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届全国分子光谱学学术会议

（第二轮通知）

主 办：中国光学学会 中国化学会

承 办：苏 州 大 学 苏州市化学化工学会

大 会 顾 问： 张存浩 唐有祺 陆婉珍 黄本立

大会名誉主席：孟广政 方 智

大会组委会

主 席：谢孟峡 陈小康 陈义平

轮执主席：姚建林 戴礼兴

委 员：（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卞利萍 蔡 琪 陈建刚 黄安民 何文绚 李 崧 李云济 刘 颖

刘媛 牟 兰 沈理明 魏 琴 王香凤 魏永巨 徐敏敏 谢明勇

邢 志 袁亚仙 郑怀礼 周 群 曾小庆

学术委员会主席：李 灿 田中群

副主席：聂玉昕 顾仁敖 孙世刚 孙素琴 赵 冰 徐怡庄

学术委员：（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毕树平 陈兴国 陈忠明 杜一平 方 炎 葛茂发 胡继明 杭 纬

侯贤灯 晋卫军 姜艳霞 蒋治良 蒋朝阳 刘会洲 李 娜 龙亿涛

闵顺耕 聂书明 任 斌 唐 波 唐亚林 吴国祯 吴海龙 吴玉清

王建平 王海水 徐广通 谢孟峡 徐蔚青 袁洪福 余 静 杨季冬

尤静林 应义斌 尉志武 庄乾坤 邹明强 张建明 张国宝 张汉辉

张韫宏 张新荣 张智军 张建平 张卓勇 祖莉莉

顾 问：（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陈文驹 董庆年 胡皆汉 胡鑫尧 江天籁 梁映秋 荆煦英 聂崇实

沈德言 吴瑾光 吴贵芬 王宗明 席时权 谢晶曦 许振华 辛 勤

朱自莹 张琳娜 赵根锁



一、 会议日程

2014 年 10 月 31 日

全天注册报到

16:00 组织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会议

19:00 原子光谱沙龙

2014 年 11 月 1 日

8:30-12:00 开幕式、大会报告

14:00-18:00 大会报告

2014 年 11 月 2 日

8:30 -12:00 分组邀请报告 口头报告

14:00-18:00 分组邀请报告 口头报告

2014 年 11 月 3 日

8:00-12:00 大会报告 闭幕式

二、学术报告：

为提高会议的学术水平，本次会议将采用邀请报告和口头报告相结合的形

式，初步拟定邀请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具体安排将在

第三轮会议通知中告知：

李 灿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田中群 厦门大学

Shuming Nie Emory University 庄乾坤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Yukihiro Ozaki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王海舟 钢铁研究总院

Chaoyang Jiang 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 蒋兴宇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张新荣 清华大学 杭 纬 厦门大学

龙亿涛 华东理工大学 侯贤灯 四川大学

孙世刚 厦门大学 唐 波 山东师范大学

刘会洲 中科院过程所 闵顺耕 中国农业大学

胡继明 武汉大学 葛茂发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

赵 冰 吉林大学 陈小康 韶关学院



张国宝 河南省分析测试中心 徐蔚青 吉林大学

黄安民 中国林科院 吴玉清 吉林大学

孙素琴 清华大学 陈义平 福州大学

邢 志 清华大学 杨立滨 佳木斯大学

尉志武 清华大学 陆 峰 第二军医大学

徐怡庄 北京大学 王 旭 吉林大学

谢孟峡 北京师范大学 张智军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狄俊伟 苏州大学 曾小庆 苏州大学

姜艳霞 厦门大学 毕树平 南京大学

王海水 华南理工大学 任 斌 厦门大学

尤静林 上海大学 吴德印 厦门大学

吴国桢 清华大学 翁维正 厦门大学

周 群 清华大学 阮伟东 吉林大学

杨季冬 重庆三峡学院 魏永巨 河北师范大学

张卓勇 首都师范大学 王建平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

张韫宏 北京理工大学 殷鹏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建明 青岛科技大学 邹明强 中国检科院

祖莉莉 北京师范大学 杨海峰 上海师范大学

胡家文 湖南大学 袁洪福 北京化工大学

杜一平 华东理工大学 陈瑞平 中科院福建物构所

姚卫蓉 江南大学 姚建林 苏州大学

请邀请报告人配合我们提供如下信息：

1. 在中国光谱网上完善自己的个人信息，在会议注册系统中提交报告题目。

2. 提供个人简历（参照中国光谱网的学者介绍准备），我们将在中国光谱网的学

者介绍栏目登出和进行相关媒体报道（把个人简历通过稿件提交系统提交，名称

用某某人简历）。

3. 若有申请邀请报告的学者，可提供个人简历及报告的 ppt文件，会议学术委员会

将根据情况发出邀请(xiemx@bnu.edu.cn, jlyao@suda.edu.cn）。

mailto:xiemx@bnu.edu.cn
mailto:jlyao@suda.edu.cn


三．墙报展示

墙报展示作为本次会议的一种主要形式，会议将组织专家对墙报评选优秀论

文奖，请拟作墙报展示的作者在会议注册系统提交墙报的题目和新编号。墙报要

求制作规范，内容体现研究工作的创新点。在准备墙报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墙报尺寸：高 110 公分×宽 80 公分。

2. 墙报内容不要包括中英文摘要和参考文献。

3. 墙报内容以图文为主，层次分明，主要体现研究工作的创新性，主要结果和结论。

4. 墙报右上侧写上论文编号。

四．会议注册

1. 会议注册费：

正式代表：1200 元/人；学生代表：1000 元/人；陪同家属 800 元/人

报到现场交注册费，另外加收每人 300 元人民币。

请在 10月 10 日前将会议注册费汇往如下帐号：

收款单位：苏州大学（请注明：分子光谱 2014）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苏大支行

银行帐号：325601000010149002255

或通过邮局寄到：苏州市仁爱路 199 号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徐敏敏

邮编 215123

由于会议期间是苏州旅游旺季，住宿相对紧张，涉及到房间预定、会议安排等因素，

务请各位专家、同学在截止日期前注册，只有在收到注册费后，才进行会议相关安

排，务请体谅与协助。

会议注册系统：

请登陆光谱网（http://www.sinospectroscopy.org.cn）注册您的参会信息，包括

个人信息、报告题目、墙报题目、住房预定、参观等信息、食宿特殊要求等。

申请口头报告的代表，在注册参会信息时把报告题目填写清楚，组委会将尽力安排，

并对口头报告组织专家评选优秀论文奖。



注册办法：

1. 在光谱网，注册（已经注册的用户，请修正和完善您的个人信息）。

2. 点击光谱网参会信息栏目，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

3. 按照提示填写参会信息

4. 点击保存后，您会在您的邮箱内收到您的注册信息，请仔细核对，在 10 月 10

日前您可随时修改您的参会信息。

五．会议地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 99 号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 网址：

http://www.xjlicc.com/

住宿标准：

西交利物浦标准双人间单住 350 元/间/天(A1)；

西交利物浦标准双人间床位 175 元/床/天(A2)；

翰林邻里假日豪华双人间单住 280 元/间/天(B1)；

翰林邻里假日豪华双人间床位 140 元/床/天(B2) ；

翰林邻里假日标准双人间单住 200 元/间/天(B3)；

翰林邻里假日标准双人间床位 100 元/床/天(B4) ；

自行预订(C, 会场对面有七天连锁酒店；尚优客等快捷酒店等，路程均在 200 米内，

会场 2km 范围内有福朋喜来登，金陵观园等星级宾馆供选择)

关于房间的预订，由于部分类型房间数量有限，在优先考虑邀请报告人的住宿安

排的情况下，将按预定时间顺序进行安排。

http://www.xjlicc.com/




六．参观安排：

会后组委会联系旅游公司驻点酒店，安排周庄、太湖半日游，费用自理。

支持媒体：

光谱网：http://www.sinospectroscopy.org.cn/

分析测试百科网：http://www.antpedia.com/

仪器信息网： http://www.instrument.com.cn/

分析化学：http://www.analchem.cn/

大家对会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组委会联系方式：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邮编: 100875

谢孟峡 010-58807981，13910392750 （手机）

邮箱：xiemx@bnu.edu.cn

苏州：

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材化部 邮编 215123

姚建林 0512-65880359（办）；13912612398；jlyao@suda.edu.cn

徐敏敏 0512-65882890（办）；13814802585；xumm@suda.edu.cn

中国光学学会

光谱专业委员会（代章）

中国化学会

苏州大学

苏州市化学化工学会

2014 年 8 月 6日

http://www.sinospectroscopy.org.cn/
http://www.antpedia.com/
http://www.instrument.com.cn/
http://www.analchem.cn/
mailto:xiemx@b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