间：170 元/间含早餐（双床） 

豪标间：210 元/间含早餐（双床） 

经济间：140 元/间含早餐（大床） 

 



六、 会议注册 

 

会议报到注册时间： 10 月 14 日 8:30 – 17:00； 

会议报到注册地点： 西安建国饭店大堂 

注册办法及发票开具： 

 

会议注册费缴纳方式有两种：提前汇款至中国电源学会的账户或会议报到时

现场缴纳(现金)。 

 

汇款银行及账户：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天津黄河道支行 

户名：中国电源学会 

账号：0302070509026564548 

 

注(一)： 

1) 发票统一由中国电源学会开具，会议结束后2周内统一寄出。 

2) 中国电源学会发票内容可选项为：会议费、技术交流费、咨询费、 

培训费、技术服务费。请提前与本单位财务沟通确认。 

 

注册类型 费用 

非会员 1000元 

学会会员/专委会委员 800元 



 

会议注册费包括： 

1. 参加会议及相关活动 

2. 全程自助餐、会议茶歇及晚宴 

3. 会议纪念品 

4. 参会代表合影照片（电子版） 

5. 参会代表通讯录 

注(二)： 

1) 会议注册费不包括住宿费。  

2) 为保证顺利发送文件，请认真填写会议回执表。 

 3) 9 月 15 日前将《参会回执表》发给会议报名联系人。 

 

七、 会务组联系方式 

 

中国电源学会元器件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会议报名联系人：蒋银 15851990180 

电话：0519-85166088-8166   传真：0519-85162297 

邮箱：yjiang@macmicst.com 

地址（邮编）：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3022） 

 
 

                                     中国电源学会元器件专业委员会 

                                                    2016年9月14日 

chaibo
学会图章



 

附件 1：会议安排 

日期 项目 备注 

10月14日 

8:30-17:00 会议报到 建国饭店大堂 

19:30-20:30  元器件专委会工作会议 建国饭店会议厅 

10月15日 

8:30-9:20 

中国电源学会领导致辞 

专委会领导致欢迎辞 

西安理工大学校长致辞 

理工大学图书馆 

全体人员 

 

9:20-10:00 宽禁带半导体电子器件进展与展望 郝跃 

10:00-10:40 电力电子技术 2030 展望 徐德鸿 

10:40-10:55 茶歇  

10:55-11:35 有关新器件发展方面的报告(题目待定) Fujihira 

11:35-11:50 全体合影留念  

12:00-13:30 午餐 理工宾馆 

13:30-14:10 Power Semiconductor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Petar Grbovic 

14:10-14:50 宽禁带半导体器件实用化的材料物理学问题 陈治明 

14:50-15:30 IGBT配套用FRD技术及其发展趋势 刘国友 

15:30-15:45 茶歇 理工大学图书馆 

15:45-16:25 大功率IGBT器件封装技术与挑战 张红卫 

16:25-17:05 氮化镓新材料器件的应用于集成技术      杨旭 

17:05-17:45 我国碳化硅功率器件产业化的机遇与挑战    陈彤 

18:00-20:00 晚宴 建国饭店 

10月16日 

8:30-17:00 企业参观  

 



附件 2：参会回执表 

请将此表邮件发送至:yjiang@macmicst.com 或传真至：0519-85162297 

姓名(中文) 

 (英文) 

 称谓 □ 教授  □ 博士  □ 先生  □ 女士 

 职务/职称  

单位(中文) 

(英文) 

 

 

地址  邮编  

电话  手机  

E-mail  

注册身份类

型 

会员类型: □ 中国电源学会会员   □ 专委会委员  

  会员编号：        

          □ 非会员 

 

酒店房间 

西安建国饭店（会议酒店，五星级） 

标准间（400 元，含早餐）      □ 双床    □ 大床 

豪华间（500 元，含早餐）      □ 双床    □ 大床 

西安理工宾馆 

标准间（含早餐）     □ 双床（170 元）  □ 大床（140 元） 

豪华间（含早餐）     □ 双床（210 元）   

房间数量         间   □ 拼房   □ 不住宿 

晚宴 参加 15 日晚宴：□ 参加          人           □ 不参加   

企业参观 参加 16 日参观企业：□ 参加          人       □ 不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