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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二届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a Scientific Instruments2018 

 

2018年 4月 15 日-16 日  常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会议手册 

 

 
主办单位：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仪器信息网（www.instrument.com.cn）  

协办单位：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           中国常州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  

我要测网（www.woyaoce.cn）             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  

REALWORLD ONE GMBH & CO.KG 

 

 

http://www.woyao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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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二届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 
2018 年 4 月 15-16 日  常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日程安排： 

时间 会议内容 地点 

4 月 14 日 14:00-20:00 参会注册 酒店一层大厅  

4 月 15 日 

8:30-12:00 
特邀嘉宾致辞 

大会报告 
二层大宴会厅 

12:10-13:30 
自助午餐  酒店二层 

PerkinElmer午餐会 二层聚仁堂 

13:30-17:30 

大会报告 

仪器企业周年庆启动仪式 

I100 峰会：中国科学仪器发展高峰论坛 二层大宴会厅 

4 月 15 日 18:30-20:30 
仪器及检测风云榜颁奖盛典 

（定向邀请，持入场券参加） 

4 月 16 日 

8:30-12:10 

分会场一（上）：检验检测产业峰会 二层大宴会厅 

分会场二：国产科学仪器研发成果转化论坛 二层聚德堂 

分会场三：贵金属及珠宝检测技术发展论坛 二层紫荆阁 

分会场四：环境监测仪器及技术发展论坛 二层百合厅 

分会场五：生命科学仪器发展与精准医疗 二层聚仁堂 

分会场六：质谱技术发展与产业化论坛 二层舣舟阁 

12:10-13:30 
自助午餐 酒店一层中餐厅 

Waters午餐会 一楼中餐厅海棠茉莉 

13:30-17:00 

分会场一（下）：检验检测产业峰会 二层大宴会厅 

分会场七：食品安全检测新技术发展论坛 二层百合厅 

分会场八：新材料检测技术及检测仪器发展论坛 二层聚德堂 

分会场九：科学仪器互联网+论坛 二层聚仁堂 

分会场十：科学仪器及检验检测投融资论坛 二层舣舟阁 

4 月 16 日 9:00-17:00 分批参观中国常州检测认证产业园 

中国·常州检验检测认

证产业园（常州市龙锦

路 510 号） 

提示：2018 年 4 月 16 日（周一）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00）分两批参观中国常州检测

认证产业园（每批限额 40人，先到先得），参观日程如有调整，将另行通知。 

 

 
参观检测认证产业园，提前扫码报名（截止 4 月 15 日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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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日程：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活动一：仪器经理人系列活动之走进常州磐

诺仪器有限公司 

4 月 14 日 13:30-17:30 
常州香格里拉大酒店门口集合 

磐诺总部 

活动二：科学仪器 VR体验 
4月 15日-16 日 

REALWORLD ONE GMBH & CO.KG

展位（二层大宴会厅门口） 

活动三：赛默飞新品用户见面会 
4月15日上午大会茶歇期间 

赛默飞展位：A11 

活动四：PerkinElmer午餐会 
4月 15 日 12:10-13:30 

二层聚仁堂 

活动五：Waters午餐会 4月 16 日 12:10-13:30 一楼中餐厅海棠茉莉厅 

活动六：参观常州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 4月 16日上午、下午 中国•常州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

（常州市龙锦路 510 号） 

活动七：月旭用户有奖问答活动 4月 15日-16 日 月旭展位：T2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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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须知 

为确保本届年会顺利召开，请参会人员仔细阅读如下内容 

1、请在会议期间佩戴代表证 

  代表证是您参加会议及用餐的凭证，并方便您与其他代表交流。 

2、请演讲嘉宾提前将您的 PPT 文档提供给大会组委会 

3、会议现场注意事项 

  请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请将手机关闭或设置成振动静音状态 

  请不要在会场内抽烟 

  请勿在会场内随意走动，如有特殊情况需要离会，请及时通知会务组。 

4、年会微信互动 

  4 月 15 日，扫码关注“仪器经理人”官方微信，发送想说的话到“仪器经理人”公众号，即可参与年会现场

互动。 

  4 月 16 日，检验检测产业峰会，关注我要测官方微信，发送想说的话，并可实时互动@你想提问的人，超燃

的现场更有红包奉送！ 

 

（仪器经理人官方微信：instrument4077） 

 

（我要测官方微信：woyaoce2010） 

5、就餐事宜 

  请听从工作人员统一引导前去就餐，如有疑问，请联系总协调 

  用餐时请持年会组委会提供的餐券用餐 

  午餐时间地点：4月 15日 12:10-13:30，酒店二层； 

              4月 16日 12:10-13:30，酒店一层中餐厅； 

  晚宴时间地点：4月 15日 18:30至 20:30,  酒店二层大宴会厅 

6、会务联系方式： 

  现场总协调：杜女士，13671073756； 

  参观集聚区：魏先生，1355283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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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平面图 

 

 

 

 

 

现场展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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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年会介绍 

自 2006年，“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ACCSI)已成功举办十一届。每年一届的 ACCSI 旨在促进中国科学

仪器行业“政、产、学、研、用、资”等各方的有效交流，力求对中国科学仪器的最新进展进行较为全面的

总结，力争把最新的有关政策、最前沿的行业市场信息、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最短的时间内呈现给各位参

会代表，被誉为科学仪器行业的“达沃斯论坛”。 

2018 第十二届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a Scientific Instruments 2018，

简称 ACCSI2018)”，将于 2018 年 4月 15--16日在常州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召开。ACCSI2018再次走进长三

角地区，得到了中国常州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江苏省分

析测试协会等单位的鼎力支持。 

ACCSI 2018主要亮点：从行业整体运行、技术进展、市场需求、战略发展等多维度对 2018 年行业发展

进行展望；多位知名企业 CEO 高峰对话，共同探讨行业发展；开设国产科学仪器研发成果转化研讨会，促进

成果转化，上下游对接；联合多家单位，举办多个行业论坛，探索科学仪器在食品、环境、生命科学、新材

料等行业的新需求；围绕“质谱技术发展与产业化”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寻质谱技术的未来发展；设置投

融资论坛，探讨科学仪器及检验检测行业在资本运作；再次举办“检验检测产业峰会”，邀请政府管理部门、

检测机构、企业管理人员和实验管理者共同探讨检验检测行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年会现场，并联合大会协

办方 REALWORLD ONE GMBH & CO.KG，设置“科学仪器 VR体验区”，现场参会代表有机会享受科技带来的盛宴。 

此外，“仪器及检测风云榜颁奖盛典”将揭晓“2017 科学仪器行业优秀新产品”、“2017 科学仪器行业绿

色仪器”、“2017 科学仪器行业最受关注仪器”、第五届“科学仪器研发特别贡献奖”、“2017科学仪器行业最

具影响力厂商”、“2017 科学仪器行业最佳网络营销厂商”、“2017 科学仪器行业最具成长潜力企业”、“2017

科学仪器行业年度人物”、“我要测 2017 最具影响力十大检测机构”、“我要测网 2017 年度最具成长潜力检测

机构”等多项行业大奖，并进行隆重的颁奖仪式。 

为了将“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ACCSI）越办越好，年会组委会真诚期待您的关注，并诚挚地希望您

对本届年会的形式、内容、组织等方面提出宝贵意见，请您用手机扫描以下二维码填写年会调查表，或会后

将您的意见和建议发送到：accsi@instrument.com.cn 

 

扫一扫，参与调查 

关于本届年会的现场报道，请访问仪器信息网“资讯”频道，或访问年会网站：

http://accsi.instrument.com.cn。 

http://accsi.instrumen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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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仪器信息网（www.instrument.com.cn）  

协办单位：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           中国常州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  

我要测网（www.woyaoce.cn）             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 

REALWORLD ONE GMBH & CO.KG 

支持单位： 

北京科学仪器装备协作服务中心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检测与认证领域中心 

中国生物检测监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检验检疫学会 

北京材料分析测试服务联盟               国家贵金属及珠宝质检中心技术联盟 

高校分析测试中心研究会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中国颗粒学会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近红外光谱分会         上海分析仪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标记免疫分析专业委员会 西安检验检测人才实训基地 

 

大会赞助： 

  钻石赞助 

REALWORLD ONE GMBH & CO.KG 

  白金赞助（按公司名称拼音字母排列） 

北京坛墨质检科技有限公司               珀金埃尔默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金牌赞助（按公司名称拼音字母排列） 

天津市恒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梅特勒-托利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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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特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赛莱默分析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月旭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银牌赞助（按公司名称拼音字母排列） 

常州磐诺仪器有限公司                德国耶拿分析仪器股份公司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和泰仪器有限公司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赞助商（按公司名称拼音字母排列） 

APL奥普乐仪器有限公司             HORIBA 科学仪器事业部 

奥地利安东帕(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海光仪器有限公司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清谱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仁科互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桑翌实验仪器研究所 

毕克气体仪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科鉴检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海尔生物医疗 

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凯恩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南京检验检测服务业集聚区          宁波华仪宁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诺枢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睿科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光谱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科颐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科哲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磐合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权唐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悌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新拓分析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浪声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天美(中国)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天氏欧森测试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蔚海光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武汉市天虹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咸阳威思曼高压电源有限公司       新羿生物 Targeting One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支持媒体： 

《分析化学》 《质谱学报》 《食品科学》 《分析试验室》 《色谱》  

《物性测试》 《分析试剂》 《稀土》 《中国稀土学报》 《中国无机分析化学》  

《波谱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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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会议日程 

2018年 4月 15 日（周日）上午（常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二层大宴会厅） 

大会主持人: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秘书长 张彤 

08:30-08:50  特邀嘉宾致辞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李跃光 

常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李皓 

08:50-09:10  报告题目: 贯彻实施《标准化法》促进仪器仪表行业质量提升 

报告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法规司司长 许新建 

09:10-09:30  报告题目:我国分析仪器的创新与机遇 

报告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江桂斌院士 

09:30-09:50  报告题目:科学仪器行业发展状况分析及 2018年行业发展预测 

报告人：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高级顾问 闫增序 

09:50-10:15  报告题目：分析技术让生活更美好 

报告人：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马濑嘉昭     

10:15-10:35  茶歇 

大会主持人: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副理事长 刘长宽  

10:35-10:55  报告题目: 检验检测机构对科学仪器的需求分析及展望 

报告人：国检集团(CTC)总经理 马振珠 

10:55-11:20  报告题目: 当虚拟现实遇见科研产业 

报告人：德国 IKA集团股东及 realworld one公司总裁 Pascal Stiegelmann 

11:20-11:40  报告题目:AOAC 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最新进展解读及展望 

报告人：AOAC 中国分部主席 梁成珠博士   

11:40-12:00  报告题目：样品前处理仪器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报告人：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克 

12:10-13:30  会议自助午餐+PerkinElmer 午餐会 

 

2018 年 4月 15 日（周日）下午（常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二层大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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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持人:北京信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鑫   

13:30-13:35  创新 100 活动发布 

13:35-13:55  报告题目: 中国常州检测认证产业园项目推介 

报告人：常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 戴云徽 

13:55-14:15  报告题目: 从“行业及互联网数据”看科学仪器市场近期发展 

报告人：仪器信息网产业研究部主任 江炜 

14:15-14:35  报告题目：科学仪器企业管理与整合 

报告人：丹纳赫中国及北亚区总裁 彭阳 

14:35-14:55  报告题目: 我国科学仪器产业绿色发展路径分析 

报告人： 辽宁省分析测试研究院院长 刘成雁 

14:55-15:15  报告题目: 国产科学仪器的融合发展之道 

报告人：天美（中国）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总裁 付世江 

15:15-15:35  报告题目:智能光谱过程分析技术及在智能制造领域中应用展望 

报告人：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博导） 袁洪福 

15:35-15:55  报告题目：信息化建设助力实验室创新发展 

报告人：Waters中国信息学与法规遵循部门运营经理 金勇 

15:55-16:10  仪器企业周年庆启动仪式                             

16:10-17:30  i100 峰会：中国科学仪器发展高峰论坛 

主持人：仪器信息网、我要测网 CEO 唐海霞 

特邀出席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李剑峰  赛默飞中国区色谱和质谱（CMD）高级商务运营总监 

刘海涛  北京海光仪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  兵  珀金埃尔默公司 DAS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 

王德滨  安东帕(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赵  泰  德国耶拿分析仪器股份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汤志东  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培强  苏州纽迈分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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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18:30  茶歇：展位参观与互动交流   

 

仪器及检测风云榜颁奖盛典（持入场券参加）（常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二层大宴会厅） 

18:30-20:30  奖项颁发及晚宴 

颁发奖项： 

2017 科学仪器行业优秀新产品        2017 科学仪器行业绿色仪器 

2017 科学仪器行业最受关注仪器      第五届“科学仪器研发特别贡献奖 

2017 科学仪器行业最具影响力厂商    2017 科学仪器行业最佳网络营销厂商 

2017 科学仪器行业最具成长潜力企业  2017 科学仪器行业企业年度人物 

我要测网 2017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检测机构 

我要测网 2017年度最具成长潜力检测机构 

2018年 4月 16 日（周一）上午 

分会场一（上）：检验检测产业峰会（二层大宴会厅） 

主持人: 北京信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垒生  

09:00-09:30  报告题目：我国检验检测机构发展现状及趋势 

报告人：国家认监委实验室与检测监管部监督管理处长 谢澄  

09:30-09:50  报告题目：中小检测机构的发展机会及建议 

报告人：欧陆科技集团中国区董事长 秦殊涵  

09:50-10:10  报告题目：全流程方案助力实验室提效增能 

报告人：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食品行业市场经理 程明川  

10:10-10:30  报告题目：NQI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报告人：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院长 周骏贵 

10:30-10:50  报告题目：助力检测社会化事业 

报告人：珀金埃尔默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环境行业经理  张桢 

10:50-11:10  报告题目：检验检测企业全国实验室布局的战略思考 

报告人：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欧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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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30  报告题目：德国耶拿在金属与非金属元素检测分析中的应用与发展 

报告人：德国耶拿分析仪器股份公司应用专家 王越慜 

11:30-11:50  报告题目：检测机构如何助力创客走好从“作品”到产品的过程 

报告人：深圳安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骥 

11:50-12:10  报告题目：仪器采购秘籍——助力检测机构降本增效 

报告人：仪器信息网运营经理 曾明泉 

分会场二：国产科学仪器研发成果转化论坛（二层聚德堂会议室） 

主持人：北京科学仪器装备协作服务中心副主任 杨鹏宇 

09:00-09:25  报告题目：农畜产品品质无损实时检测技术及装备 

报告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彭彦昆  

09:25-09:50  报告题目：可靠性验证助力仪器研发成果转化 

报告人：广东科鉴检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科鉴可靠性总经理 高军  

09:50-10:15  报告题目：北京地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解读 

报告人：北京科学仪器装备协作服务中心主任 孙月琴  

10:15-10:40  报告题目：现场、在线、便携、高通量光/质谱仪器的研发与产业化 

报告人：四川大学分析仪器研究中心教授 段忆翔 

10:40-11:05  报告题目：生命科学仪器研制与成果转化的一些思考与实践 

报告人：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工程师 刘广兴 

11:05-11:30  报告题目：物联网技术助力仪器创新探索 

报告人：深圳智物联网络公司 CTO  吴刚  

11:30-11:55  报告题目：食品和饮水安全风险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研究 

报告人：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高志贤 

分会场三：贵金属及珠宝检测技术发展论坛（二层紫荆阁会议室） 

09:00-09:20  嘉宾致辞 

09:20-09:40  报告题目：贵金属珠宝检测机构变革及发展趋势 

报告人：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 毕立君  

09:40-10:00  报告题目：贵金属珠宝产品质量控制及检测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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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督导法务部总经理 谭雷  

10:00-10:20  报告题目：XRF技术在珠宝玉石微量元素测定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报告人：同济大学 亓利剑教授 

10:20-10:40  茶歇 

10:40-11:00  报告题目：黄金珠宝企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及如何满足日益增长的品质消费需求 

报告人：待定 

11:00-11:20  报告题目：辉光放电质谱技术在贵金属及珠宝检测领域的应用研究 

报告人：国家金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南京）  王金砖博士 

11:20-11:40  报告题目：HORIBA光谱技术在贵金属及珠宝检测领域的应用 

报告人：HORIBA Scientific   沈婧博士  

11:40-12:00  报告题目：树立行业良好形象，不断增强社会公信力——检验检测机构诚信体 

系建设浅析 

报告人：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国家金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南京） 

院长 周骏贵 

分会场四：环境监测仪器及技术发展论坛（二层百合厅会议室） 

主持人：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秘书长 赵厚民 

09:00-09:25  报告题目：我国大气环境标准现状及发展 

报告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标准研究所大气（噪声）排放标准研究室主任 

 张国宁  

09:25-09:45  报告题目：异味分析系统及其在环境领域的应用 

报告人：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赵彤  

09:45-10:05  报告题目：国内外环境中 VOC 检测现状与相关标准物质 

报告人：北京坛墨质检科技有限公司 洪涛 

10:05-10:30  报告题目：土壤无机元素检测技术及成果在土地质量评估中的应用 

报告人：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测试所副总工 蔡玉曼 

10:30-10:50  报告题目：云平台下在线仪器智能运维 

报告人：深圳市朗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严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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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1:15  报告题目：水质指纹预警溯源技术进展和展望 

报告人：清华大学 吴静  

11:15-11:35  报告题目：新政策环境下水质在线仪器技术需求变化分析 

报告人：哈希公司 APP部门应用专家 郝祺 

11:35-12:00  报告题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发展现状 

报告人：中国环保产业协会 高晓晶 

分会场五：生命科学仪器发展与精准医疗（二层聚仁堂会议室） 

主持人：301 医院生化科主任 颜光涛 

09:00-09:20  报告题目：生命分析化学技术成果在精准医疗中的应用 

报告人： 南京大学 鞠熀先 

09:20-09:40  报告题目：液体活检技术在精准医学中的应用 

报告人：普渡大学 陶纬国  

09:40-10:00  报告题目：质谱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报告人：沃特世市场部资深应用工程师 白旭 

10:00-10:20  报告题目：从国家医改政策看国产医学检测仪器发展机遇 

报告人：安图生物总经理 吴学炜 

10:20-10:40  报告题目：中国基因测序产业发展与延伸 

报告人：华大智造副总裁刘健 

10:40-11:00  报告题目：新型生物检测监测技术中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报告人：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周蕾 

11:00-11:20  报告题目：微液滴和数字 PCR 技术及在精准医学中的应用进展 

报告人：清华大学 郭永  

11:20-11:40  报告题目：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与临床应用 

报告人：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VD市场总监  卢国强 

11:20-11:40  报告题目：基因分析在精准医疗中的应用进展（拟） 

报告人：赛默飞世尔中国区基因分析事业部精准医疗业务市场发展经理 赵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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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六：质谱技术发展与产业化论坛（二层舣舟阁会议室） 

主持人：复旦大学教授 丁传凡 

08:30-09:00  报告题目：从质谱新品评选看质谱技术发展趋势 

报告人：军事医学科学院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医学工程室主任 赵晓光 

09:00-09:20  报告题目：飞行时间质谱产业化及未来展望 

报告人：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振  

09:20-9:40  报告题目：敞开式大气压快速检测质谱应用及未来展望 

报告人：宁波华仪宁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闻路红 

09:40-10:00  报告题目：MALDI-TOF 的研发及其产业化 

报告人：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副总经理  林志敏 

10:00-10:20  报告题目：小型质谱研发/产业化及其发展困境与未来展望 

报告人：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教授  欧阳证 

10:20-10:40  报告题目：ICP-MS在移动检测和在线检测上的应用及其产业化研究 

报告人：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科学仪器首席科学家 李刚强  

10:40-11:00  报告题目：微流量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最新研究进展 

报告人：岛津分析测试仪器市场部 王丹 

11:00-11:20  报告题目：质谱走下神坛，成为日常分析的利器 

报告人： 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研发部技术总监 顾好粮 

11:20-11:40  报告题目：质谱在过程分析中的应用和发展 

报告人：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新强 

2018 年 4月 16 日（周一）下午 

分会场一（下）：检验检测产业峰会（二层大宴会厅） 

主持人: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副院长 张弛 

13:30-13:50  报告题目：检测机构助力生产企业突破技术贸易壁垒 

报告人： 中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李信柱  

13:50-14:10  报告题目：第三方检测应对环办监测函 2017(2024)要求的最佳解决方案 

报告人：上海磐合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天瑞仪器控股)营销总监 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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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30  报告题目：纺织品国内外最新标准解读与趋势发展 

报告人： 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标准事业部副总经理 徐路  

14:30-14:50  报告题目：食品安全趋势分析及检测技术展望 

报告人： 陕西科仪阳光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穆登峰 

14:50-15:10  报告题目：科学仪器管理物联网技术助力实验室效率与效益 

报告人： 诺枢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华竑毅 

15:10-15:30  报告题目：SGS在材料检测领域技术和服务升级新探索 

报告人： SGS工业部实验室副总监 王晓明  

15:30-15:50  报告题目：样品前处理自动化助力提升实验室效率和数据质量 

报告人：睿科仪器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杨利鹏 

15:50-16:10  报告题目：乳品检测与质量提升 

报告人：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部长 张玉兰 

16:10-16:30  报告题目：检验检测机构助力消费品品质升级实践及探索 

报告人：必维国际检测集团 南京实验室总经理 祁雪峰 

16:30-16:50  报告题目：推动绿色建材、促进高质量发展 

报告人：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江金 

16:50-17:10  报告题目：从行业及互联网数据看第三方检测发展 

报告人：我要测网市场总监 张小师 

分会场七：食品安全检测新技术发展论坛（二层百合厅会议室） 

主持人：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近红外分会理事长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 袁洪福  

13:30-13:50  报告题目：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农产品检测检疫中的应用综述 

报告人：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院动植物检疫研究所所长 朱水芳 

13:50-14:10  报告题目：粮油质量安全检测和质控技术研究    

报告人：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王松雪 

14:10-14:30  报告题目：凝胶渗透色谱法在农残检测净化中的应用    

报告人：月旭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技术服务部总监 陈再洁  

14:30-14:50  报告题目：2017年新颁布农兽残限量标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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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朱坚 

14:50-15:10  报告题目：食品中真菌毒素的检测与质控    

报告人：北京坛墨质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方燕飞 

15:10-15:30  报告题目：食品接触材料高风险项目剖析及新国标实施解读    

报告人： 常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市场总监 李威 

15:30-15:50  报告题目：牛奶检测技术应用新进展 

报告人：福斯中国应用技术部经理 罗海峰 

分会场八：新材料检测技术及检测仪器发展论坛（二层聚德堂会议室） 

主持人：北京材料分析测试服务联盟秘书长 关璐 

13:30-13:40  报告题目：第三届国产好仪器调研情况汇报 

报告人： 仪器信息网  傅晔 

13:40-13:50  "第三届国产好仪器"入选颁奖仪式 

 颁奖嘉宾：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高级顾问  闫增序等 

13:50-14:10  报告题目：电池相关检测技术的发展及对检测仪器的要求 

报告人：广州邦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苗春茂  

14:10-14:30  报告题目：LCD/LED 液晶面板行业材料性能检测探讨 

报告人：珀金埃尔默仪器有限公司材料表征技术支持 方伟宇  

14:30-14:50  报告题目：工业 CT在电池检测领域的应用 

报告人：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杨国芳  

14:50-15:10  报告题目：材料未知成分分析检测技术及最新进展 

报告人：上海微谱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吴杰 

15:10-15:30  报告题目：颗粒表征技术在能源颗粒材料中的应用与进展 

报告人： 丹东百特仪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青云 

15:30-15:50  报告题目：浅谈液质在新材料检测分析上的技术分享与应用解决方案 

报告人：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资深应用解决方案专家 王少珍  

15:50-16:10  报告题目：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研究进展及相关检测技术 

报告人：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纳米加工技术实验室副主任  褚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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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6:30  报告题目：电子显微学表征技术在电池领域的应用及最新进展 

报告人：日立高新技术公司电镜产品经理 张希文 

16:30-16:50  报告题目：半导体产业现状及相关检测技术进展 

报告人：国家半导体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 黄杰 

分会场九：科学仪器互联网+论坛（二层聚仁堂会议室） 

主持人：北京信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鑫 

13:30-13:50  报告题目：仪器渠道经营之道 

报告人：东南科仪总经理 唐璘  

13:50-14:10  报告题目：仪器 B2B 平台营销实践及探索 

报告人：北京信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鑫 

14:10-14:30  报告题目：CRM助力仪器仪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报告人：销售易 CRM高级顾问 王强    

14:30-14:50  报告题目：安谱实验电商平台运营实践及探索 

报告人：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商平台部经理 屈文军  

14:50-15:10  报告题目：内容营销爆破器：破解碎片化时代营销困局 

报告人： 仪器信息网培训部经理  安艳威  

15:10-15:30  报告题目：沉浸式教育技术在科学实验仪器设备教育行业中的运用趋势 

报告人：中检邦迪（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副总经理   周正火 

分会场十：科学仪器及检验检测投融资论坛（二层舣舟阁会议室） 

主持人：仪器信息网、我要测网 CEO 唐海霞 

13:30-13:50  报告题目：科学仪器企业如何更好的吸引投资人 

报告人：AC 加速器创始人 徐勇  

13:50-14:10  报告题目：仪器企业的战略规划与管理 

报告人: 浙江海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钟文明  

14:10-14:30  报告题目：资商思维，助力中国 TIC 行业变革和国际化进程 

报告人: SGS 中国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监 朱海俊  

14:30-14:50  报告题目：从并购看检测机构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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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深圳华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吴玥鋆 

14:50-15:10  报告题目：行业基金助力仪器仪表企业出海 

报告人: 国仪投资 CEO 刘千昱 

15:10-17:00  仪器及检测企业路演 

现场互动交流 

 

2018年 4月 16 日（周一）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00）   

分两批参观中国常州检测认证产业园 

（每批限额 40人，如需参加，请提前扫描二维码填写报名表报名） 

 

参观地点：中国·常州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常州市龙锦路 510 号） 

 

常州检测认证产业园参观： 

1. 常州进出口工业及消费品安全检测中心 

2.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常州）有限公司（SGS） 

3. 常州市波肯纺织检测有限公司 

4月 16日上午（9:30-11:30）第一批参观：9:20在酒店正门（详见指引）集合，主办方将安排大巴接参

会活动嘉宾前往参观地点 

4月 16日下午（14:00-16:00）第二批参观：13:50 在酒店正门（详见指引）集合，主办方将安排大巴接

参会活动嘉宾前往参观地点 

如果确定参加，请于 4月 15日 17:00前扫描二维码报名。参观日程如有调整，将另行通知。 

咨询热线：魏先生  13552834693 

 

如需参加，提前扫码报名 

（截止 4月 15 日 17:00） 

 



 2018 第十二届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             2018.04.15-16   中国常州 

20 
 

仪器信息网网络讲堂 2018 年度网络研讨会列表 

开始时间 会议主题 

4 月 18 日 第二届“食品及农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分析”专题网络研讨会（iSFS2018） 

5 月 8 日 “药用辅料质量控制及检测技术”主题网络研讨会 

5 月 9 日 “乳制品及婴幼儿食品玩具检测”主题网络研讨会 

5 月 15-16 日 第二届“PCR前沿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专题网络研讨会 

5 月 17-18 日 “日用消费品分析检测技术”专题网络研讨会 

5 月 22-23 日 第三届“土壤检测与分析技术”专题网络研讨会 

5 月 24 日 “食品接触材料检测法规及技术”主题网络研讨会 

5 月 29-31 日 第七届 光谱网络会议（iCS2018） 

6 月 5 日 “生物等效性评价中的生物检测”分析主题网络研讨会 

6 月 6 日 “动物饲料安全检测”主题网络研讨会 

6 月 12 日 “半导体材料制备、表征及应用进展”主题网络研讨会 

6 月 14 日 “基因测序与基因编辑技术”主题网络研讨会 

6 月 20-21 日 第四届“样品前处理技术进展”专题网络研讨会 

6 月 22 日 “汽车环境相关检测技术”主题网络研讨会 

6 月 27-29 日 第四届 电镜网络会议（iCEM 2018） 

7 月 5 日 “失效分析在多领域的应用技术进展”主题网络研讨会 

7 月 11-12 日 首届“储能材料分析及表征技术”专题网络研讨会 

7 月 18 日 “药典与药品质量控制”主题网络研讨会 

7 月 26 日 “现代地质分析测试技术及应用”主题网络研讨会 

8 月 1 日 “食用油品质与安全检测技术”主题网络研讨会 

8 月 8 日 “中药质量控制”主题网络研讨会 

8 月 9-10 日 首届“体外诊断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主题网络研讨会 

8 月 15-17 日 “碳材料制备、表征及应用进展”专题网络研讨会 

8 月 21-22 日 第二届“水质检测与分析技术”专题网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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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 “动物源食品安全标准及检测技术解析”主题网络研讨会 

8 月 30 日 “化学药物杂质研究及检测技术”主题网络研讨会 

9 月 4-5 日 第二届“食品及农产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进展”专题网络研讨会 

9 月 11-14 日 第三届 色谱网络会议（iCC2018） 

9 月 18 日 “药品与药包材相容性研究”主题网络研讨会 

9 月 19-20 日 第二届“保健品及特殊膳食检测技术”专题网络研讨会 

9 月 26 日 “先进功能材料制备、表征及应用进展”主题网络研讨会 

10 月 10 日 “食品中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食品添加剂检测”主题网络研讨会 

10 月 11 日 “生物技术药物评价及检测技术”主题网络研讨会 

10 月 17 日 “二噁英检测（食品、环境、饲料）”主题网络研讨会 

10 月 18 日  “环境毒理学相关研究技术进展”主题网络研讨会 

10 月 24-25 日 首届“药物分析检测技术”专题网络研讨会 

10 月 31 日 “食品领域新国标解读”主题网络研讨会 

11 月 1-2 日 首届“纳米材料分析与表征技术”专题网络研讨会 

11 月 6 日 “药物晶型控制分析”主题网络研讨会 

11 月 7-8 日 第二届“实验室质量管理创新技术”专题网络研讨会 

11 月 15 日 “生物细胞成像前沿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主题网络研讨会 

11 月 20-21 日 第二届核磁网络会议（iCMR 2018） 

12 月 4-7 日 第九届质谱网络会议（iCMS 2018） 

12 月 10 日 “生物发酵技术现状及进展”主题网络研讨会 

12 月 11-12 日 首届“进出口食品安全关键技术”专题网络研讨会 

12 月 13 日 “文物艺术品鉴定及分析”主题网络研讨会 

12 月 18 日 “生物制药分离纯化技术”主题网络研讨会 

12 月 19-20 日 第二届“食品中营养成分与品质评价”专题网络研讨会（iS-ENQAF2018） 

12 月 26 日 “持久性（POPS）有机污染物分析技术”主题网络研讨会  

12 月 27 日 “汽车新材料制备、表征及应用进展”主题网络研讨会 

 

扫码查看更多最新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