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第二届中国实验室发展大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相关工作者： 

实验室是原始创新的摇篮，是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撑。实验室作为科技创

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基础研究、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中承担着重

要使命，在科学前沿探索和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推

进我国实验室技术的发展，促进国内外同行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进一

步推动国内外先进技成果的应用推广，经研究定于2020年12月 8日 - 9日在北

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第二届中国实验室发展大会（以下简称CLC2020）。

CLC2020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主办，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协办，中国

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北京朗普展览有限公司和北京雄鹰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承办。 

本次大会以“智慧 安全 绿色”为主题，聚焦实验室设计和规划、实

验室建设和管理、实验室使用和维护，以及实验室安全、智慧实验室、绿

色实验室等话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及企业代表，就实验室相关热点、

难点等问题展开讨论。大会设置了“CLC2020开幕式及主题报告”和六场

专题报告等多种形式的同期活动。参会代表还可以参观同期举办的第十八

届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CISILE2020）。 

现诚挚邀请有关单位和相关工作者及社会各界代表踊跃参加本次大会，

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我国实验室的技术创新和高水平发展。 

 

 

中 国 仪 器 仪 表 行 业 协 会 

中仪协﹝2020﹞52 号 

 



 

 

 

CLC2020具体日程安排、会议地点及注册报名通道参见大会官方网站：

www.clcchina.cn。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联系人： 阎晓冬 13811826140 

电 话：010-68596440 传 真：010-68539126 

邮 箱: yanxd@cima.org.cn 

官 网：www.cima.org.cn 

2、 第二届中国实验室发展大会组委会 

联系人：许 浩 13693072001 

电  话：010-62928975   传真：010-62957691 

邮  箱：cisile@126.com 

官  网：www.clcchina.cn 

 

附件：1.第二届中国实验室发展大会开幕式及主题报告 

2.第二届中国实验室发展大会专题报告 

3.第二届中国实验室发展大会注册回执表 

4.酒店住宿信息 

 

                                      

         

    

 

  2020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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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二届中国实验室发展大会开幕式及主题报告 

时间：12月8日（星期二）9:00-17: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 曹以刚 

时  间 内  容 

08:30--09:00 注册报到 

09:00--09:30 
开幕式：1、主持人介绍出席大会的院士和领导嘉宾 

2、致辞 

09:30-10:00 
题目未定 

演讲嘉宾：中国工程院  庞国芳 院士 

10:00-10:30 
题目未定 

演讲嘉宾：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方向 院长 

10:30-11:00 
赛默飞检验检测实验室提效增能4.0解决方案 

演讲嘉宾：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11:00-11:30 

实验室模块化设计和污染物控制 

演讲嘉宾：山东沃柏斯实验室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  

李清慧 总监 

11:30-12:00 

检验检测的现状与发展 

演讲嘉宾：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可检测司    

乔东 一级巡视员 

12:00-13:00 中午休息和午餐 

13:00-13:30 
第三方检测实验室的合规与风险控制 

演讲嘉宾：华测检测集团  陈彦长 北方区总裁 

13:30-14:00 

材料电学特性表征测试方案 

演讲嘉宾：是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郭滨 数字和半导

体业务拓展经理 

14:00-14:30 
实验室危化品管理 

演讲嘉宾：北京师范大学  李崧 主任 

14:30-15:00 新时代生物安全对国产生物气溶胶检测仪器的需求 



演讲嘉宾：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李劲松 研究员 

15:00-15:30 茶歇和参观展览会 

15:30-16:00 
国际计量比对、能力验证与检测技术能力提升 

演讲嘉宾：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李红梅 研究员 

16:00-16:30 
加强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夯实绿色发展基础 

演讲嘉宾：辽宁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刘成雁 院长 

16:30-17:00 

CNAS实验室认可和能力验证 

演讲嘉宾：北京中实国金国际实验室能力验证研究有限公

司 王明海主任 

 

 

 

 

 

 

 

 

 

 

 

 

 

 

 

 

 

 

 

 

 

 

 

 



附件2                    

 
第二届中国实验室发展大会专题报告 

 

专题一：实验室认可认证及相关标准 

 时间：12月9日（星期三）9:30-12: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二层E231会议室                         主持人：沈正生研究员 

时  间 内  容 

9:30-10:00 
CNAS最新相关文件解读 

演讲嘉宾：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曹实 处长 

10:00-10:30 
题目未定 

演讲嘉宾：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陈延青 处长 

10:30-11:00 茶歇和参观展览会 

11:00-11:30 
用于合格评定的检验检测标准现状分析 

演讲嘉宾：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李喜俊 主任 

11:30-12:00 
如何正确理解和申报校准测量能力 

演讲嘉宾：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   沈正生 教授 

 

 

专题二：食品安全实验室的建设与应用 

时间：12月9日（星期三）9:30-12: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二层E232A会议室                        主持人：金芬研究员 

时  间 内  容 

9:30-10:00 

食品痕量有机物测定方法实验室验证-被测物、基质和分析原理的

一致性 

演讲嘉宾：北京海关技术中心食品实验室   张朝晖 研究员 

10:00-10:30 
浅谈食品安全实验室标准物质与仪器设备管理 

演讲嘉宾：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丽萍 研究员 

10:30-11:00 茶歇和参观展览会 

11:00-11:30 
农产品质量安全实验室建设与发展 

演讲嘉宾：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金芬 研究员 

11:30-12:00 
分子检测实验室技术要求  

演讲嘉宾：北京海关技术中心  曾静 研究员 



 

专题三：实验室管理与安全 

       时间：12月9日（星期三）9:30-12:0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二层E232B会议室                         主持人：邢志教授 

时  间 内  容 

9:30-10:00 
实验室安全管理--软硬结合的系统工程 

演讲嘉宾：清华大学  杨睿 教授 

10:00-10:30 
如何提高实验室检测效率和结果准确度 

演讲嘉宾：北京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贾丽 研究员 

10:30-11:00 茶歇和参观展览会 

11:00-11:30 
实验室的事故与安全管理 

演讲嘉宾：北京市化工研究院  尹洧 教授 

11:30-12:00 
题目未定 

演讲嘉宾：清华大学 邢志 教授 

 

专题四：高纯材料分析 

         时间：12月9日（星期三）13:00-15: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二层E231会议室                     主持人：冯先进教授 

时  间 内  容 

13:00-13:30 
常用高纯金属材料分析技术及应用 

演讲嘉宾：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冯先进 教授 

13:30-14:00 
高纯金属材料纯度分析 

演讲嘉宾：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周涛 

14:00-14:30 茶歇休息和参观展览会 

14:30-15:00 
高纯有色金属材料分析检测技术 

演讲嘉宾：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刘英 教授 

15:00-15:30 
高纯度稀贵金属材料检测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演讲嘉宾：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王金砖 

 

 

 

 

 



专题五：实验室结果对比及校对 

        时间：12月9日（星期三）13:00-15: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二层E232A会议室                         主持人：李晓东教授 

时  间 内  容 

13:00-13:30 
痕量有机污染物二噁英检测技术及实验室比对分析 

演讲嘉宾：浙江大学  李晓东 教授 

13:30-14:00 
如何做好实验室间比对和能力验证活动 

演讲嘉宾：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李云巧 研究员 

14:00-14:30 茶歇和参观展览会 

14:30-15:00 
生物计量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演讲嘉宾：中国计量科学研究员 王晶 研究员 

15:00-15:30 
117种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校准方法研究 

演讲嘉宾：中国计量科学研究员 周泽义 研究员 

 

专题六：互联网+实验室 

时间：12月9日（星期三）13:00-15: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二层232B会议室                    主持人：张志丽 

时  间 内  容 

13:00-13:30 
题目未定 

演讲嘉宾：暂未确定 

13:30-13:45 
Welab-指尖上的实验室 

演讲嘉宾：分析测试百科网  卢兰兰 

13:45-14:00 
互联网助力实验室合规化采购 

演讲嘉宾：安特百货商城  张志丽 

14:00-14:30 茶歇和参观展览会 

14:30-15:00 
未来播助力实验室培训数字化   

演讲嘉宾：最仪器  李智元 总经理 

15:00-15:30 
实验室仪器购置新方案   

演讲嘉宾：北京携测技术有限公司  张磊 

 

注：大会日程可能根据实际情况略有调整，以现场报告内容为准，敬请谅解。 

 
 



附件3 

第二届中国实验室发展大会注册回执表 

请详细填写以下“注册表”，传真或者邮件回传，邮箱cisile@126.com，传真 010-62957691。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发票抬头  税号  

参会代表姓名 性别 职称 手机 E-mail 

     

     

     

     

注册费用（食 2020 年 12 月 3 日前注册：2000 元/人，同一单位 3 人及以 

宿自理） 上报名享受优惠价 1600 元/人。 

注册费包含：会议材料、两顿午餐、礼品一份、作者同意拷贝的 PPT、住宿酒店优惠 

等； 

费用总额 （大写）： 仟 佰 拾 元整； （小写）： 元 

 

付款信息 

收款单位：北京朗普展览有限公司

开 户 行：工行北京西直门支行 

银行帐号：0200065009200033658 

参会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发票明细 □会议费 □会务费 □注册费 □培训费 

注：1、网上专业听众预登记，敬请登录 www.clcchina.cn。 

2、参会人员注册后请于 10 日内将注册费汇入指定账户，注明“CLC 注册费”。 

3、收到汇款后，组委会将邮寄发票，请注意查收，或报到时现场领取发票。 

4、请在报到处出示您的汇款凭证。 

如有其他需求，请予注明： 

 

mailto:cisile@126.com
http://www.clcchina.cn/


附件4                            
酒店住宿信息 

以下酒店是国家会议中心附近酒店，您可自行打电话预定酒店。 

 
交通路线图 

 

公交：(1）运通 113、983、944、944 支、660、753、740、656、386、611 在北辰桥西站下车；(2)

运通 110、328、379、419、484、518、628、751、836、913、949 在大屯路洼里南站下车 

地铁：乘坐北京地铁 8 号线到奥林匹克公园站下（E 西南口出站即可抵达正门) 

 

 

酒店名称 星级 地址 电话 距展馆 

国家会议中心酒店 四星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8号

院1号楼 
010-84372008 0.5公里 

北京亚奥国际酒店 四星 
北京 朝阳区 北沙滩大

屯路甲1号 
010-64874433 1.6公里 

北辰五洲大酒店 四星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 
冯志娟 

13811230333 
2公里 

北京民族园智选假

日酒店 
三星 北京朝阳区民族园2号3幢 

成刚

18311236371 
2.4公里 

桔子酒店·精选 

(北京学院路店) 
经济型 北京市海淀区志新西路3-1 

周经理

15901332270 
2.23公里 

速8酒店 

(北沙滩地铁站店) 

 

经济型 北京市海淀区志新西路3-1 
周经理

15901332270 
2.23公里 

如家商旅酒店 

(北京鸟巢店) 

 

经济型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甲52

号 
010-84802999 1.8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