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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生物质能源国际会议（ICBE2018） 

中国 武汉  

2018.10.16-19  

第六届生物质能源国际会议暨展览会（ICBE 2018）将于 2018 年 10 月 16-19 日

在武汉举行。本次会议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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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华中科技大学共同主办，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林产品分会、欧洲生

物质能产业协会、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协办，湖北省节能减排研究

会承办，将是行业内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次盛会。 

会议旨在为国际生物质能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提供一个交流和展示的平

台，促进生物质能源产业与国际大型企业、投资机构的对接，在全球范围内为生物质能

技术研究机构和企业开拓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会议将邀请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生物质能源领域专家、

学者、企业家以及相关行业的主管领导，就生物质能源技术的进展及产业发展中的焦点

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对现有技术和科研成果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展示。  

 大会主题 

（1）生物质政策与战略 （6）生物质发电 

（2）生物质多联产 （7）平台科技 

（3）生物质液体燃料 （8）微藻能源 

（4）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 （9）其他 

（5）生物质燃气  

 组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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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科技大学 

 协办单位 

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林产品分会 

欧洲生物质能行业协会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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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单位 

湖北省节能减排研究会 

 组织机构 

 学术委员会主席 

谭天伟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会主席 

袁振宏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 主任 

 大会执行主席 

陈汉平  华中科技大学 煤燃烧国家重点实验室 书记 

 咨询委员会 

陈  勇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宝山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副理事长 

吴创之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副理事长 

祁和生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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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otao Bi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Jinyue YAN  瑞典皇家工学院，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 

 学术委员会成员（以首字母拼音为序） 

陈  放  四川大学，中国 

陈冠益  天津大学，中国 

陈汉平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 

陈洪章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中国 

陈明强  安徽理工大学，中国 

陈  平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董良杰  吉林农业大学，中国 

董玉平  山东大学，中国 

方  诩  山东大学，中国 

Kevin J GASTON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英国  

胡常伟  四川大学，中国 

蒋恩臣  华南农业大学，中国 

蒋丽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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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剑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中国 

蒋绍坚  中南大学，中国 

Jin-Suk LEE  韩国能源研究所，韩国 

Noppol LEKSAWASDI  清迈大学，泰国 

雷廷宙  河南省科学院，中国 

Lene Lange  丹麦科技大学，Denmark 

李昌珠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中国 

李笃中  台湾科技大学，中国台湾 

李  浔  长沙理工大学，中国 

李元广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 

刘德华  清华大学，中国 

刘荣厚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Shijie LIU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美国 

刘晓风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中国 

楼  辉  浙江大学，中国 

骆仲泱  浙江大学，中国 

马隆龙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中国 

孟海波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 

Sunkyu Park 美国北卡罗琳娜州立大学，美国 

Bandaru V. Ramarao，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美国 

Shri RAMASWAMY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美国 

Jack SADDLER,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 

孙  立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中国 

孙绍增  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 

Charin TECHAPUN  清迈大学，泰国 

田  沈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 

王树荣  浙江大学，中国 

王铁军  广东工业大学，中国 

Qinglin WU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美国 

吴庆余  清华大学，中国 

武书彬  华南理工大学，中国 

咸  漠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中国 

肖  睿  东南大学，中国 

Xiaotao Bi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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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君  华南农业大学，中国 

许  敏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中国 

Jinyue YAN  瑞典皇家工学院，瑞典 

颜涌捷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 

杨秀山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 

叶活动  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易维明  山东理工大学，中国 

袁振宏  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中国 

张大雷  辽宁能源研究所，中国 

张全国  河南农业大学，中国 

张素平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 

张无敌  云南师范大学，中国 

赵  海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中国 

赵立欣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 

赵宗保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 

朱锡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 

Junyong ZHU 美国农业部林产品实验室，美国 

周劲松  浙江大学，中国 

庄会永  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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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秘书长 

陈汉平  华中科技大学煤燃烧国家重点实验室  书记 

庄新姝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委会  副秘书长 

杨海平  华中科技大学煤燃烧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卫权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  副秘书长 

 大会秘书处 

秘书长：雷廷宙 

副秘书长：庄新姝，杨海平，王卫权 

秘  书：  杨树华，邵敬爱，陈东海  

 论文征集 

会议征集与本次大会主题相关的论文，按照附件要求英文写作，要求是未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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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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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交流的只需提交摘要，学术委员会审阅通过后将收入摘要集，并以口头报告或墙报形

式在会议期间进行交流。会议现场将评选出“优秀报告奖”和“优秀墙报奖”；欲通过

会议推荐期刊发表的论文请撰写全文投稿，学术委员会评审后，高水平论文将推荐到国

外期刊 Applied Energy，Bioresource Technology， Fuel Processing Technology， 

Energy Fuel，Journal of Bioprocess Engineering and Biorefinery 与 Journal of 

Biobased Material and Bioenergy 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相关会议增刊正在积极接

洽中。 

投稿邮箱：ICBE2018@hust.edu.cn 

口头报告包括特邀报告和一般口头报告，特邀报告人是大会特邀的国际知名专家；

一般口头报告和墙报由大会学术委员会专家在会议投稿的论文和摘要中筛选确定，会前

一个月通知参会作者。口头报告代表请准备 PPT 进行交流，墙报由大会提供展板，各

代表自备展报张贴交流。 

 主要安排（保持更新，以最终会议手册为准） 

 
       

 会议注册及缴费 

请参会代表登录会议网站 http://www.bec.newenergy.org.cn（2018 年 5

月 1 日后开放）进行注册缴费，提前报名缴费可享优惠。 

 2018 年 9 月 10 日前 2018 年 9 月 10 日后 

国内参会者 2500 RMB 2800 RMB 

学      生  1500 RMB 1800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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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参会者 400 $ 500$ 

海外  学生 300 $ 350 $ 

注：履行专委会义务的会员额外享受 20%优惠，学生需提供相关证件 
 

 重要日期 

论文提交开放日期（邮箱提交） 2018. 5. 1 

摘要提交截止日期 2018. 7. 31 

发布摘要录用通知截止日期 2018. 9. 1 

网站注册截止日期 2018. 10. 10 

 联系信息 

 论文投稿及会议回执联系人                  

邵敬爱  

电话：86-027-87542417, 18062636669  

Email：ICBE2018@hust.edu.cn  

 大会秘书处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 

邵敬爱 杨树华 

电话：86-27-87542417, 18062636669 电话：86-037156863113, 18638929037 

传真：86-27-87545526 传真：86-037165726337 

Email：ICBE2018@hust.edu.cn Email：634874181@qq.com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037 号

430074 

通讯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 29 号， 

450008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会议网站：http://www.bec.newenergy.org.cn，正在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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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生物质能源国际会议暨展览会（ICBE2018） 

回执单 

武汉 

2018.10.16-19  

参会者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人  手机  

与会人员 
姓名 

性
别 

职务 职称 E-mail 手机 参会论文题目 

       

       

       

请确定参会的人员将回执发送到：ICBE2018@hust.edu.cn，在邮件标题中注

明：ICBE 会议回执，并在 2018 年 5 月 1 日后登陆会议网站 

http://www.bec.newenergy.org.cn 进行注册缴费，提前注册缴费享有优惠。 

 

大会秘书处：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 

邵敬爱 杨树华 

电话：86-27-87542417, 18062636669 电话：86-037156863113, 18638929037 

传真：86-27-87545526 传真：86-037165726337 

Email：ICBE2018@hust.edu.cn Email：634874181@qq.com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037 号

430074 

通讯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 29 号， 

45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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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Format 

1. Format 

Paper size: A4 (210mm*297mm) 

Margins: top: 3cm, bottom: 3cm, left: 3cm, right: 3cm, header: 2cm, footer: 2cm 

2. Papers must include following items 

2.1 Title: (Size: 16, Times New Roman) 

2.2 Names and affiliations of authors (include the address and zip code; size: 9, Times New 

Roman) 

2.3 Abstract and Key words (4-8 words; size: 9, Times New Roman) 

Abstract should be written as a report. It should be written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method, result and conclusion. 

The abstract should be grammatically correct, 200-300 words will be appropriate. 

2.4 Introduction, main body and conclusion 

(1) Size: 10.5, Times New Roman 

(2) Int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aper. In the introduction, author should 

summarize the work done by the predecessors in this field, and makes a statement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breakthroughs on this basis. 

(3) In the conclusion, originality of the thesi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paper should be 

pointed point to facilitate the further research of others. 

(4) The figures and tables in the main body should be numbered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ppearance. The figures should be clear and accurate. The nam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should be expressed in Chinese.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ordinates of a coordinate 

chart must indicate its corresponding quantity and unit. 

(5) Papers related to the units, please use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unit. One single 

symbol to represent the different amount should be avoided. Any symbols contain variable 

meanings (including the amount and its upper and lower corner symbols), should appear in 

italics, and others should be regular. 

(6) Symbols represent matrices and vectors should be in bold. “/” is used to segment 

between amount and its unit. If it is compound unit, bracket should be added after “/”, e.g. 

Speed / (m•s-1); the symbol of amount must be represent by a single letter. 

(7) Physical quantities should be represented by Arabia digital. Measurement unit 

should use Legal Unit of Measurement. Engineering technical verb should adopt current 

national standard. 

(8) The formulas including mathematics, physics and chemistry in the paper should use 

the formula editor in Microsoft 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