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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主办的“第十七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大会”将于 2019 年 8月 2-5 日在天津召

开。 

中国生物物理大会是国内生物物理科学研究领域最大规模、高水准的学术盛会，也是从事生物物理

及相关研究的科技工作者的一次重要聚会。本次大会主席由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徐涛院士担任。大

会以“生物物理与人类健康”为主题，围绕生物物理及相关研究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邀请

国内外著名学者作大会报告，组织专题分会交流，还将举办一系列针对青年学者、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特

色论坛，并为研究组、企业搭建人才交流和招聘平台。 

欢迎全国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的科技工作者参加！ 

一、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徐涛 

1. 组织委员会 

主  席: 阎锡蕴 

秘书长: 刘平生 

委  员:  

郭爱克 施蕴渝 隋森芳 蔡建明 陈  畅 陈  佺 董宇辉 顾  宁 

何士刚 蒋澄宇 蒋太交 李  明 梁兴杰 刘俊平 刘铁民 刘  扬 

柳振峰 龙  勉 宋保亮 苏晓东 孙  飞 王宏伟 王世强 邢  达 

杨  诚 杨  力 张传茂 张先恩 周  专    

2．学术委员会: 

主  席: 程和平 

秘书长: 张  宏 

委  员:  

 

 

   

 

二、会议时间： 

2019 年 8 月 2-5 日 

三、会议地点： 

天津社会山国际会议中心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南站知景道 198 号

李  蓬 吴  皓 张明杰 许瑞明 陈玲玲 胡俊杰 雷  鸣 李国红 

李  明 梁兴杰 刘志杰 柳振峰 苗  龙 宋保亮 唐  淳 王  凡 

王小勤 曾旭辉 周红文 杜  宏 孔星星 王申林 卫涛涛 熊  巍 
杨  娜 朱  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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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会特邀报告人 

 

 

五、大会专题 

1. 学术专题：  
S1. 结构与计算生物学/Structural and Computational Biology 
S2. 膜融合与裂解/Membrane fusion and fission (Joint Session with American Society for Cell Biolgy) 
S3. Metabolic stress and adaptation 
S4. 冷冻电镜/Cryo-EM 
S5. 衰老的分子机制/Molecular mechanisms of aging 
S6. 听觉言语交流/Hearing, Speech and Communication 
S7. 纳米生物物理学交叉进展及其在生物医学的应用/Nanobiophysics for biology and medicine 
S8. 临床分子诊断/Clinical Molecular Diagnosis 
S9. 体育医学下生命科学研究的发展 
S10. Biological Magnetic Session 
S11. Neurobiophysics – Cell & Molecule 
S12. Neurobiophysics – Circuit & System 
S13. 组学技术前沿及应用/Frontiers and Application of Omics Technologies 



 

 

S14. 光生物物理/Photobiophysics 
S15. 生物微量元素前沿进展/Frontiers of Bio-Trace Elements 
S16. 临床罕见代谢性疾病研究进展/Advances in Clinical Rare Metabolic Disease 

2. 国际合作 session 

1) JS1- China-Australia Joint Biophysics session 

2) JS2 China-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Cancer Research (ACACR) 

3) JS3 China-Japan Joint Minisymposium on Single-Molecule Biophysic 

3. 科普教育讲座 

4. 青年科研生涯讲座 

5. 女科学家论坛 

6. 产业化论坛 

7. 健康大讲堂 

8. 卫星会议 

六、学术交流形式： 

分为大会报告、专题报告、口头报告、墙报交流、特色论坛五种形式。大会特邀报告与分会邀请报告

由本次大会学术委员会邀请，口头报告从摘要中遴选。 

1.大会邀请报告 

2.分会场报告：包含邀请报告和口头报告  

3.墙报交流：为了鼓励会员积极参加墙报交流，本届大会将按照国际惯例，要求除邀请报告和口头报

告外的论文摘要均须以墙报的形式展示。大会设墙报展区，并安排墙报交流时间，尽可能提供讨论交流的

机会。大会设立“优秀墙报奖”，鼓励代表积极参与墙报交流。 

七、会议征文与墙报要求（在线提交） 

1. 征文要求： 

论文摘要为英文，摘要仅限 300 个英文单词，包括：题目、作者姓名（请在摘要提交者姓名下加下划

线）、工作单位、邮编、E-mail 地址和正文。摘要篇幅为一个 A4 纸页面。标题为 12 号 Arial，作者姓名为

10 号 Times New Roman，单位、邮编、地址及 Email 地址为 10 号斜体 Times New Roman，请在提交摘要

的作者名下加下划线，正文为 12 号 Times New Roman。论文摘要请用 Word 文件格式编排。 

大会论文摘要采取网上提交方式。摘要提交截止日期：2019年 6月 30日，参会代表投送的摘要将被

会议论文摘要集收录。凡投送摘要者必须在 2019 年 07 月 15 日前缴纳会议注册费。未按时交纳注册费者，

提交的论文摘要将不收录进论文摘要集中。 

2. 口头报告申请截止日期：2019年 6月 15日（同时提交论文摘要） 

3. 墙报格式：90cm（宽）×120cm（高） 

内容包括题目、作者、单位、城市、邮编、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墙报需用激光打印或放

大，线图和照片需清晰美观。大会也将提供墙报打印服务，代表可以提前上传自己的墙报，在报道现场

领取，每张墙报收取服务费 200 元。 



 

 

八、会议注册(网上注册参会,会议网址：http://www.bsc.org.cn/2019/） 

代表类别* 
2019 年 6月 30 日（含） 

前注册、缴费 

2019 年 7月 1日后（含） 

注册、缴费 
现场注册、缴费 会员费 

会员 

（已缴纳会费） 
1900 元 2200 元 2500 元 

普通会员:100 元/年 

学生会员:50 元/年 

非会员 2700 元 3000 元 3200 元 

学生会员 

（已缴纳会费） 
1300 元 1400 元 1500 元 

学生非会员 1800 元 1900 元 2000 元 

墙报制作费*（可

选） 
200 200   

注册费包含：会议论文摘要集等的资料包，会议期间午、晚餐，会间茶歇等 

*2019 年 7 月 15 日之后将不再接受墙报制作服务，请代表自行打印后带到会议现场。 

说明： 

1， 学生代表：为全日制在读研究生，不含博士后。 

2，以上截止时间是指缴费时间，即在 2019 年 6月 30 日之前（含当天）完成注册并缴纳会议注册费者，

方可享受注册费优惠，日期以汇款日期为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会员以团队方式注册，6 人以上（含），

享受 8.5 折优惠（仅限同一单位，统一注册，一次性交纳注册费，开具一张发票）。 

3，缴费方式：银行汇款、在线支付、现场刷卡。请缴费后将汇款凭证、缴费人信息发送邮件至大会秘书

处 wangyue@ibp.ac.cn，以便核对查询。 

4，退费原则：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须在 2019年 6 月 20 日之前以 email 形式向大会提

出申请，注册费全额退款；2019 年 7 月 15 日前告知，将扣除 500 元手续费后退还余款；2019 年 7月 15

日（含）之后申请，将不再退款。 

5，发票领取：会前缴纳注册费的代表（以收到为准），请会议期间至注册台领取纸质发票。现场缴纳注

册费，默认提供电子发票。如需纸质发票，请发邮件提出，纸质发票用顺丰快递寄出（邮费收件方到

付）。 

6，汇款信息 

收款单位：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升路支行 

账号：0200006209014448518 

注：汇款时请备注：2019ICBC+参会代表姓名，请缴费后将汇款凭证、缴费人信息发送邮件至大会秘书处

wangyue@ibp.ac.cn。 

九、会议住宿预订：社会山会议酒店群 

参会代表注册完成后，在个人中心在线预订酒店房间 

1，天津社会山国际会议中心酒店：双标间，含早，480 元/间/夜 

2，都喜社会山酒店：双标间，含早，480 元/间/夜 

3，社会山城市酒店：双标间，含早，400 元/间/夜 

说明： 
1，预订：2019 年 7月 25 日前预订，可享受以上协议价格，住宿费用由参会代表自行与酒店结算； 



 

 

2，取消：2019 年 7月 25 日前（含），免费取消预订房间，7月 26 日后（含）无法取消；  

3，参会代表也可通过其他平台预定。 

十、会务联系： 

综合协调 

Ms. Li Ma (马丽) 

+86-10-64887226, mali@ibp.ac.cn 

 

会议注册及酒店预定 

Ms. Puguang Li (李普光) 

+86-10-64888542, lipuguang@bsc.org.cn 

Ms. Yue Wang (王悦) 

+86-10-64888542/9894, wangyue@ibp.ac.cn 

 

会议日程及论文摘要提交 

Ms. Wenli Xu (徐文丽)  

+86-10-64887226, findwayfrom@163.com  

Ms. Qian Wang (王倩) 

+86-10-64888542, wangqian@bsc.org.cn 

 

公司赞助/展览 

Ms. Xiyu Wang (王熙雨) 

+86-10-64888542, wangxiyu@bsc.org.cn 

Ms. Li Ma (马丽) 

+86-10-64887226, mali@ibp.ac.cn 

 

会员服务及入会咨询 

Ms. Puguang Li (李普光)  

+86-10-64888542, lipuguang@bsc.org.cn 

 

                                                                            

第十七次中国暨国际生物物理学术大会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秘书处 

二○一九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