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分析技术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 

第一届全国土壤分析技术研讨会（第三轮通知） 

土壤分析检测是开展土壤资源调查、农田养分管理、科学配方施肥、植物营

养调控、土壤污染防治等工作的基础，在现代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推进实施，国家

对于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和监测网络建设的需求日益突出，相关检测行业蓬勃发展，

土壤分析检测越来越受到了土壤与环境科技界、政府、行业、企业等各界的关注

和投入。为推动现代分析技术在土壤学研究中应用与理论研究，促进土壤分析检

测行业发展与技术创新，中国土壤学会第十三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正式批准设立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分析技术工作委员会”，现定于 2019 年 11 月 27－29 日在江

苏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土壤分析技术研讨会暨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分析技术工作

委员会成立大会”。现将会议有关通知如下： 

一、 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分析技术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球资源环境大型仪器区域中心 

协办单位：江苏省土壤学会 

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 

    科学委员会：  

主席：江桂斌 院  士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理事长 

      沈仁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 

委员：邓良基 教  授 四川农业大学 

李保国 教  授 中国农业大学 

吴金水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张旭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张兴昌 教  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徐明岗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徐建明 教  授 浙江大学 

练鸿振 教  授 南京大学 

朱  岩 教  授 浙江大学 

郭寅龙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孟祥敏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卓尚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陆雅海 教  授 北京大学 

蔡祖聪 教  授 南京师范大学 

朱永官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张海林 教  授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杨林章 研究员 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院 

邹建文 教  授 南京农业大学 

黄  方 教  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张甘霖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颜晓元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周东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徐仁扣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组织委员会：  

主任：唐昊冶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委员：王  旭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赵厚民 研究员 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 

高伟达 副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汪  鹏 教  授 南京农业大学 

高雪松 教  授 四川农业大学 

王  军 教  授 山东农业大学 

许建华 研究员 江苏省南京环境监测中心 

张金波 教  授 南京师范大学 

张银萍 高级实验师 南京师范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冯兆忠 教  授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  斌 研究员 浙江大学 

吕志江 研究员 浙江大学 

李玉林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王颜红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王久荣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周  燕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张  娴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牟书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冯有智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刘五星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周  虎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部分已确定特邀报告人： 

江桂斌 院  士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郭寅龙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卓尚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张海林 教  授 美国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徐仁扣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二、 会议主题 

本次会议主题为“现代分析技术在土壤学研究与实践中的应用”，主要包括： 

1．土壤样品前处理与常规理化分析 

2．土壤微生物分析 

3．无机质谱技术 

4．有机质谱技术 

5．同位素质谱技术 

6．数据质量控制 

7．新技术在土壤学研究中的应用 

8．仪器分析发展前沿 



三、 会议日程 

第一天（11 月 27 日，星期三） 

时间 内容 

12:00-21:00 参会代表酒店大堂报到 

第二天（11 月 28 日，星期四） 

时间 内容 

08:30-08:40 开幕式及领导致辞 

08:40-10:00 特邀报告 

10:00-10:30 合影及茶歇 

10:30-12:00 特邀报告 

12:00-13:00 午餐 

午休 

14:00-15:30 主题报告 

15:30-15:50 茶歇 

15:50-18:00 主题报告 

18:00-20:00 晚餐 

第三天（11 月 29 日，星期五） 

08:30-10:10 主题报告 

10:10-10:30 茶歇 

10:30-12:00 主题报告 

12:00-13:00 午餐 

散会 

 

四、 会议报名及注册费 

1. 会议注册：与会代表需填写会议回执表（见附件），并将电子版通过邮箱发

送至：mazuohao@issas.ac.cn；或者 rhwang@issas.ac.cn。 

2. 会议费用 



提前注册缴费：2019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注册汇款：正式代表 1200 元/人，

在读研究生 800 元/人，随行人员 600 元/人。 

现场注册缴费：2019 年 10 月 15 日之后注册汇款或会议报到现场注册缴费：

正式代表 1400 元/人，在读研究生 1000 元/人，随行人员 800 元/人。 

企业代表注册费：公司或企业参会人员注册费 3500 元/人，未经会议主办方

同意，公司或企业参会代表不得利用会议进行相关宣传。 

缴费方式：汇款或现场缴费。此次会议由南京友好会议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承

担大会会务工作，收取参会费用。会务组统一开具发票，发票内容为：会议费。

发票在会议结束时开具。汇款账号信息如下： 

户名：南京友好会议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账号：32001596036052510780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 

行号：105301001016 

汇款时，请在汇款单备注栏中注明“土壤分析技术-单位-姓名”字样。 

五、 会议地点及酒店 

1、会议酒店名称：南京熊猫金陵大酒店 

2、酒店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 37 号。 

3、住宿费：豪华双床房/大床房：380 元/间（含早） 

        行政大床房/小套房：460 元/间（含早） 

4、交通 

（1）南京禄口机场到酒店（53 公里）：乘出租车约 1 小时 30 分钟，价格约

160 元；地铁 S1 号线（南京南站方向）到“南京南”站下车，转乘地铁 3 号线

（林场方向）到“南京站”（1 号口）下车，步行至南京站“南广场西公交站”，

转乘 555 路到城河村下车，步行 360 米至酒店。 

（2）南京南火车站到酒店（20 公里）：乘出租车约 1 小时，价格约 50 元；

地铁 3 号线（林场方向）到“南京站”（1 号口）下车，步行至南京站“南广场

西公交站”，转乘 555 路到城河村下车，步行 360 米至酒店。 

（3）南京火车站到酒店（5 公里）：乘出租车约 15 分钟，价格 15 元；步行

至南京站“南广场西公交站”，转乘 555 路到城河村下车，步行 360 米至酒店。 



六、 会议联系人 

马作豪（mazuohao@issas.ac.cn）电话：025-86881520，手机：18602503119 

王如海（rhwang@issas.ac.cn）电话：025-86881335，手机：13809024346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分析技术工作委员会 

2019-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