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届 CALYPSO 研讨会，2021 年 10 月 16 日-18 日，武汉市 

 

第九届 CALYPSO 研讨会日程 
2021 年 10 月 16 日 

会议地点：【线下】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光谷金盾大酒店三楼报告厅 

【线上】腾讯会议 ID：117 590 684 

开幕式 

主持人 张保成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08:00-08:25 

刘勇胜 教授 致会议欢迎辞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校长） 

CALYPSO 结构预测方法视频展示 

马琰铭 教授 致会议开幕辞 
（吉林大学 副校长） 

合影（线上/线下） 

主持人： 冯济 教授 

08:25-09:00 马琰铭 教授 
（吉林大学） 

CALYPSO 结构预测方法的创建、
应用与展望 线下 

09:00-09:30 王彦超 教授 
（吉林大学） 

CALYPSO 结构预测方法及原理 线下 

09:30-09:40 间歇 

主持人： 刘建军 研究员 

09:40-10:10 冯济 教授 
（北京大学） 

TBworks: 机器学习、电子结构和
物性 线下 

10:10-10:40 徐勇 教授 
（清华大学） Deep Learning DFT Hamiltonian 线上 

10:40-11:10 黄呈熙 教授 
（南京理工大学） 

室温铁磁半导体的设计: 从机制到
结构 线上 

11:10-11:40 姚延荪 副教授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 

CALYPSO 方法在高压凝聚态物理
的应用 线上 

11:40-14:00 午休 

主持人： 王彦超 教授 

14:00-16:00 CALYPSO 软件使用示范与演示 I：晶体结构预测和变化学组分结构
预测 

16:00-16:10 间歇 

16:10-17:30 CALYPSO 软件使用示范与演示 II：结果分析和高级结构预测模式 

18:30-20:00 晚宴（地点：光谷金盾大酒店三楼宴会厅） 



第九届 CALYPSO 研讨会，2021 年 10 月 16 日-18 日，武汉市 

 

2021 年 10 月 17 日 

会议地点：【线下】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光谷金盾大酒店三楼报告厅 

【线上】腾讯会议 ID：810 113 925 

主持人： 郭伟 研究员 

08:30-09:00 
丁峰 教授 

（韩国基础科学研究院多维碳

材料中心） 
结构优化在低维材料生长中的应用 线上 

09:00-09:30 
刘建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
所） 

计算电化学与高性能电极材料预测 线下 

09:30-10:00 吕健 副教授 
（吉林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势加速的 CALYPSO
结构预测方法 

线下 

10:00-10:10 间歇 

主持人： 李全 教授 

10:10-10:40 郭伟 研究员 
（北京理工大学） 

高能量密度高压聚合物的结构搜索
和物性研究 

线下 

10:40-11:10 李印威 教授 
（江苏师范大学） 

高压下奇异氦化合物 线下 

11:10-11:40 刘震 讲师 
（北京师范大学） 

Chemistry without Bonds: 
Reactivity of He with Compounds 

under High Pressure 
线下 

11:40-14:00 午休 

主持人： 吕健 副教授 

14:00-15:30 
CALYPSO 软件使用示范与演示 III：表面结构预测、界面结构预测以

及二维结构预测 

15:30-15:40 间歇 

15:40-17:20 
CALYPSO 软件使用示范与演示 IV：团簇结构预测、固定分子结构预

测以及机器学习势加速 CALYPSO 结构预测方法 



第九届 CALYPSO 研讨会，2021 年 10 月 16 日-18 日，武汉市 

 

2021 年 10 月 18 日 

会议地点：【线下】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光谷金盾大酒店三楼报告厅 

【线上】腾讯会议 ID：352 656 053 

主持人： 王晓丽 教授 

08:30-09:00 李全 教授 
（吉林大学） CALYPSO 超硬材料结构设计 线下 

09:00-09:30 高国英 教授 
（燕山大学） 

基于 CALYPSO 高性能亚稳材料结
构设计 

线下 

09:30-10:00 高博 博士 
（日本物质材料研究机构） 

CALYPSO 界面结构预测方法及其
在固态电池中的应用 

线上 

10:00-10:10 间歇 

主持人 高国英 教授 

10:10-10:40 王晓丽 教授 
（烟台大学） 

富氮含能材料设计 线下 

10:40-11:10 谢禹 教授 
（吉林大学） 

ARES：基于实空间有限差分的大体
系 KS-DFT 计算模拟软件 

线下 

11:10-11:40 米文慧 教授 
（吉林大学） 

ATLAS：面向介观尺度材料模拟的
第一性原理计算方法与软件 

线下 

11:40-14:00 午休 

主持人： 米文慧 教授 

14:00-15:30 
CALYPSO 软件使用示范与演示 V：超硬材料结构设计、固-固相变中

过渡态结构搜索和 XRD 逆向结构设计 

15:30-15:40 间歇 

15:40-17:30 ATLAS 软件以及 ARES 软件介绍及使用示范 

闭幕式 

17:30-17:50 马琰铭教授致会议闭幕辞、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