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全国样品制备学术报告会 

第二轮通知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样品制备学术委员会定于

2019 年 8 月 31- 9 月 1 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第四届全国样品制

备学术报告会。本届学术会议旨在促进样品制备技术及相关仪器

装置的学术交流与发展。 

会议将邀请在样品制备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的海内外科学家做

精彩大会报告。与会人员将交流、展示样品制备新材料、新原理、

新技术、新装置，共同推动样品制备技术的发展和仪器装置的进

步。欢迎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同仁与研究生

踊跃参加。 

     一、会议主题和内容 

本届学术会议以样品制备为主题，开展深入的学术交流研讨，

设置以下研讨方向： 

—— 样品前处理新材料 

—— 样品制备新原理、新方法 

—— 现场样品制备技术 

—— 在线分析样品制备技术 

—— 样品制备与分离检测技术的在线联用 

—— 样品制备仪器装置 

二、会议时间地点 

（一）会议时间 

2019 年 8 月 31–9 月 1 日，8 月 30 日全天报到。 

（二）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青岛银沙滩温德姆至尊酒店（山东

省青岛市黄岛区银沙滩路 178 号） 

（三）参会规模：预计约 300 人，包括样品前处理相关的高



校或科研院所研发工作者、关心样品制备技术及相关仪器装置的

政府部门和科技服务机构以及分会的理事、会员，相关仪器展商

等。 

 

三、会议有关事项 

1.本次会议采用中文口头报告（附中文或英文摘要）交流的

形式，欢迎积极参会交流。 

2.请与会人员将参会回执发电子邮件至会务组邮箱

（sample@dicp.ac.cn）。 

3.口头报告需提交一份内容摘要（中英文不限），排版

格式见电子版附件。请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前将电子版摘

要发送至会务组邮箱（sample@dicp.ac.cn）。 

4.会议注册费：1200 元/人。与会人员往返交通及住宿费

用自理。 

四、厂商赞助及产品陈列 

欢迎国内外分析仪器公司、厂商赞助会议并参会介绍、展示

产品。产品展示包括“新产品推介会”、“会议摘要集插页介绍”、

“展台展示”、“分发资料”、“会议报告”五种类型。赞助厂商可选择

一种或多种方式展示、介绍产品。请拟赞助的国内外厂商早日与

组委会联系（联系人：田老师，13942849028）。 

五、联系方式 

主办方：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样品制备学术委员会 

承办方：大连非常视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协办方：青岛理工大学 

组委会电话/传真：0411-84379590；0411-84379570 

会务联系人： 

田老师，13942849028；段老师，15942896625； 

马老师，13793286403；谭老师，13645328750 

组委会邮箱：sample@dicp.ac.cn 



  附件：样品制备学术委员会专家名单 

参会回执 

会议地址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 

                               2019 年 6 月 10 日 



样品制备学术委员会专家名单 

（以姓氏拼音为序） 

顾问委员会：陈洪渊  南京大学 

江桂斌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金钦汉  浙江大学 

姚守拙  湖南大学 

张玉奎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主任  委员：关亚风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副主任委员：陈令新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冯钰琦  武汉大学化学系 

林金明  清华大学大学化学系 

刘虎威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 

李攻科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 

欧阳钢锋中山大学化学学院 

严秀平  南开大学 

张经华  北京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朱  岩  浙江大学理学院 

秘  书  长：丁明玉  清华大学化学系 

副  秘书长：周建光  浙江大学 

委      员：  

陈  波  湖南师范大学化学院 

陈令新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陈  卓  湖南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陈宗保  上饶师范学院 

储晓刚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丁明玉  清华大学化学系 

冯钰琦  武汉大学化学系 

高志贤  全军卫生监督监测中心 

观文娜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关亚风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高  苹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何洪巨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 

胡  斌  武汉大学化学系 

姜雄平  总后药检所 

李东浩  延边大学 

李攻科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 

李曙光  北京工业技师学院 

李学哲  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李重九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 

李国英 LUMEX 

练鸿振  南京大学 

刘斌华  瑞士万通中国有限公司 

刘丽萍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海涛  北京海光仪器有限公司 

刘  鑫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刘  震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刘笔锋  华中科技大学化工系 

刘虎威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 

栾绍荣  华东理工大学 

林金明  清华大学化学系 

陆克平  中国石化安庆分公司检验中心 

马继平  青岛理工大学 

马忠强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有限公司 

倪晨杰  上海屹尧仪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欧阳钢锋 中山大学 

钱小红  军事医学科学院 

邵  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史俊稳  上海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沈伟健  南京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吐尔洪•买买提  新疆大学 

王德文  军事医学科学院 



王红梅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王  辉 清华大学化学系 

王  鹏  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 

王晓春 鞍山师范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王  志   河北农业大学理学院 

王宗花 青岛大学化学化工与环境学院 

汪正范   中国分析测试协会 

汪洪武 肇庆学院食品与制药工程学院 

武彦文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夏之宁 重庆大学 

许俊玉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严秀平   南开大学 

杨学东 天津大学药学院 

杨成对 清华大学分析中心 

闫宏远 河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赵海香 河北北方学院里学院化学系 

赵  萍 北京宝德仪器有限公司 

张金生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张经华   北京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张庆合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张庆华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张新荣   清华大学分析中心 

张卓勇   首都师范大学 

赵美萍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 

翟家骥 北京北排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水质检测中心 

赵汝松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赵学伟   上海磐合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周建光   浙江大学分析仪器研究中心 

朱  岩   浙江大学理学院 

 

 

 



 

企业委员单位（拟）： 

1． 北京瑞利分析仪器公司 

2． 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3． 北京雪迪龙科技公司 

4． 北京科创海光仪器有限公司 

5． 北京吉天仪器有限公司 

6． 北京普立泰科仪器有限公司 

7． 北京华夏科创仪器技术有限公司 

8． 北京迪马科技有限公司 

9． 河北先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吉大小天鹅科技有限公司 

11．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2． 上海磐合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3． 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公司 

14． 上海新仪微波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15． 上海屹尧仪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6．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17．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8． 重庆川仪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19． 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 

20． 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 

21． 岛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2． 睿科仪器（厦门）有限公司 

23．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4． Waters公司 

25． Sigma-Aldrich公司 

26． 瑞士万通中国有限公司 

挂靠单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支持媒体：分析测试百科网 www.antpedia.com 

          仪器信息网 www.instrument.com.cn 

http://www.antpedia.com/


 

 

参会回执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电   话  手   机  

电子信箱  

预计到达时间  预计返程时间  

是否口头报告 是              否  

备  注  

 

请以传真或电子邮件反馈至会务组。 

会务组电话：0411-84379590，84379570 

电子邮箱：sample@dicp.ac.cn 

 

 

本次会议的收款账户为： 

 

户名： 大连非常视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上海浦发银行大连分行 

账号： 75010154800002585 

 

 

 

 

mailto:sample@dicp.ac.cn


房间价格 

 

房间类型 会议价格( 人民币) 

豪华湾景大床房   RMB450 净价/间夜含单早 

豪华海景大床房   RMB490 净价/间夜含单早 

豪华湾景双床房 RMB650 净价/间夜含双早 

*由于会议期间正处青岛市旅游旺季，请参会人员提前联系组委会预定房间。 

 

会议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青岛银沙滩温德姆至尊酒店（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银沙滩路 17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