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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4 届中国质谱学会学术年会暨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日程表 

日 期 时 间 会议安排 地  点 

9 月 9 日 

8:00~22:00 注册报到 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 

16:30~18:00 理事会全体会议 唐府 A 

18:30~20:00 晚  餐 锦厨西餐厅 

9 月 10 日 

8:30~9:30 开幕式及换届选举 华宫厅 

9:30~10:00 全体合影 酒店大门口 

10:00~12:00 大会报告 华宫厅 

12:00~12:40 午 餐 锦厨西餐厅 

12:40~13:40 赛默飞世尔科技新技术交流会 
华宫厅 

14:00~17:50 大会报告 

18:00~20:00 晚 餐 锦厨西餐厅 

20:00-22:00 新一届理事会全体会议 一楼和日餐厅 

9 月 11 日 

8:30~12:00 分会报告（生物大分子分析） 云海厅 A 

8:30~12:00 分会报告（质谱检测新方法） 云海厅 B 

8:30~12:00 分会报告（仪器研发及新技术） 悠径厅 

8:30~12:00 分会报告（组学研究） 绣河厅 

12:00~12:40 午 餐 锦厨西餐厅 

12:40~13:40 安捷伦新技术交流会 云海厅 A 

12:40~13:40 岛津新技术交流会 云海厅 B 

12:40~13:10 SCIEX 新技术交流会 
悠径厅 

13:20~13:50 布鲁克新技术交流会 

12:50~13:40 沃特世新技术交流会 绣河厅 

14:00~18:00 分会报告（药物分析） 云海厅 A 

14:00~18:00 分会报告（无机及同位素质谱） 云海厅 B 

14:00~15:35 分会报告（样品前处理） 悠径厅 

14:00~15:55 分会报告（生物医学） 绣河厅 

15:50~18:00 青年论坛 1 悠径厅 

16:10~18:10 青年论坛 2 绣河厅 

18:00~20:00 晚 餐 锦厨西餐厅 

20:00~22:00 优秀墙报评选 公共休息区 

9 月 12 日 
8:30~12:00 大会报告及闭幕式 华宫厅 

12:00~13:30 午 餐 锦厨西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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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0 日 上午                                        地点：华宫厅 

开幕式及会员代表大会                                  主持人：再帕尔·阿不力孜 

8:30~9:00 

1. 致开幕词：李金英 理事长 

2. 致欢迎词：青海盐湖所领导 

3. 领导讲话：物理学会领导、省市领导 

9:00~9:30 

1. 学会工作报告：李金英理事长   

2. 换届说明：张新荣副理事长 

3. 候选理事情况介绍 

4. 换届选举 

9:30~10:00 
                    全体合影（酒店大门口） 

                    茶 歇（华宫厅门口） 

大会报告                                              主持人：刘淑莹  张新荣 

10:00~10:30 
从质谱学的发展看质谱分析面临的

挑战 
陈洪渊 院士 南京大学 

10:30~11:00 待 定 王海舟 院士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 

11:00~11:30 质谱技术在人参分析中的引领作用 刘淑莹 研究员 长春中医药大学 

11:30~12:00 分析化学发展状况与创新研究 庄乾坤 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 

12:00~12:40 午 餐 （锦厨西餐厅） 

12:40~13:40 赛默飞世尔科技新技术交流会 （华宫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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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0 日 下午                                           地点：华宫厅 

大会报告                                              主持人：刘虎威  刘志强 

14:00~14:20 质谱技术与精准医学 
再帕尔·阿不力孜 

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 

14:20~14:40 
高分辨、高精度 TOF-SIMS 自主

研发 
刘敦一 研究员 中国地科院地质所 

14:40~15:00 

Discriminating of Various 

Vegetable Oils and Adulterated 

Oils Using Non-Targeted 

HS-SPME-GC-MS And 

LLE-LC-HRMS/MS Approach 

李茂荣 教授 国立中兴大学 

15:00~15:20 
绿色环保无机质谱 ICPMS 智能

化应对超痕量元素分析 
李书友 经理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

有限公司 

15:20~15:40 
液滴制备及其微流控芯片质谱联

用装置的构建 
林金明 教授 清华大学 

15:40~16:00 从质量分析器到精确离子操控 方向 研究员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16:00~16:10 茶  歇 

大会报告                                              主持人：廖宝琦  林金明 

16:10~16:30 
敞开式离子化质谱与表面等离子

共振联用分析 
刘虎威 教授 北京大学 

16:30~16:50 碳纤维离子化技术开发及应用 郭寅龙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有机所 

16:50~17:10 
质谱学新方法--- 突破生命科学研

究瓶颈的支柱 
薄 涛 经理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

限公司 

17:10~17:30 

Nanomaterials as New Matrices 

for MALDI-TOFMS Analysis of 

Organic Pollutants 

蔡宗苇 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 

17:30~17:50 生物脂质组学及生物医学应用 欧阳证 教授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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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1 日 上午                                    地  点：  云海厅 A 

分会议题: 质谱在生物大分子分析中的应用                  主持人： 纪建国  叶明亮 

8:30~8:50 
神经干细胞定向分化的磷酸化蛋白

质组学初步研究 
纪建国 教授 北京大学 

8:50~9:10 
低丰度蛋白质翻译后修饰分析新技

术新方法研究 
叶明亮 研究员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9:10~9:30 线粒体过氧化还原酶 3 的功能分析 邓海腾 教授 清华大学 

9:30~9:45 

SCIEX 在精准医学时代的全新解

决方案—Industrialized Omics & 

OneOmics 

余剑岚 博士 SCIEX 

9:45~10:00 
长非编码 RNA 与蛋白质相互作用

的质谱分析 
陈瑞冰 副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 

10:00~10:15 休 息 

分会议题: 质谱在生物大分子分析中的应用                  主持人：王秋泉  汪海林 

10:15~10:35 蛋白质酪氨酸磷酸化的选择性定量 王秋泉 教授 厦门大学 

10:35~10:55 
高灵敏 DNA 修饰分析与表观遗传

机制研究 
汪海林 研究员 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 

10:55~11:15 
用电喷雾质谱研究核酸链的组装和

空间结构特征 
国新华 教授 吉林大学 

11:15~11:30 
质谱法研究 G-四链体的识别分子

及其结合位点 
周 江 副教授 北京大学 

11:30~11:45 
基于多级质谱技术高通量鉴定糖链

分支结构 
李岩 研究员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11:45~12:00 
基于质谱的代谢流分析及其在肿瘤

代谢中的应用研究 
林树海 副研 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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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1 日 上午                                          地  点：云海厅 B 

分会议题: 质谱检测新方法的研究                           主持人：潘远江  欧阳津 

8:30~8:50 化学辅助 LC-MS 超痕量分析法 陈 义 研究员 中科院化学所 

8:50~9:10 银离子化有机分子的气相反应研究 潘远江 教授 浙江大学 

9:10~9:30 中性寡糖异构体识别的质谱研究 杨洪梅 副研 长春中医药大学 

9:30~9:45 
捕集离子淌度高分辨质谱：原理及

应用 
王克非 总经理 

布鲁克(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9:45~10:00 

Endohedral Metallofullerene Ions 

Generated by Laser Ablation of 

Graphene 

孔祥蕾 副教授 南开大学 

10:00~10:15 休  息 

分会议题: 质谱检测新方法的研究                           主持人：谢剑伟  史 权  

10:15~10:35 
效应标志物质谱定量技术揭示的硫

芥毒代及毒理作用新特点 
谢剑伟 研究员 军事医学科学院 

10:35~10:55 石油样品质谱分析电离方法 史 权 教授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0:55~11:15 质谱技术在聚丙烯质控中的应用 张 颖 教授 北京化工研究院 

11:15~11:30 原位质谱：对标准的敬畏与冲击 刘春胜 博士 
华质泰科生物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11:30~11:45 
基于原位采样离子化小型便携式质

谱的产品快速检测技术 
马  强 副研 中国检科院 

11:45~12:00 
β-受体激动剂分子印迹及质谱分析

技术研究 
王培龙 副研 中国农科院质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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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1 日 上午                                          地  点：悠径厅 

分会议题:  仪器研发及新技术                             主持人：陈焕文  段忆翔  

8:30~8:50 微波等离子体质谱分析特性研究 陈焕文 教授 东华理工大学 

8:50~9:10 
微型辉光放电等离子体常压离子源

对硝基爆炸物的检测 
段忆翔 教授 四川大学 

9:10~9:30 激光共振电离质谱研制进展 李志明 研究员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9:30~9:45 
如何有效提高液质联用中离子化效

率和稳定性 
蔡成元 专员 

珀金埃尔默企业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9:45~10:05 
化学计量学辅助色谱质谱联用技术

开展精准定量分析 
吴海龙 教授 湖南大学 

10:05~10:15 休息 

分会议题:  仪器研发及新技术                            主持人：汪福意  黄光明  

10:15~10:35 
二次离子质谱成像研究金属抗肿瘤

药物的细胞摄入和亚细胞分布 
汪福意 研究员 中科院化学所 

10:35~10:55 
蛋白质与金属离子相互作用的原位

检测 
黄光明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55~11:15 基于常压质谱的催化反应研究 那 娜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11:15~11:30 
傅里叶变换离子阱内部离子碰撞截

面积分析新方法研究 
徐 伟 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 

11:30~11:45 
离子淌度质谱方法研究 ALS 疾病

相关的蛋白折叠及聚集 
宋凤瑞 研究员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11:45~12:00 
基于质谱的黄芩苷靶标蛋白的捕捉

和鉴定 
罗 群 副研  中科院化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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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1 日 上午                                         地  点：绣河厅 

分会议题:  质谱在组学研究中的应用                       主持人：高友鹤  许国旺 

8:30~8:50 
从生物标志物研发和应用的角度谈

质谱未来的发展 
高友鹤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8:50~9:10 
色谱-质谱如何进行大规模代谢组

学研究 
许国旺 研究员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9:10~9:30 细菌感染的蛋白质组学研究 刘小云 教授 北京大学 

9:30~9:45 
沃特世代谢组学新锐工具—助力健

康科学研究 
白 旭 经理 

沃特世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9:45~10:05 
中性丢失及内部离子在蛋白鉴定中

的作用 
田志新 教授 同济大学 

10:05~10:15 休息 

分会议题: 质谱在组学研究中的应用                       主持人： 陆豪杰  杨福全 

10:15~10:35 
蛋白质组学技术在肿瘤耐药性研究

中的应用 
杨福全 研究员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10:35~10:55 
蛋白质标志物高通量高精准筛选和

验证新方法 
陆豪杰 教授 复旦大学 

10:55~11:15 
代谢组学技术高通量筛选代谢物与

蛋白质的相互作用研究 
朱正江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有机所 

11:15~11:30 
传统中药降脂活性的组学分析和

机制研究 
王 初 研究员 北京大学 

11:30~11:45 神经肽的质谱表征 张晓哲 研究员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11:45~12:00 
基于代谢组学的环境污染暴露生物

标志物研究 
张瑞萍 研究员 中国医科院药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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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1 日 下午                                        地  点：云海厅 A 

分会议题: 质谱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主持人：顾景凯  陈子林 

14:00~14:20 
基于 “基本药效单元”理论阐释中药

化学物质组的质谱分析方法学研究 
刘志强 研究员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14:20~14:40 
基于 SWATH 技术的 PEG 化药物质

谱分析方法研究 
顾景凯 教授 吉林大学 

14:40~15:00 
吃药时,你知道你在吃什么吗?—中

成药的质谱分析 
王 融 教授 

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

院 

15:00~15:20 基于质谱技术的药物分析新方法 陈子林 教授 武汉大学 

15:20~15:35 
小身材，大作用---日立新型质谱检测

器在食品、药品分析中的应用 
牟晓丽 经理 日立高新技术公司 

15:35~15:55 
天然药物中抗肿瘤活性成分的亲和

超滤质谱筛选 
郭明全 研究员 中科院武汉植物所 

15:55~16:15 休息 

分会议题:  质谱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主持人：张金兰  杨洪梅 

16:15~16:35 
基于多组学研究雷公藤甲素的药效

和毒性作用机制 
张金兰 研究员 中国医科院药物所 

16:35~16:55 
The New Generation of  Drug 

testing in hair 
张耀仁 副教授 中山医学大学 

16:55~17:15 
酒精性肝损伤及治疗药物的质谱分

析研究 
冯 芳 教授 中国药科大学 

17:15~17:30 
质谱增敏分析方法开发及生物与药

物分析应用 
赵先恩 副教授 曲阜师范大学 

17:30-17:45 
实时直接分析质谱在中药质量控制

及体外代谢物质组研究中的应用 
刘 舒 副研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 

17:45-18:00 
质谱分子成像数据处理方法与应用

研究 
贺玖明 副研 中国医科院药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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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1 日 下午                                         地  点：云海厅 B 

分会议题: 无机及同位素质谱                               主持人：张玉海 秦伟捷 

14:00~14:20 

Development of highly sensitive 

ions and nanoparticles 

preconcentration methods 

孫毓璋 教授 国立清华大学 

14:20~14:40 
从铀矿勘查到高放废物地质处置

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郭冬发 研究员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

院 

14:40~15:00 

基于镧系金属双功能探针的蛋白

酶活性原位成像和 ICP-MS定量新

方法 

秦伟捷 研究员 军事医学科学院 

15:00~15:15 
ICP-MS 联用技术在元素形态分析

中的应用 
刘丽萍 教授 北京市疾控中心 

15:15~15:30 
化学砝码提高常压质谱分析结果

准确度 
李 明 副研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15:30~15:45 
基于 SPE-稳定同位素标记-鸟枪法

的磷脂分析方法 
魏 芳 副研 农科院油料作物所 

15:45~16:00 休息 

分会议题: 无机及同位素质谱                               主持人：王京宇  蒋少涌 

16:00~16:20 
硫化物的硫同位素和元素含量激光

面分析技术 
蒋少涌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6:20~16:40 基于 ICP-MS 的铅指纹溯源研究 王京宇 教授 北京大学 

16:40~17:0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

和质子转移质谱(PTR-MS)在医学

方面的应用 

汪 曣 教授 天津大学 

17:00~17:15 
同位素稀释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准确

测定水产品中丁香酚 
李晋成 副研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17:15~17:30 同位素质谱在核取证分析中应用 徐 江 副研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17:30~17:45 
热电离质谱仪测量含铀微粒方法研

究 
徐常昆 助研 中国原子能院 

17:45~18:00 
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在无机非金属材料分析应用研究 
汪 正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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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1 日 下午                                         地  点：悠径厅 

分会议题: 样品前处理                                     主持人：栾天罡  刘 震 

14:00~14:20 

用于蛋白质糖基化修饰和磷酸化修饰高

效鉴定的新颖分子印迹固相萃取-质谱联

用技术研究 

刘 震 教授 南京大学 

14:20~14:40 微萃取与质谱联用在环境分析中的应用 栾天罡 教授 中山大学 

14:40~15:00 
新型功能化材料在磷酸化肽和糖肽富集

中的应用 
白 玉 副教授 北京大学 

15:00~15:20 
食品中化学风险物质的软电离质谱裂解

规律研究及在食品风险筛查中的应用 
张 峰 研究员 中国检科院 

15:20~15:35 
蚊香类产品室内模拟测试体系的建立及

暴露风险评估 
马晓东 副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15:35~15:50 休息 

青年论坛 1                                              主持人：丁传凡  张 峰 

15:50~16:00 
UPLC-MS/MS 法定量检测乳及乳

制品中乳铁蛋白 
袁明美 中国医科大学 

16:00~16:10 
定量质谱成像分析方法的构建及

体内药物的定量可视化表征 
宋肖炜 中国医科院药物所 

16:10~16:20 
LC-MS/MS 测定雄黄染毒小鼠脑

中 GLT-1 的含量 
封 聪 中国医科大学 

16:20~16:30 类二十烷酸分析新策略 胡 婷 中国医科院药物所 

16:30~16:40 
基于机器学习的大规模代谢组学

数据的校正和整合 
申小涛 中科院上海有机所 

16:40~16:50 
高分辨质谱技术测定特征激素比

例筛查早期乳腺癌疾病 
苏 蕊 吉林大学 

16:50~17:00 
动物模型与临床样本整合的代谢

组学方法及其食管癌早期诊断 
周 帜 中国医科院药物所 

17:00~17:10 
基于数据非依赖型质谱技术的代

谢物鉴定方法 
尹岩东 中科院上海有机所 

17:10~17:20 
光电离质谱技术实时在线研究木

聚糖催化热解 
李亚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7:20~17:30 
辉光放电质谱在标准物质研制中

的应用 
张见营 中国原子能院 

17:30~17:40 
在线光电离质谱研究茉莉花烘干

过程香气成分的变化 
赵 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7:40~17:50 
基于超高效液相-质谱联用技术的

淋巴瘤代谢组学研究 
姚 珂 郑州大学 

17:50~18:00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Water-insoluble 

Bovine Lung Pulmonary Surfactant 
Proteins by HPLC-ESI-MS/MS 

舒 莲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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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1 日 下午                                          地  点：绣河厅 

分会议题: 质谱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主持人：张养军  李智立 

14:00~14:20 Sialoglycans deciphering and its application 李智立 教授 中国医科院基础所 

14:20~14:40 
液相色谱-质谱用于人肝微粒体中药

物代谢酶含量测定新方法研究 
张养军 研究员 军事医学科学院 

14:40~15:00 
常压游离法在生物医学质谱影像上的

应用 

徐丞志  

助理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 

15:00~15:20 
双酚 F 氯消毒副产物表征及雌激素效

应研究 
邵 兵 研究员 北京市疾控中心 

15:20~15:40 
高通量免疫质谱在临床多肽标记物检

测的应用 
成晓亮 教授 美国密苏里大学 

15:40~15:55 
典型双酚 A 类似物诱导巨噬细胞毒

性的质谱相关组学研究 
赵 超 博士 香港浸会大学 

15:55~16:10 休 息 

青年论坛 2                                               主持人：杭 纬   邵 兵 

16:10~16:20 
不同锥组合提高 MC-ICP-MS 测定

同位素灵敏度的原理研究 
刘 娜 青海大学 

16:20~16:30 
激光共振电离质谱法测定锡的同位

素比值 
沈小攀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16:30~16:40 
微波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精

确测定煤中锂的条件研究 
赵珊珊 河北工程大学 

16:40~16:50 质谱法测铀年龄研究 黄声慧  中国原子能院 

16:50~17:00 
硫酸根三氧同位素的前处理及激光

氟化质谱仪测试及应用 
谢露华 中科院广州地化所 

17:00~17:10 
基于解吸电超声离子源的敞开式质

谱成像技术 
郭 帅  中国医科院基础所 

17:10~17:20 针尖增强质谱仪的研制 梁志森 厦门大学 

17:20-17:30 
仿生减反射微纳结构用于 SALDI 基

底的研究 
李 宁 吉林大学 

17:30-17:40 核取证背景下核材料属性分析比对 姜小燕 中国原子能院 

17:40~17:50 
高阶场对基于数字离子阱离子激发

与解离的研究 
徐福兴 复旦大学 

17:50~18:00 
一种快速分析复杂基质中成分的新

方法：萃取大气压质谱 
刘成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8:00~18:10 
LC-MS/MS 对羊肉中猪肉、鸡肉掺

假的鉴别 
王守云 中国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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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2 日 上午                                        地  点：华宫厅 

大会报告                                               主持人：陈义  李茂荣 

8:30~8:50 强激光质谱与矿物分析 杭 纬 教授 厦门大学 

8:50~9:10 
高阶场对离子阱质量分辨,碰撞解

离和低质量截止的改善 
丁传凡 教授 复旦大学 

9:10~9:30 
静电场轨道阱高分辨质谱在复杂

基质样品分析中的优势 
陈 伟 经理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

国）有限公司 

9:30~9:50 
利用高解析质谱分析寻找塑化剂

暴露指标 
廖宝琦 教授 国立成功大学 

9:50~10:10 休  息                   

大会报告                                             主持人：孙毓璋  肖应凯 

10:10~10:30 

从 ZHT 1301 到 TRITON 

-中科院盐湖所热电离质谱研究及

其应用发展历程 

肖应凯 研究员 中科院青海盐湖所 

10:30~10:50 
生物质谱技术在蛋白质组研究中

的应用 
钱小红 研究员 军事医学科学院 

10:50~11:10 单细胞代谢物质谱分析 张新荣 教授 清华大学 

闭幕式                                                        主持人: 郭冬发 

11:10~12:00 

1. 安捷伦优秀论文颁奖 

2. 岛津优秀墙报颁奖  

3. 李金英研究员宣布选举结果  

4. 新任理事长讲话 

12:00~13:30 午餐 （锦厨西餐厅） 

13:30~以后 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