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
第十三届全国研究生生物质能研讨会
2019 生物质能专委会学术年会
第二轮通知
（2019 年 10 月 17 日-2019 年 10 月 20 日，山东 济南）
为了更好地了解掌握生物质能研究开发现状，推动生物质能技术在我国的长足发展，
广泛团结行业内青年科技工作者，探讨解决我国目前生物质能发展遇到的瓶颈问题，促
进我国生物质能行业跨越式发展及产业链的形成，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
员会联合生物质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山东省科学院、齐鲁工业大学将于 2019
年 10 月 17-20 日在济南共同主办“第十三届全国研究生生物质能研讨会暨 2019 生物质
能专委会学术年会”。
“第十三届全国研究生生物质能研讨会暨 2019 生物质能专委会学术年会” 将邀请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生物质能源领域专家参会并作专题报
告。参会人员主要为行业内专家、学者、企业家，各高校、科研院所在读硕士、博士研
究生、青年科技人员，旨在为广大生物质能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企业家、政府官员等提
供交流、展示和合作平台。欢迎并期待大家的积极参与。
本次会议也将同时召开生物质能专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专委会有重要人事变动，请
委员务必参会。不能参会者，请书面委托代理人参会。

一、会议主题
(1) 生物质资源开发

(2) 生物燃料技术



能源作物



生物柴油、生物航煤及其应用



能源植物



燃料乙醇、间接液化技术



藻类技术



生物燃气及其利用技术



生物质原料预处理



生物制氢及其储存

(3) 生物质成型及生物质发电技术

(4) 材料与化学品



生物质直燃发电技术



生物基材料



生物质气化发电技术



生物质精细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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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混燃发电技术



生物质成型燃料及热利用



石油基替代产品

(5) 平台技术与政策研究

(6) 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

合成生物学

二氧化碳回收/转化

生物炼制

碳捕集与封存

政策研究及综述

二、组织单位及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
生物质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山东省科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承办单位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山东省生物质气化技术重点实验室
齐鲁工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协办单位
山东琦泉集团



学术委员会主席
谭天伟 北京化工大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 校长



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蒋剑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中国工程院院士
马隆龙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所长
袁振宏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 主任



学术委员会成员（以首字母拼音为序）
陈 放 四川大学
陈冠益 天津大学
陈汉平 华中科技大学
陈洪章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陈明强 安徽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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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平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良杰 吉林农业大学
董玉平 山东大学
方 诩 山东大学
蒋恩臣 华南农业大学
蒋丽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蒋绍坚 中南大学
雷廷宙 河南省科学院
李昌珠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李 浔 长沙理工大学
刘德华 清华大学
刘荣厚 上海交通大学
刘晓风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骆仲泱 浙江大学
孟海波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孙 立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孙绍增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田 沈 首都师范大学
王树荣 浙江大学
吴创之 中科院广东分院 院长
吴庆余 清华大学
武书彬 华南理工大学
咸 漠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肖 睿 东南大学
谢 君 华南农业大学
许 敏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颜涌捷 华东理工大学
杨秀山 首都师范大学
叶活动 福建龙岩卓越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易维明 山东理工大学
张大雷 辽宁能源研究所
张全国 河南农业大学
张素平 华东理工大学
张无敌 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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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海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赵宗保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朱锡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周劲松 浙江大学
庄会永 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司


组织委员会
袁振宏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委会

主任

雷廷宙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委会

秘书长

崔 雷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副校长（副院长）

庄新姝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委会


副秘书长

大会秘书处
秘书长：雷廷宙
执行秘书长：刘素香
副秘书长：庄新姝
秘 书： 杨树华、华栋梁、陈雷

三、会议征文
会议征集生物质能源技术和产业化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及进展的学术论文或综述，
为避免影响投稿人论文发表，本次会议只提供电子摘要集。参加会议交流的只需提交
摘要（具体要求见附件 1），学术委员会审阅通过后将收入论文摘要集。欲通过会议
推荐期刊发表的请撰写全文投稿，学术委员会评审后，高水平论文将推荐到《太阳能
学报》、《可再生能源》、《生物质化学工程》、《山东科学》等期刊发表。会议论
文将以口头报告以及墙报形式在会议期间进行交流，并在会议现场评选出“优秀报告
奖”和“优秀墙报奖”。
热诚欢迎国内外生物质能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踊跃参会、投稿交流；欢迎
从事生物质能研究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踊跃投稿交流。
会议采取网站在线投稿，投稿网站：http://swzn2019.com/。
 重要日期
应各大院校科研院所专家、老师、同学的要求，现把投稿日期延长。
投稿截止日期

2019 年 9 月 20 日

投稿录用日期

2019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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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注册截止时间

2019 年 9 月 20 日

酒店预定截止时间

2019 年 9 月 20 日

四、会议日程
2019 年 10 月 17 日

2019 年 10 月 18 日

报到注册

酒店

上午：开幕式及大会特邀报告

酒店

下午：
酒店

1、专委会：专委会委员会议
2、研究生会：名师大讲堂、研究生主题分会
上午：研究生主题分会
2019 年 10 月 19 日

酒店

下午：
酒店

1、青年科学家讲堂
2、颁奖及闭幕式
上午：技术参观
2019 年 10 月 20 日
下午：代表离会

五、会议注册
1、会议承办单位统一安排住宿，宿费自理。
2、会议注册费可提供正式发票。
优惠注册费
(2019 年 9 月 20 日前)

注册费
(2019 年 9 月 20 日后)

普通代表

RMB 1800 元

RMB 2000 元

学

RMB 800 元

RMB 1000 元

RMB 1300 元

RMB 1500 元

生

生物质能专委会委员及会员

注：学生需提供相关证件,专委会会员代表享受注册费优惠。
欢迎随时加入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勾选生物质能专委会），会员代表享受注册费优惠（限
已经缴纳 2019 年会员费的会员享受此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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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费可提前汇至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账户（请备注“2019 生物质能会议”），亦
可现场缴费。
汇款账户信息：
账户名：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开户行：工行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0200010009014477123。
备注：为了确保发票开具时的正确性和规范性，请参会代表在会议网站
http://swzn2019.com/填写参会和开票等相关信息，提前注册缴费代表在会议现场领取发
票。现场注册代表将在会后统一开具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

六、会议地点和住宿安排
1、会议地点：山东维景大酒店（历下区泉城路县西巷 10 号）
2、会议报到、注册
报到时间： 10 月 17 日 10:00~21:00
报到地点：山东维景大酒店（历下区泉城路县西巷 10 号）
3、住宿宾馆信息
A、山东维景大酒店（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县西巷 10 号）：单人间 380 元/天，
双人间 498 元/天（如一人入住按 380 元/天收费）
B、济南华能大厦（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 17 号）：单人间/双人间 380 元/天。
特别提醒：请参会代表在 2019 年 9 月 20 日之前在会议网站 http://swzn2019.com/
提交酒店预定信息，大会将统一安排住宿。由于 10 月会议期间正值济南旅游高峰，请
参会代表务必提前预定房间以保证住宿，大会优先安排山东维景大酒店（酒店方提供 120
间房间）和济南华能大厦（酒店方提供 50 间房间）
 周边快捷酒店

6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

注释：①汉庭酒店（150m 距离）

②全季酒店（150m 距离）

③汉庭酒店（1km 距离）

④全季酒店（1km 距离）

⑤如家酒店（1km 距离）

⑥银座佳驿（500m 距离）

⑦七天连锁酒店（600m 距离）

⑧七天连锁酒店（600m 距离）

以上快捷酒店消费水平大约在 150-300 元/天

4、交通信息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40km，出租车(约 90 元，50 分钟)，机场巴士转 K3、K55 等线
（约 22 元，2 小时）
济南火车站：4.5km，出租车（约 13 元，20 分钟）、 K11、K3 等公交车（约 40
分钟）
济南火车西站：17km，出租车（约 35 元，35 分钟）、K109 路公交车（约 9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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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系信息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华栋梁
电话：0531-82605528，

杨树华
电话：0371-56863113，

18615269168

18638929037

传真：0531-82961954

传真：0371-65726337

Email：huadl@sderi.cn

Email：cresbe@ms.giec.ac.cn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
二○一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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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论文摘要要求
字数（1000--1200）
1 版式
纸张大小：纸的尺寸为标准 A4 复印纸（210mm ×297mm）。
边距：上 3cm，下 3cm，左 3cm，右 3cm，页眉 2cm，页脚 2cm。
2 论文撰写必须包括以下项目：
2. 1 文章题目（一般不超过 20 字，三号、黑体）
2. 2 作者姓名及作者单位（包括地址和邮编，小五、宋体）
2. 3 中文摘要、关键词（4~8 个，小五，楷体）
（1）摘要应写成报道式摘要，按照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要素来撰写。字数以 200~300 字
为宜。
（2）关键词的选择应规范。
2. 4 英文摘要、关键词（4~8 个，小五，Time New Roman 体）
英文摘要应符合英文语法，字数以 200~300 字为宜。
2.5 引言、正文、结论
（1）汉字字体字号选五号宋体，外文、数字字号与同行汉字字号相同，字体用 Time New
Roman 体。
（2）引言是论文内容的重要提示，作者在引言中应概述前人在该领域内所做工作，并陈述论文
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成果和突破。
（3）结语中应指出该论文的独创性成果及存在的局限，以方便他人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
（4）正文中的图、表按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图表必须清晰、精确，图名、表名必须有中
文表述，坐标图的横、纵坐标必须标明其对应的量及单位。
（5）论文中涉及到量的单位，务必使用国际标准单位；避免同一个符号表示不同的量，凡是有
变量含义的符号（包括表示量及其上、下角标的符号）一律用斜体，反之，用正体。
（6）表示矩阵、矢量的符号一律用黑体；量与其单位之间用“/”切分，是复合单位的应在“/”后
加注括弧，如速度/（m·s-1）；量的符号务必使用单个字母表示。
（7）物理量值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计量单位应统一使用法定计量单位表示，工程术语一律采用
国家现行标准使用。
（8）文中公式包括数学、物理和化学，采用 word 中的公式编辑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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