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第八届全国发酵工程学术研讨会 
 

会议通知（第一轮） 
 

主办单位：江南大学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各位代表： 

由江南大学和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主办的“2016 年第七届全国发酵工程学术研讨

会”取得圆满成功，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参会代表共计 312 名，会议对促进我国

发酵工程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和产业化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推进发酵工程领域的学术交流，经讨论决定，由江南大学和中国生物发酵

产业协会主办的“2018 年第八届全国发酵工程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2 日在江苏省无锡市江南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新一代发酵工程与轻工生物技术”。 

本次会议将邀请行业领导、知名专家和学者出席并作大会报告，同时举行发酵工程

领域技术成果、产品以及仪器展示等相关业务推介活动，欢迎相关企业参展和赞助。热

诚欢迎各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事业单位的科研、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及学生踊跃

投稿，积极参会，扩大学术交流与学科影响。 

 

一、会议组织机构 

1、学术委员会： 

主任： 

陈坚（江南大学 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石维忱（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 理事长） 

副主任： 

郑裕国（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岩（江南大学 教授、副校长） 

堵国成（江南大学 教授、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 

许正宏（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教授 院长） 

委员：（按姓氏字母排序） 

陈国强（清华大学 教授） 



 

陈守文（湖北大学 教授） 

陈 宁（天津科技大学 教授） 

方柏山（厦门大学 教授） 

黄 和（南京工业大学 教授、院长） 

江正强（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副院长） 

姜 岷（南京工业大学 教授、院长） 

李 寅（中科院北京微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李 春（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李宪臻（大连工业大学 教授、院长） 

李越中（山东大学 教授、系主任） 

林 影（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副院长） 

路福平（天津科技大学 教授、副校长） 

刘天罡（武汉大学 教授） 

祁庆生（山东大学 教授） 

覃重军（中科院植生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 

孙际宾（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副所长） 

孙 明（华中农业大学 教授） 

沈锡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授） 

汤亚杰（湖北工业大学 教授、处长） 

元英进（天津大学 教授、副校长） 

王瑞明 (齐鲁工业大学 教授、处长) 

王敏（天津科技大学 教授、院长） 

吴晓磊（北京大学 教授） 

魏东芝（华东理工大学 教授） 

徐 健（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研究员） 

邢建民（中科院北京过程所 研究员） 

邢新会（清华大学 教授） 

杨 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 

杨 弋（华东理工大学 教授） 

袁其朋（北京化工大学 教授、院长） 

http://sourcedb.cas.cn/sourcedb_qibebt_cas/zw/zjrc/200906/t20090605_4949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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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生（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江苏省微生物学会秘书长） 

于洪巍（浙江大学 教授） 

余龙江（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院长） 

钟建江（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庄英萍（华东理工大学 教授） 

赵宗保（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研究员） 

 

2、组织委员会： 

主任： 

陈  坚（江南大学 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石维忱（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理事长） 

 

委员： 

许正宏（江南大学 教授、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饶志明（江南大学 教授、生物工程学院副院长） 

尹  健（江南大学 教授、生物工程学院副院长） 

刘  龙（江南大学 教授、生物工程学院副院长） 

王金晶（江南大学 副教授、生物工程学院院长助理） 

 

二、学术会议活动内容 

1. 会议主题： 

（1） 生物信息学与微生物资源 

（2） 酶技术与生物催化转化工程 

（3） 合成生物学与系统代谢工程 

（4） 食品生物技术与制造 

（5） 糖生物技术与制造 

（6） 生物过程工程与智能装备 

2. 特邀报告和大会专题报告 

3. 分会场学术交流 

采用分组学术报告和交流的形式，会议回执和论文摘要请在 2018 年 9 月 20 日前递

生物过程工程原理与发酵装备智能化 

（与控制交叉） 

轻工过程智能控制与信息处理 

（控制为主） 

轻工绿色制造与智能控制中心 



 

交给会务组，摘要格式请见附件二。 

 

三、学术会议时间与日程安排 

时间  

日期 
8:00～12:00 14:00～18:00 18:00～22:00 

10 月 10 日 报到注册 报到注册 报到注册 

10 月 11 日 
开幕式 

大会报告 
分会报告 晚宴 

10 月 12 日 大会报告 分会报告 离会 

 

四、会议回执和论文摘要递交 

为方便会议组织，请各位与会代表，务必将“会议回执”和会议论文摘要通过电子邮

件或信件寄给会议联系人，会议回执填写参见附件一部分。论文摘要格式参见附件二。 

 

五、重要日期 

1、会议回执和论文摘要递交截止日期：2018 年 9 月 20 日 

2、会议注册和报到日期：2018 年 10 月 10 日 

E-mail：biocongress@jiangnan.edu.cn  

 

六、会议费用及付款方式 

1. 会议注册费： 

会议代表，1500 元，学生 800 元（凭学生证）。 

注册费含资料费、正餐费，不含住宿费。 

 

2. 付款方式：（二选一） 

（1）报到前可以将款项直接汇入江南大学账户。银行帐号：1103030709100000136，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无锡江南大学支行。（请注明：2018 年第八届全国发酵工程学术研

讨会，参会者单位及姓名）。 

（2）报到时可以现场 POS 机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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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议及住宿地点  

1. 会议报到和主会场：无锡君来世尊酒店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太湖新城和风路 111 号 

电话：(0510)85285888, (0510)85285816 

房价：450 元/天（标准间或单间，含早餐） 

2. 到达方式： 

（1） 无锡硕放机场 

公交车路线： 无锡机场 1 号线---高浪路（机场路）---公交车 128 路--市民中心东

站---公交车 130 路---文化广场站---向西步行 280 米 

出租车路线： 根据出站口指示牌至出租车乘坐点，约 31 元左右 

（2） 无锡东站 

地 铁 路 线 ： 地铁 2 号线---三阳广场站---地铁 1 号线---市民中心站---4 口出向南

步行 400 米到观山路（立德道）站---公交车 130 路---文化广场站-

--向西步行 280 米 

出租车路线： 根据出站口指示牌至出租车乘坐点，约 57 元左右 

（3）无锡中央汽车站、无锡火车站 

地 铁 路 线 ： 地铁一号线到金匮公园站下车 3 口出 

公交车路线： 公交车 23 路（公交 a 岛）---丰登桥站下---东北方向步行 1 公里 

出租车路线： 根据出站口指示牌至出租车乘坐点，约 33 元左右 

 

八、会    展： 

热忱欢迎企事业单位参加会展，发布信息，扩大影响，会议将提供所需条件。请有

意者与会务组联系，也可来电、来函或通过 E-mail 咨询会议信息。 

联系人：孔宇 电  话：0510-85918516；E-mail：biotech@jiangnan.edu.cn 

徐静 电  话：0510-85197012；E-mail：xjecho@jiangn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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