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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第八届(2022)学术年会 

（第三轮通知） 

时间：2022 年 8 月 26 日-30 日 

地点：云南省大理市风花雪月大酒店 

会议主办单位：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 

会议承办单位：北京理工大学 

会议协办单位：北京工业大学，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河北大学，《Exploration》

期刊，《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期刊 

名誉主席：阎锡蕴、王琛、梁兴杰 

会议主席：高学云  

会议执行主席：黄渊余  

会议网址：https://meeting.bsc.org.cn/2022nbc/ 

一．会议简介 

近年来，纳米生物学及其相关领域在基础理论、技术创新、疫苗与药物研

发等多方面均取得突出成果。随着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和发展，新型疫苗和药物

的开发促进了纳米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进一步加强我国纳米生物学及相

关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自主创新，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

拟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30 日在云南省大理市召开分会 2022 学术年会（中国生

物物理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第八届（2022）学术年会）。本次会议旨在为全球

范围内纳米生物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探讨科学技

术发展的广泛交流平台。本次学术会议邀请在国内外纳米生物、纳米医学、创

新生物医药等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做学术报告，同时也为活跃在本领

域的青年学者、优秀研究生提供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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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设四个主题：（一）纳米递送与生物效应；（二）分子影像与诊

断；（三）前沿生物技术与医学转化；（四）Exploration 与交叉科学。主题内

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方面：纳米生物学、纳米医学、生物纳米材料、纳米生物

分析、分子影像与检测诊断、纳米生物效应、生物技术制药、新型疫苗研究等。 

目前会议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热忱欢迎纳米生物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

老师、同学、出版人、相关企业界代表等踊跃参加本次学术盛会。 

二．会议组织机构 

会议学术委员会 

主席：阎锡蕴、王琛、梁兴杰 

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蔡开勇、常江、陈春英、陈学思、崔宗强、邓玉林、

高学云、顾宁、顾忠伟、侯仰龙、孔德领、刘昌胜、刘刚、刘庄、马光辉、钱

志勇、曲晓刚、任磊、史林启、唐睿康、唐晓英、王博、王常勇、王均、王强

斌、王树、王树涛、吴爱国、吴彪、谢海燕、邢本刚、张加涛、张金超、张欣、

赵宇亮 

会议组织委员会 

主任：高学云、梁兴杰、张金超 

共同主任：孙逊、于海军、吴爱国、崔宗强、师冰洋 

执行主任：黄渊余 

副主任：阮少波、苏冬冬、杨明辉、袁卿 

委员（排名不分先后）：葛昆、翁郁华、张金凤、李方周、卢珊、杜鹏、郭伟

圣、薛雪、郭术涛、范克龙、张云娇、杨显珠、常凌乾、刘惠玉、魏炜、李振

华、王蔚芝 

会议工作组（排名不分先后）：王悦、岳同岩、徐文丽、龙静萍、于婵婵、吴

鹏飞、张萌洁、李春辉、张小敏、胡泊、郭帅、张天、石慧萍 

三. 会议日程 

2022 年 8 月 26 日全天    报到 

2022 年 8 月 27 日上午    开幕式、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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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27 日下午    分会报告 

2022 年 8 月 28 日全天    分会报告 

2022 年 8 月 29 日上午    大会报告、闭幕式 

2022 年 8 月 29 日下午    专题研讨会 

2022 年 8 月 30 日全天    自由讨论、离会 

四．报告类型 

1、大会报告：由学术委员会提名邀请，报告时间为 30 分钟。 

2、特邀报告：由学术委员会提名邀请，报告时间为 20 分钟。 

2、邀请报告：由学术委员会提名邀请，报告时间为 15 分钟。 

3、口头报告：由学术委员会根据提交的摘要遴选青年学者产生，报告时间为

10 分钟。 

4、快闪报告：由学术委员会根据提交的摘要遴选优秀研究生产生，报告时间为

5 分钟。 

5、墙报交流：将设墙报区，提供讨论交流的机会。由参会代表自行制作、打印

墙报并携带到会场，在会议报到后，根据会议安排，在指定位置张贴。会议现

场提供展架，墙报尺寸为 90 cm (宽)×120 cm (高)。同时大会学术委员会将对墙

报进行评比，设立优秀墙报奖。 

五．注册缴费 

会议注册 

请参会代表前往大会官网（https://meeting.bsc.org.cn/2022nbc/）进行会议注

册，并提交摘要，根据摘要内容按照上述已设立的领域方向投稿。 

大会论文摘要要求： 

（1）论文摘要中英文均可，包括论文的题目、作者信息（包括作者姓名、

单位及电子邮箱地址等）、论文的研究/报告内容。 

（2）投稿具体格式要求：见摘要模板（大会官网下载中心） 

（3）稿件经评审后，所有通过的稿件均收录于论文集。投递稿件请通过会

议网站“注册参会”后，根据系统指引完成稿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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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信息 

注册费标准 2022 年 7 月 25 日前 2022 年 7 月 25 日后 

生物物理学会会员教师代表 2000 元 2200 元 

非生物物理学会会员教师代表 2200 元 2400 元 

学生代表 1200 元 1400 元 

注：注册费包括会议费、资料费、会议期间就餐费等，不含住宿费、交通

费等。 

缴纳方式： 

1. 银行汇款：户名：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账号：0200006209014448518；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升路支行 

汇款时请备注 “纳米+参会代表姓名”，缴费后请将汇款凭证、缴费人信息

发送邮件至会议秘书处：longjingping@bsc.org.cn；邮件主题请写明“纳米会-姓

名”，以便核对查询。 

2. 在线支付 

3. 现场刷卡 

六．住宿预定及用餐安排 

1. 推荐酒店: 大理风花雪月大酒店（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丽公路与

玉洱路交叉口） 

房型：大床房 320 元/间·夜（含双早）；双标间 300 元/间·夜（含双早）。 

2. 房间预订 

（1）请参会代表自行联系酒店预定房间，联系人：杨玉青 经理，联系电话：

13619425619；联系时说明参加“纳米会议”，即可享受上述协议价。 

如有特殊情形或疑问，可联系会务组协调（吴鹏飞，13102126152）。 

（2）组委会不提供拼房服务。如需与他人合住，请自行联络、安排。 

3．用餐：组委会将为与会代表统一安排会议期间用餐（会议提供会期用餐的时

间为：8 月 26 日晚餐至 8 月 29 日午餐，不含早餐），早到或晚走的代表自理会

期以外的用餐。与会代表将在注册时领取餐券，凭券用餐，不吃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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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系我们 

会议总协调及交通咨询： 

阮少波：18801357919，Email: ruanshaobo@bit.edu.cn 

杨明辉：13011233577，Email: yangmh17@bit.edu.cn 

会议注册咨询： 

龙静萍：010-64889894，Email: longjingping@bsc.org.cn 

论文摘要咨询： 

郭帅：17812016801，Email: sguo@bit.edu.cn 

酒店住宿咨询： 

吴鹏飞：13102126152，Email: pfwu@bit.edu.cn 

公司赞助展览咨询： 

胡  泊：18810627823，Email: bohu@bit.edu.cn 

岳同岩：13501326256，Email: yuetongyan@bs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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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信息 

报到地点（推荐住宿地点）：大理风花雪月大酒店 

地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丽公路与玉洱路交叉口 

 

乘车方案： 

（一）大理凤仪机场（原大理荒草坝机场）出发（约 30 公里）： 

机场大巴（风花雪月大酒店前方停车场即为终点站/始发站）：历时约 50

分钟，参考费用 20 元/人。 

打车：历时约 50 分钟，参考费用 80 元。 

（二）大理高铁火车站出发（约 21 公里）： 

公交：8 路车，历时约 40 分钟，参考费用 3 元/人。 

打车：历时约 40 分钟，参考费用 50 元。 

（三）大理北火车站出发（约 22 公里）： 

公交：13 路转 8 路车，历时约 40 分钟，参考费用 5 元/人。 

打车：历时约 40 分钟，参考费用 50 元。 

 

期待与您相聚在美丽的大理，一起分享这场学术盛宴。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纳米生物学分会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学术交流部（代章） 

二零二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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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已确认大会报告人及特邀报告专家（排名不分先后） 

报告人 单位 

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阎锡蕴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宋保亮 武汉大学 

马光辉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王琛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王博 北京理工大学 

Guoping Che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terials Science, 

University of Tsukuba 

Peixuan Guo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Ke Cheng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and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Bengang Xing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Wei Tao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Harvard 

Medical School 

王常勇 军事医学研究院军事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 

李亚平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任磊 厦门大学 

段友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于海军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史向阳 东华大学 

申有青 浙江大学 

张振中 郑州大学 

王业亮 北京理工大学 

汪贻广 北京大学 

张金超 河北大学 

吴锦慧 南京大学 

庞代文 南开大学 

谢海燕 北京理工大学 

崔宗强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杨延莲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凌代舜 上海交通大学 

唐晓英 北京理工大学 

李乐乐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罗阳 重庆大学 

常江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吴爱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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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勇 厦门大学 

李永生 石河子大学 

崔大祥 上海交通大学 

蔡林涛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何勤 四川大学 

李斌 苏州大学 

朱楚洪 陆军军医大学 

邱小忠 南方医科大学 

刘刚 厦门大学 

王琳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刘凯 清华大学 

陈填烽 暨南大学 

步文博 复旦大学 

吴成铁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孙逊 四川大学 

吴海臣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吴彪 北京理工大学 

梁伟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 

刘鉴峰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江怀东 上海科技大学 

李舟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高利增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