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烈欢迎相关单位、组织及个人在 BCEIA2019 会议期间，组织

科技交 流、学术年会、专题论坛等，BCEIA 组委会将提供会议场地

及相关服务。 

一、BCEIA 2019 学术委员会 

主席 

陈洪渊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京大学 

副主席 

谭蔚泓 中国科学院院士 湖南大学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 

江桂斌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张玉奎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张学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张泽 中国科学院院士 浙江大学 

秘书长 

张新荣 教授 清华大学 

委员（按字母顺序排列） 

柴之芳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Derek Craston 首席科学家 英国政府化学家实验室 

Knut W. Urban 教授 德国固态研究所 Ernst Ruska 显微镜学和

电子光谱学中心 

乐晓春 教授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李红梅 研究员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李景虹 教授 清华大学 

厉良 教授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林金明 教授 清华大学 

刘虎威 教授 北京大学 

刘买利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陆艺 教授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Norman J. Dovichi 教授 美国圣母大学 

钱小红 研究员 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 

沈建忠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农业大学 

唐本忠 中国科学院院士 香港科技大学 

颜光涛 研究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杨士成 教授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 



杨秀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再帕尔·阿不力孜 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 

张丽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赵宇亮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朱芳业 副教授 台湾亚东纪念医院 

朱利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 浙江大学 

顾问（按字母顺序排列） 

黄本立 中国科学院院士 厦门大学 

金国藩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 

施蕴瑜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汪尔康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王海舟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魏复盛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叶恒强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 

叶朝辉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朱静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 

 

二、大会特邀报告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In-situ electron microscopy towards 

materials design and functional 

evolution 

张泽院士 浙江大学 

Mass Spectrometric Investigations 

of Molecular Details That Regulate 

Biological Functions 

Prof. Catherine E. 

Costello 
波士顿大学 

The road to industrialization of 

graphene 
刘忠范院士 北京大学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coupled 

with next-generation DNA 

sequencing for metagenomic 

analysis of a microbiome 

Prof. Norman J. 

Dovichi 
圣母大学 

Human Frataxin and its Role in Iron 

Delivery during Biosynthesis of 
Prof.John Markley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

逊分校 



Iron-Sulfur Clusters 

Analysis of Electrochemical Energy 

Processes by Developing 

In-situ/Operando Spectroscopy 

孙世刚院士 

 
厦门大学 

Functional DNA Nano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Medical 

Diagnostics and Imaging 

陆艺教授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

分校 

Analytical advances enabl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research 
乐晓春教授 阿尔伯塔大学 

Redefinition of the Sl--Mole Dr. Bernd GÜTTLER 
德国联邦物理技术

研究院 

New Biomarkers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朱芳业副教授 亚东纪念医院 

 

三、分会报告 

BCEIA2019 设立电子显微学及材料科学、质谱学、光谱学、色

谱学、磁共振波谱学、电分析化学、生命科学中的分析技术、环境分

析、化学计量与标准物质以及标记免疫分析 10 个分会，每个分会将

邀请 20 至 50 位科学家到会作报告，交流、讨论本学科领域前沿新技

术、新方法。 

A、电子显微学及材料科学 

会议主题：显微学加速材料进化 

专题：材料界面、表面和缺陷 

显微结构与功能材料 

显微方法学 

负责人 韩晓东 教授  xdhan@bjut.edu.cn  北京工业大学 

B、质谱学 

会议主题：质谱助力健康生活 

专题：基础理论与方法 

新仪器与新技术 

生命科学与组学 

环境与能源分析 

食品安全与药物分析 

mailto:xdhan@bjut.edu.cn


临床质谱 

负责人 刘虎威 教授  hwliu@pku.edu.cn 北京大学 

C、光谱学 

会议主题：涌现的机会  

专题：新思路：分子及原子光谱  

        新应用：光谱分析与材料  

        新方法：高分辨光学成像 

        新仪器：光谱仪与显微镜  

负责人  何彦 教授  yanhe2021@mail.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 

D、色谱学 

会议主题：分离分析谱写健康未来 

专题：样品制备方法 

高效分离方法 

高灵敏检测方法 

色谱应用 

负责人  张丽华 研究员 lihuazhang@dicp.ac.cn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 

E、波谱学 

会议主题：波谱学原理与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专题：生物核磁共振专题 

电子顺磁共振专题 

原位磁共振专题 

磁共振成像专题 

代谢学专题 

磁共振分析新方法专题 

负责人  王申林 研究员 wangshenlin@pku.edu.cn 北京大学 

F、电分析化学 

会议主题：电分析化学的发展与未来 

专题：生物电分析化学 

      生物传感 

      纳米电化学 

      单分子检测  

      单细胞分析化学  

      电化学联用技术  

mailto:lihuazhang@dicp.ac.cn


负责人  李景虹 教授 jhli@mail.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 

G、生命科学中的分析技术 

会议主题：关注生命，聚焦方法 

专题：精准医学分析与医疗诊断 

健康与安全 

组学分析 

单分子单细胞单颗粒分析 

负责人 谢剑炜 研究员  xiejw@bmi.ac.cn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

院 

H、环境分析 

会议主题：大数据连接环境与生活 

专题： 

环境分析化学 

环境毒理及健康效应 

环境化学过程 

大气细颗粒物/PM 2.5 

负责人 汪海林 研究员 hlwang@rcees.ac.cn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 

I、化学计量与标准物质 

会议主题：精准改变世界，计量增进互信 

专题：标准物质与化学计量新技术 

临床诊断与生物医药 

环境分析与计量 

食品安全计量 

负责人 李红梅  研究员 lihm@nim.ac.cn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J、标记免疫分会 

会议主题：创新转化 精准诊断 

专题：标记免疫技术 

      基因检测技术 

      生物材料 

      标记免疫技术 

      基因检测技术 

      生物材料制备 

负责人  颜光涛 研究员  ygt301@163.com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mailto:hlwang@rcees.ac.cn%20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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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题论坛及同期会议 

围绕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环境保护、临床检测、体外诊断等热

点领域，组织专题论坛和交流会。 

国际高峰论坛 

分析检测与体外诊断国际高峰论坛（2019 年 10 月 23 日 上午） 

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分析科学的发展越

来越多地延伸至生命科学、健康医疗等相关领域。在体外诊断方面，

质谱等分析测试技术有望在癌症、神经系统疾病等早期筛查中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组织“分析检测与体外诊断国际高峰论坛”，以探讨分

析测试技术在体外诊断中的应用及前景，搭建跨行业、跨领域交流的

平台。 

科学仪器发展国际高峰论坛（2019 年 10 月 23 日 下午） 

为探讨新形势下科学仪器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市场需求

等问题，组织“科学仪器发展国际高峰论坛”，将特邀各大跨国公司

高管和国内创新企业的管理者，针对现今行业内所关心的热点问题，

企业融资、并购、重组、转型、研发及战略发展等命题进行探讨和交

流。 

五、会议语言 

大会特邀报告、分会邀请报告、学术会议论文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专题论坛及同期会议语言是中文。 

分析检测与体外诊断国际高峰论坛的官方语言是中文，科学仪器

发展国际高峰论坛官方语言是英语，提供同声传译。 

 

六、会议征文 

凡未经正式发表过的文章均可投稿，经审查录用的论文将收录在

英文论文摘要集（U 盘）中，其中特别优秀的研究成果可在分会上做

口头报告。 

投寄的论文稿件必须于 2019 年 7 月 31日前通过网站上传或以电

子邮件方式传至 BCEIA，并注明投稿领域、负责人姓名。 

网址：www.bceia.org.cn ；www.bceia.cn。 

电子邮箱地址：conf@bceia.cn 

注意：如果电子方式投稿有困难的，请与 BCEIA 秘书处联系，

以确保稿件的顺利提交。 

论文制作 

http://www.bceia.org.cn/
http://www.bceia.cn/
mailto:conf@bceia.cn


请登陆：www.bceia.org.cn，查看或下载论文制作模板。 

报展制作 

墙报制作要求 (可允许的最大尺寸)： 

高 120 厘米，宽 90 厘米。 

① 摘要标题字符不低于 2.5 厘米高度，格式如下： 

        题目 

        作者 

        单位 

② 摘要正文的英文字母最小不低于 1 厘米高度 

   ③文内图表的线条粗细，不小于 1 毫米，字符大小不低于 5

毫米高度 

稿件处理 

凡被录用文章的作者将在 2019 年 8月 31 日前收到论文录用通知

及注册、收款通知，请按要求做好口头报告或报展准备。未被录用的

稿件恕不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 

会议费用须在 2019 年 9 月 15 日前寄到 BCEIA 财务收（以银行

印鉴为准）,过期将不保证您的文章刊印在论文集上。 

七、日程安排 

时间 上午（9:00-12:00） 下午（13:00-18:00） 

10 月 23 日 全天注册报到 

10 月 24 日 大会报告 

10 月 25 日-26 日 分会口头报告和墙报 

 

八、会议费 

与会国内学者在 2019年 9月 30日前每人收取会议费人民币 1000

元（包含注册费、会议资料、会议期间午餐费等）；在 9 月 30 日后

收取会议费人民币 1500 元。学生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每人收取会

议费人民币 800 元，需出具学生身份证明（扫描学生证，并发送到邮

箱：conf@bceia.cn）；在 9 月 30 日后收取人民币 1200 元。 

会议费采用预收费办法。通过银行汇款时，请在汇款用途处注明

投稿领域、与会者姓名及论文录用通知书上的流水号，并在款汇出后

及时将汇款凭证、开票信息、发票类型、联系人、联系电话等信息发

送到邮箱：conf@bceia.cn。否则无法及时准确寄回发票。 

http://www.bceia.org.cn/


费用请汇至：

收款单位：中国分析测试协会

开户行：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帐 号：778350034696 

银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

单位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4号391室

邮编：100045 

九、 会议地点及住宿

学术报告会暨展览会地址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位于北京市朝阳

区天辰东路7号，距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约32公里，距北京
火车站约18公里， 距北京南站约21公里， 距北京西站约20公里。

参会代表与学生请登录：www.bceia.org.cn; 进入“住宿与交通“栏

目， 在线预定酒店。
十、 重要截止日期

摘要截止日期：2019.07.31 

在线预定住宿酒店最后期限：2019.09.26 

北京分析测试学术报告会暨展览会(BCEIA)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4号383房间

联系人： 王蕾 尹碧桃
电 话：+86 (10) 68512283/68512284 

邮 箱：conf@bceia.cn 
网 址：http ://www.bceia.org.cn; www.bceia.cn 

BCEIA网站
请访问我们网站< http://www.bceia.org.cn >和< www.bceia.cn >, 

您只需短短几秒， 几次点击， 就可以得到最新的会议和展览的反馈信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