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全国分析化学年会日程表 
 

日期 时间 活动 地点 

 
6. 14 

 

全天 报到注册 
曲江会议中心三层平台 

(6月14日 10:00-21:00；6月15日 6:30-18:00) 

20:00-22:30 
第十五届《分析化学》 

编委会会议 
国际会议厅 

 

 
 
 
 

6. 15 

 早餐 各宾馆餐厅 
7:00-7:30 步行或班车出发前往会场 各指定宾馆班车发车时间见详表 

8:00-8:40 开幕式，安排见附表 
曲江会议中心曲江大礼堂 
406和主席团会议室视频转播 

8:40-9:40 大会报告，安排见附表 
曲江会议中心曲江大礼堂 
406和主席团会议室视频转播 

9:40-10:00 茶歇和墙报 

10:00-12:00 大会报告，安排见附表 
曲江会议中心曲江大礼堂 
406和主席团会议室视频转播 

12:00-14:00 午餐 凭餐票到曲江会议中心就餐 

14:00-16:00 大会报告，安排见附表 
曲江会议中心曲江大礼堂 
406和主席团会议室视频转播 

16:00-16:20 茶歇和墙报 

16:20-18:00 大会报告，安排见附表 
曲江会议中心曲江大礼堂 
406和主席团会议室视频转播 

18:00-19:30 欢迎晚宴 凭餐票到曲江会议中心就餐 
19:00-20:00 步行或班车出发返回宾馆 各指定宾馆班车发车时间见详表 

 

 
 
 
 
 
 

6. 16 

 早餐 各宾馆餐厅 
7:00-7:30 步行或班车出发前往会场 各指定宾馆班车发车时间见详表 
8:00-9:45 分会报告 安排见附表 
9:45-10:05 茶歇和墙报 

10:05-12:00 分会报告 安排见附表 
12:00-14:00 午餐 凭餐票到曲江会议中心一楼金色大厅就餐 
14:00-15:45 分会报告 安排见附表 
15:45-16:05 茶歇和墙报 
16:05-18:00 分会报告  安排见附表 
18:00-19:30 晚餐 凭餐票到曲江会议中心一楼金色大厅就餐 
19:00-20:00 步行或班车出发返回宾馆 各指定宾馆班车发车时间见详表 

6. 17 
 早餐 各宾馆餐厅 
7:00-7:30 步行或班车出发前往会场 各指定宾馆班车发车时间见详表 



 

8:00-9:50 大会报告，具体安排见附

表 曲江会议中心曲江大礼堂 

9:50-10:00 茶歇和墙报 

10:00-12:00 大会报告，具体安排见附

表 曲江会议中心曲江大礼堂 

12:00-14:00 午餐 凭餐票到曲江会议中心一楼金色大厅就餐 
14:00-16:00 大会报告，具体安排见附

表 
曲江会议中心三层大礼堂主会场 

16:00-16:20 茶歇 

17:20-18:00 
优秀墙报颁奖 
及闭幕式 

曲江会议中心曲江大礼堂 

18:00-19:30 晚餐 凭餐票到曲江会议中心一楼金色大厅就餐 
19:00-20:00 步行或班车出发返回宾馆 各指定宾馆班车发车时间见详表 

 

 离会 
 
 
 
 
 
 
 
 

备注 

所有参会代表在曲江会议中心三层平台报到注册。 
 
请入住指定宾馆的参会代表注意查看班车时刻表，合理安排早餐就餐时间。 
 
会议报告日程安排紧凑，请各位报告人严格执行报告时间，剩余 2 分钟时有时间提示， 
后一位报告人提前做好准备。 

 

 



 

第十三届全国分析化学年会会务组安排 
 

分组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会务组 亢晓峰 18700955089 

财务组 郭艳丽 15891713699 

网络组 姚付军 15802961262 

餐饮组 张宏芳 13891931869 

志愿者组 赵丹 13572955331 

论文编辑组 田磊 18192061285 

招商及布展组 白泉 13032933055 

资料组 聂菲 18629426646 

注册报到组 卫引茂 13572235339 

交通组 冯亚强 15009247372 

宾馆住宿组 王骊丽 13891908061 

会场及报告组 王超展 13571831605 

墙报布展组 刘家玮 13259703782 

墙报评奖组 杨小峰 13519150779 

茶歇组 陈方方 18092951316 

宣传组 马向科 18392866355 

安全保卫及突发事件组 李楠 13319293405 

 



 

附表 1 作息时间 
 

会议作息时间表 
 

上午 
早餐 6:40-7:30 入住宾馆 
会议 8:00-18:00 会场（请仔细阅读会议日程安排） 
午餐 12:00 指定餐厅 

 
下午 

午休 12:00-13:30 入住宾馆 
会议 14:00-18:00 会场（请仔细阅读会议日程安排） 
晚餐 18:00 指定餐厅 

 
 
 

备注 

1. 请代表一律凭代表证进入会场，凭餐券到指定餐厅用餐。 
2. 请保管好餐券，并记住指定用餐地点的名称。 
3. 往返宾馆和会场时，注意路标或班车名称，切勿上错班车。 
4. 如需自助步行，请仔细阅读会议网站公布的路线图，记住宾馆和会场的相对方位。 
5. 会议期间注意交通安全，过马路时注意来往车辆。 
6. 注意：曲江国际会议中心禁止吸烟。 

 



 

附表 2 会场安排 

会 场 地 点 6.15全天 6.16上午 6.16下午 6.17全天 

大会报告 

曲江大礼堂 √   √ 

406视频转播 √    
主席团会议室 
视频转播 

√    

微流控芯片与微分析 308  √   

电化学分析 
308   √  

国际报告厅  √ √  

显微成像与生物分析 
主席团会议室  √ √  

306   √  

单分子与单细胞分析 
化学计量学与生物信息 

306  √   

光谱与波谱分析 305  √ √  

色谱与分离技术 402  √ √  

纳米分析 
402   √  

406  √ √  

核酸分析 313  √   

女分析化学家论坛 313   √  

环境分析 玉兰厅  √   
高新分析技术论坛 玉兰厅   √  

食品与药物分析 311  √   

分析仪器与装置前沿论坛 311   √  

蛋白质分析与质谱分析 405  √ √  

聚集诱导发光 国际会议厅  √   

青年科学家论坛 国际会议厅   √  
 

备注 1：6月15日和6月17日全天大会报告会场为曲江大礼堂；406和主席团会议室视频转播。 
备注 2：所有报告人无排序，随机安排。 
备注 3：会议时间为上午8:00-12:00，下午2:00-6:00。 
备注 4：墙报展示时间为上午8:00-12:00和下午2:00-6:00（见附表 7和 8）。 
备注 5：曲江国际会议中心禁止吸烟。 

 

 



 

附表 3 会场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总负责：王超展 13571831605   魏永锋 18291891227 

会场名称 地点 会场负责人 联系电话 

大会报告 大礼堂主会场 

王超展 
魏永锋 
韩  静 
张健健 
聂  菲 

13571831605 
18291891227 
18829589585 
15829055232 
18629246646 

大会报告转播厅1 406会议室 
汤宏胜 
申纪伟 

13649200293 
13669201696 

大会报告转播厅2 主席团会议室 
张天龙 
田  磊 

18709220110 
18192061285 

分会场  308会议室 魏永锋 18291891227 

分会场  国际报告厅 田  磊 18192061285 

分会场  主席团会议室 杨小峰 13519150779 

分会场  306会议室 张天龙 18709220110 

分会场  305会议室 申纪伟 13669201696 

分会场  402会议室 卫引茂 13572235339 

分会场  406会议室 张  欣 13891840726 

分会场  313会议室 韩  静 18829589585 

分会场  玉兰厅 王超展 13571831605 

分会场  311会议室 白  泉 13032933055 

分会场  405会议室 汤宏胜 13649200293 

分会场  国际会议厅 张健健 15829055232 

 



 

附表 4 墙报展示内容安排表 
 

墙报时间 墙报内容 负责人 
（联系电话） 

6 月 15 日上午 电化学分析 

刘家玮 
13259703782 

6 月 15 日下午 
部分电化学分析 
显微成像与生物分析 
核酸分析 

6 月 16 日上午 纳米分析 
微流控芯片与微分析 

6 月 16 日下午 

质谱分析 
食品与药物分析 
化学计量学与生物信息 
蛋白质分析 
单分子与单细胞分析 

6 月 17 日上午 色谱与分离技术 
环境分析 

6 月 17 日下午 光谱与波谱分析 
聚集诱导发光 

备注 1：由于投稿领域分布不均，部分研究领域合并展示。 

备注 2：墙报张贴位置见附表 7 和 8，安排在上午展示的墙报请于早上 8:00 以前在指定位置张贴，下午 
2:00 之前取回自己的墙报；安排在下午展示的墙报请于下午 2:00 之前在指定位置张贴，下午 6:00 会议结

束时取回自己的墙报。 

备注 3：请指派一名墙报作者站自己的墙报前与大家讨论交流。 

备注 4：每个时段均产生若干优秀墙报奖，颁奖时间为 6 月 17 日下午，地点为会议中心大礼堂（三楼） 

备注 5：曲江会议中心大礼堂禁止吸烟。 

 



联系人 

附表 5 宾馆会务组联系人  

总负责人：王骊丽 13891908061 

序 号 宾馆名称 宾馆地址 前台电话 
会务组 
负责人 

会务组 
联系电话 

1 

曲江华美

达广场酒

店 
雁南五路1958号 029-88137777 袁琛琛 

芦芮 
18829590600 
18710484739 

2 
西安曲江

银座酒店 
翠华南路982号 029-65690000 

张念喆 
刘玉锋 

15191887357 
18710332630 

3 
西安汇成

天玺酒店 朱雀大街南段1号 029-68771111 
陈霞 

孙亚南 
17782933040 
18710826252 

4 

维也纳酒

店（西安

国际会展

中心店） 

朱雀路南段与长安西

路十字西北角 029-89325888 
张婷 

李鹏娟 
13359293935 
15684178125 

5 西安宾馆 长安北路58号 029-87666666 尉瑞霞 
陈丽琴 

13279390218 
15009258168 

 
6 

大雁塔假日

酒店 
雁塔区南二环东段398

号 
029-88668877 王晓 

刘亚楠 
15529388607 
15891767891 

 
7 

 
非指定宾

馆 

 
王志颖      18829058553 

 
备注 1：曲江华美达广场酒店步行3分钟到达会场，西安曲江银座酒店步行4分钟到达会场。 

备注 2：西安汇成天玺酒店、维也纳酒店（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店）安排摆渡车，10分钟车程；西

安宾馆安排摆渡车，35分钟车程；大雁塔假日酒店安排摆渡车，25分钟车程。 

备注 3：自行乘坐地铁 2 号线，韦曲南方向 16 站到达会展中心站，1、从东南 C 口出发，步行

1.1 公里到达曲江会议中心；乘坐 270 路、161 路在曲江国际会议中心站下车，步行

27 米到达曲江国际会议中心。 

备注 4：会议期间注意交通安全，过马路时注意来往车辆。 
 

 



 

附表6 第十三届全国分析化学年会报告日程表 

6 月 15 日 开幕式 (8:00-8:40) 

序号 内 容 时 间 主持人 

1 与会嘉宾及会议组织情况介绍 8:00-8:05 

亢晓峰 
2 中国化学会分析化学委员会主任杨秀荣院士致辞 8:05-8:10 

3 陕西省领导致辞 8:10-8:15 

4 西北大学郭立宏校长致辞 8:15-8:20 

5 分析化学基础研究梁树权奖颁奖仪式 8:20-8:30 汪尔康 

6 中国青年分析化学家奖颁奖仪式 8:30-8:40 俞汝勤 

 
  

 



 

大会特邀报告     （大会主席：陈洪渊 杨秀荣） 
一、6 月 15 日大会特邀报告                           地点：曲江大礼堂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FRI-01 汪尔康 分析科学促进科技发展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8:40-9:10 
杨秀荣 

FRI-02 俞汝勤 分析化学研究范式演进趋势刍议 湖南大学 9:10-9:40 

茶歇和墙报 

FRI-03 董绍俊 开拓新型纳米酶及应用研究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10:00-10:30 
刘买利 

FRI-04 江桂斌 细颗粒分析方法研究的一些最新进

展 
中科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 10:30-11:00 

FRI-05 唐本忠 Bioanalyses by AIEgens 香港科技大学 11:00-11:30 
赵进才 

FRI-06 田 禾 Luminescent Supramolecular Systems 
for Potential Sensing 华东理工大学 11:30-12:00 

午 餐 

FRI-07 刘买利 1H-14N NMR 方法及其生物学应用 中科院物理数

学研究所 14:00-14:20 

江桂斌 FRI-08 邵元华 玻璃微、纳米双管的制备、表征及

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 北京大学 14:20-14:40 

FRI-09 鞠熀先 细胞表面糖基与细胞内蛋白质糖基

化的原位分析 南京大学 14:40-15:00 

FRI-10 唐 波 聚集诱导光分析在生物复杂体系应

用新进展：Au-Se 键抗生物硫醇干扰 山东师范大学 15:00-15:20 
田 禾 FRI-11 任 斌 高时空分辨电化学拉曼光谱技术 厦门大学 15:20-15:40 

FRI-12 张学记 纳米诊疗一体化进展 北京科技大学 15:40-16:00 

茶歇和墙报 

FRI-13 严秀平 功能化长余辉纳米粒子的生物分析

应用 江南大学 16:20-16:40 

邵元华 FRI-14 朱俊杰 基于等离子体显微镜的纳米生物传

感技术 南京大学 16:40-17:00 

FRI-15 樊春海 基于 DNA 纳米技术的有序界面构筑

与生物传感应用 
中科院上海应

用物理研究所 17:00-17:20 

FRI-16 亢晓峰 仿生和天然膜蛋白的组装及应用 西北大学 17:20-17:40 

刘虎威 FRI-17 杨  帆 分析化学-打造国际化精品中文科技

期刊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17:40-17:50 

FRI-18 郝临晓 中国化学会旗舰新刊 CCS Chemistry 
介绍 中国化学会 17:50-18:00 

欢迎晚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99%E6%B8%AF%E7%A7%91%E6%8A%80%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4%B8%9C%E7%90%86%E5%B7%A5%E5%A4%A7%E5%AD%A6/495826


 

二、6 月 17 日大会特邀报告                           地点：曲江大礼堂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UN-01 陈洪渊 分析化学迈入新时代 南京大学 8:00-8:30 
唐本忠 

SUN-02 张新荣 质谱流式细胞检测方法研究 清华大学 8:30-8:50 

SUN-03 毛兰群 活体电分析化学 中科院化学研

究所 8:50-9:10 

鞠熀先 SUN-04 李景虹 单体电化学：从单分子、单粒子到

单细胞分析化学 清华大学 9:10-9:30 

SUN-05 龙亿涛 纳米孔道限域传感分析 华东理工大学 9:30-9:50 

茶歇和墙报 

SUN-06 赵宇亮 纳米生物效应及其化学生物分析方

法 
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 10:10-10:40 

王春霞 SUN-07 逯乐慧 聚多巴胺黑色素为载体的纳米探针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10:40-11:00 

SUN-08 蒋兴宇 结合微流控芯片和纳米技术提高生

化分析的效率 
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 11:00-11:20 

SUN-09 夏兴华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增强光电分析方

法 南京大学 11:20-11:40 
亢晓峰 

SUN-10 张晓兵 高性能荧光生物成像探针的研究 湖南大学 11:40-12:00 

午 餐 

SUN-11 刘虎威 敞开式离子化质谱用于蓝细菌活体

表面脂质组学分析 北京大学 14:00-14:20 

樊春海 SUN-12 高学云 单细胞水平下不同侵袭能力肿瘤细

胞的多种蛋白同时定量分析 
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 14:20-14:40 

SUN-13 江云宝 基于 Ag(Ⅰ)-硫醇配位聚合物的光谱

传感 厦门大学 14:40-15:00 

SUN-14 庞代文 量子点：从生物标记、示踪、成像

到光电显示 武汉大学 15:00-15:20 
张学记 

SUN-15 刘宝红 微纳分析系统用于单细胞生物分子

高灵敏度检测 复旦大学 15:20-15:40 

茶 歇 

SUN-16 牛 利 面向生物分析应用的分析仪器设计 广州大学 16:00-16:20 

毛兰群 
SUN-17 卢小泉 卟啉电化学与生物传感研究 天津大学 16:20-16:40 
SUN-18 杨小峰 生物荧光探针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西北大学 16:40-17:00 

SUN-19 刘 麟 未知化合物探索的解决之道-岛津全

新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分析系统 
岛津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17:00-17:20 

优秀墙报奖颁奖仪式 
及闭幕式 杨秀荣 主持 

 
 
 
 
 

 



 

各分会场报告（6 月 16 日） 
主题：微流控芯片与微分析     分会主席：蒋兴宇 王进义       地点：308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01 许丹科 表面等离子体成像分析方法在适配

体筛选中的研究与应用 南京大学 8:00-8:15 

蒋兴宇 
SAT-I-02 刘笔锋 微流控芯片外泌体编辑、分离与生

物学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 8:15-8:30 

SAT-I-03 蒲巧生 低成本非接触式电导检测器的优化 兰州大学 8:30-8:45 

SAT-O-04 张志凌 复杂样品中病毒颗粒的快速高灵敏

检测 武汉大学 8:45-8:55 

王进义 SAT-O-05 牟 颖 基于高密度飞升级反应室微流控芯

片的数字 ELISA 研究 浙江大学 8:55-9:05 

SAT-O-06 陈翊平 线性范围可调控的微流控免疫芯片

在多指标检测中的研究 
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 9:05-9:15 

SAT-O-07 巫金波 Surface Tension Confined Droplet 
Microfluidics 上海大学 9:15-9:25 

朱 志 SAT-O-08 刘妍君 微流控芯片用于细胞微环境重构及

迁移行为研究 复旦大学 9:25-9:35 

SAT-O-09 熊 博 双喷雾微流控芯片-质谱分析方法及

其应用 华中师范大学 9:35-9:45 

茶歇和墙报 

SAT-I-10 王进义 微流控芯片上的细胞操控与类组织

构建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 10:05-10:20 

许丹科 SAT-I-11 于京华 三维柔性纸基器件与生物传感 济南大学 10:20-10:35 

SAT-I-12 朱 志 基于液滴微流控的多肽筛选新方法

及其应用 厦门大学 10:35-10:50 

SAT-O-13 吴志勇 微流控分析系统中的电动堆积方法

及应用研究 东北大学 10:50-11:00 

刘笔锋 SAT-O-14 张 伟 条码化纸基芯片在即时检测中的应

用 
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 11:00-11:10 

SAT-O-15 杨 帆 基于跨尺度传感界面的 microRNA
高灵敏检测 

湖北中医药大

学 11:10-11:20 

SAT-O-16 干 宁 
基于微芯片电泳及 ExoIII 酶和 CHA
辅助双重信号放大的多种金属离子

同时检测方法 
宁波大学 11:20-11:30 

蒲巧生 

SAT-O-17 谢 敏 三维多孔微流控芯片用于循环肿瘤

细胞的捕获和释放 武汉大学 11:30-11:40 

午 餐 

 
 
 
 
 

 



 

主题：电化学分析   分会主席：李景虹 张成孝                 地点：308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18 秦 伟 电位型生物传感器研究进展 中科院烟台海

岸带研究所 2:00-2:15 

冶保献 SAT-I-19 李建平 糖基化大分子印迹电化学传感器研

究 桂林理工大学 2:15-2:30 

SAT-I-20 谢青季 三维蜂窝状多孔纳米金的动态气泡

模板法制备机理研究与电分析应用 湖南师范大学 2:30-2:45 

SAT-I-21 李 延 DNA 甲基化和羟甲基化电化学发光

生物传感新方法的研究 西北大学 2:45-3:00 

秦 伟 SAT-I-22 汪莉 新型碳基自支撑电极的设计、构筑

及电化学传感 江西师范大学 3:00-3:15 

SAT-O-23 张敬东 基于光催化燃料电池构建新型自供

能传感体系 华中科技大学 3:15-3:25 

SAT-O-24 吴康兵 Cu 基 MOFs 的电化学传感及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 3:25-3:35 

张袁健 
SAT-O-25 马 强 

基于铜铟锌硫量子点表面增强电化

学发光传感器用于 EGFR 基因的检

测 
吉林大学 3:35-3:45 

茶歇和墙报 

SAT-I-26 冶保献 基于脱氧核酶信号放大的电化学生

物传感研究 郑州大学 4:05-4:20 

谢青季 
SAT-I-27 徐茂田 β-淀粉样蛋白检测新方法的研究 商丘师范学院 4:20-4:35 

SAT-I-28 张袁健 非共价修饰二维氮化碳提升电化学

发光生物传感性能 东南大学 4:35-4:50 

SAT-I-29 姜秀娥 光谱电化学的生物膜界面分析及传

感 
中科院长春应

化所 4:50-5:05 

SAT-O-30 马明明 双极制界面电位法检测 2,4‒二甲基

苯胺 西安工程大学 5:05-5:15 

徐茂田 SAT-O-31 刘红云 构建基于酶的复杂生物计算体系和

逻辑功能器件 北京师范大学 5:15-5:25 

SAT-O-32 孙 伟 
纳米 ZnO 掺杂碳纳米纤维复合材料

修饰电极对血红蛋白的直接电化学

行为研究 
海南师范大学 5:25-5:35 

 
  

 



 

主题：电化学分析     分会主席：李景虹 张成孝        地点：国际报告厅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01 李根喜 蛋白质的电化学分析：电极界面的

分子识别与组装 南京大学 8:00-8:15 

李景虹 SAT-I-02 金万勤 纳米材料的规则化调控及其在生物

传感中的应用 南京工业大学 8:15-8:30 

SAT-I-03 徐国宝 电化学发光高灵敏分析方法及新型

装置 
中科院长春应

化所 8:30-8:45 

SAT-O-04 李念兵 功能化复合纳米材料构建 Signal-On
光电化学生物传感器 西南大学 8:45-8:55 

李根喜 SAT-O-05 刘 宏 面向现场快速检测（POCT）的分析

方法与器件 东南大学 8:55-9:05 

SAT-O-06 郭黎平 MOFs 功能化及电分析应用 东北师范大学 9:05-9:15 

SAT-O-07 彭章泉 锂-氧气电池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和技

术挑战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9:15-9:25 

徐国宝 SAT-O-08 许元红 电化学法制备新型二维材料量子点

及在生化分析中的应用 青岛大学 9:25-9:35 

SAT-O-09 漆红兰 基于新型铱金属配合物的电化学发

光分析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9:35-9:45 

茶歇和墙报 

SAT-I-10 陈 卫 高活性电化学界面材料设计及其电

催化和电分析应用 
中科院长春应

化所 10:05-10:20 

张成孝 SAT-I-11 袁 若 电致化学发光生物传感器构建新思

路 西南大学 10:20-10:35 

SAT-I-12 黄行九 纳米电分析化学中物性行为 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 10:35-10:50 

SAT-O-13 周小明 

Paper based electrochemi- 
luminescence sensor for highly sensitive 
detection of amyloid-
βoligomerization:Toward potential diagnosis 
of Alzheimer’s disease 

华南师范大学 10:50-11:00 

陈 卫 
SAT-O-14 胡成国 电化学传感阵列的新型制备技术及

其分析应用 武汉大学 11:00-11:10 

SAT-O-15 张中海 基于光子-等离子协同共振效应的光

电分析化学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11:10-11:20 

SAT-O-16 刘 洋 “单位点”调控的纳米电化学分析研

究 清华大学 11:20-11:30 

袁 若 SAT-O-17 卓 颖 

基于形貌可控的 DPA 纳米方块和一

步 DNA 步行器放大策略构建电致化

学发光生物传感器检测 microRNA
的研究 

西南大学 11:30-11:40 

SAT-O-18 唐艳丽 唐老师报告调整到显微成像分会 陕西师范大学 11:40-11:50 

午 餐 

SAT-I-19 张成孝 电化学发光生物传感分析研究进展 陕西师范大学 2:00-2:15 
王怀生 

SAT-I-20 苏 彬 抗污染均孔膜均孔膜界面电化学分

析和分子分离 浙江大学 2:15-2:30 

 



 

SAT-I-21 陈金华 基于氮掺杂多孔碳多面体的光电化

学生物传感 湖南大学 2:30-2:45 

SAT-O-22 周建华 电化学-纳米等离子体光学联用技术

研究 中山大学 2:45-2:55 

屠一锋 SAT-O-23 丁收年 量子点电化学发光免疫传感器 东南大学 2:55-3:05 

SAT-O-24 陈 旭 基于短肽共组装功能化平台用于细

胞 ROS 实时监测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 3:05-3:15 

SAT-O-25 邢志财 钨基材料电化学界面的构筑及能源

分析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3:15-3:25 

罗细亮 SAT-O-26 杨海朋 基于二氧化钛光还原铂制备电化学

传感器 深圳大学 3:25-3:35 

SAT-O-27 陈晓君 电化学基因传感在肿瘤标志物和生

物毒素中的研究 南京工业大学 3:35-3:45 

茶歇和墙报 

SAT-I-28 王怀生 碳量子点的制备及其电化学发光分

析研究 聊城大学 4:05-4:20 

苏 彬 SAT-I-29 屠一锋 糖尿病研究中的电化学发光分析应

用 苏州大学 4:20-4:35 

SAT-I-30 罗细亮 基于功能聚合物的抗污染传感器构

建及其在复杂体系中的检测应用 青岛科技大学 4:35-4:50 

SAT-O-31 张友玉 碳基发光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分析检

测应用 湖南师范大学 4:50-5:00 

陈金华 
SAT-O-32 谭学才 分子印迹电致化学发光传感器用于

蜂蜜中氯霉素的检测 广西民族大学 5:00-5:10 

SAT-O-33 肖 丹 电导和电位分析方法信号放大研究 四川大学 5:10-5:20 

SAT-O-34 刘秀辉 聚酰胺-胺封装纳米金的超氧阴离子

传感器的构建及其在细胞中的应用 西北师范大学 5:20-5:30 

 
  

 



 

主题：显微成像与生物分析 分会主席：梁高林 王振新  地点：主席团会议室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01 王雪梅 基于功能纳米探针的细胞受激氧化

还原态检测与成像研究 东南大学 8:00-8:15 

王振新 SAT-I-02 梁高林 自组装在生物成像分析中的应用 中国科技大学 8:15-8:30 

SAT-I-03 胡继明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细胞成像分析技

术的进展与展望 武汉大学 8:30-8:45 

SAT-O-04 杨文超 靶向弹性蛋白酶的特异性荧光探针

及应用 华中师范大学 8:45-8:55 

刘松琴 SAT-O-05 徐兆超 酸性生物体系超分辨荧光成像 中科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 8:55-9:05 

SAT-O-06 叶德举 激活型多模态影像探针与活体成像

分析 南京大学 9:05-9:15 

SAT-O-07 吴爱国 氧化铁基纳米诊断治疗学 
中科院宁波材

料技术与工程

研究所 
9:15-9:25 

聂舟 SAT-O-08 高 远 活体内超分子自组装在肿瘤成像和

治疗中的应用 
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 9:25-9:35 

SAT-O-09 宋 波 一种新型时间分辨荧光-磁共振双模

式次氯酸生物探针的合成及应用 大连理工大学 9:35-9:45 

茶歇和墙报 

SAT-I-10 刘松琴 生物分析新处理新方法 东南大学 10:05-10:20 

梁高林 SAT-I-11 何 耀 硅基生物成像分析与传感检测 苏州大学 10:20-10:35 

SAT-I-12 王振新 基于微阵列生物芯片的临床分析方

法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10:35-10:50 

SAT-O-13 杨占军 功能化纳米材料在化学发光及成像

免疫分析中应用研究 扬州大学 10:50-11:00 

王雪梅 SAT-O-14 姜 晖 配体调制的金纳米簇荧光及细胞成

像应用 东南大学 11:00-11:10 

SAT-O-15 刘爱骅 微生物表面展示分子元件及其生物

传感应用 

 
青岛大学 

 
11:10-11:20 

SAT-O-16 袁 林 基于新型荧光染料的荧光探针设计

与成像分析 湖南大学 11:20-11:30 
何 耀 

SAT-O-17 王桂文 分子振动光谱与相差成像分析醛类

消毒剂对家蚕微孢子虫孢子的作用 广西科学院 11:30-11:40 

午 餐 

SAT-I-18 赵书林 
生物质碳点-核酸适配体复合物用于

跟踪肿瘤细胞的靶向药物释放与成

像 
广西师范大学 2:00-2:15 

胡继明 SAT-I-19 袁景利 一种可见光激发的新型铕配合物次

氯酸探针的合成与应用 大连理工大学 2:15-2:30 

SAT-I-20 聂 舟 表面重构荧光蛋白在生物传感和靶

向输送中的应用 湖南大学 2:30-2:45 

 



 

SAT-O-21 王小磊 3D 打印结合微针阵列在肿瘤早期无

痛分析检测中的应用 南昌大学 2:45-2:55 

赵书林 SAT-O-22 刘晓庆 基于多功能纳米材料的肿瘤光动力

治疗 武汉大学 2:55-3:05 

SAT-O-23 徐志爱 pH 响应荧光纳米探针的构建和应用 华东师范大学 3:05-3:15 

SAT-O-24 王蔚芝 多肽分子探针的靶向造影与活体检

测 
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 3:15-3:25 

袁景利 SAT-O-25 吴 萍 
构建金纳米孔阵列用于 DNA 表观遗

传修饰的表面增强拉曼散射光谱分

析 
南京师范大学 3:25-3:35 

SAT-O-26 孔令杰 
In vivo volumetric imaging of fast 
biological dynamics in deep tissue via 
wavefront engineering 

清华大学 3:35-3:45 

茶歇和墙报 

SAT-I-27 孔德明 基于核酸等温扩增的传感器设计 南开大学 4:05-4:20 

聂 舟 SAT-I-28 张忠平 端粒酶专属性球形核酸探针用于肿

瘤细胞跨平台检测 
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 4:20-4:35 

SAT-I-29 唐宏武 基于光镊的液相芯片分析装置的构

建和应用 武汉大学 4:35-4:50 

SAT-O-30 朱泽策 一种全局荧光寿命成像的方法用于

延迟荧光材料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 4:50-5:00 

孔德明 SAT-O-31 邱洪灯 
基于铜离子介导的对巯基苯甲酸修

饰的纳米金用于细菌中鸟苷四磷酸

的可视化检测 

中科院兰州化

学物理研究所 5:00-5:10 

SAT-O-32 刘锦斌 内源型近红外双发射金属纳米粒子

及其比率成像 华南理工大学 5:10-5:20 

SAT-O-33 张小玲 分子/纳米荧光探针及生物分析应用 北京理工大学 5:20-5:30 
张忠平 

SAT-O-34 段新瑞 基于磁悬浮的癌症干细胞快速分选 陕西师范大学 5:30-5:40 

SAT-O-35 唐艳丽 基于共轭聚合物的生物传感及生化

分析 陕西师范大学 5:40-5:50  

  

 



 

主题：单分子与单细胞分析     分会主席：黄卫华 姚付军       地点：306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01 任吉存 活细胞内单分子光谱方法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8:00-8:15 

姚付军 SAT-I-02 黄卫华 纳米电极亚细胞实时动态监测 武汉大学 8:15-8:30 

SAT-I-03 何 彦 单颗粒旋转示踪成像在化学和生物

分析研究中的应用 清华大学 8:30-8:45 

SAT-O-04 姚付军 纳米孔单分子技术对卟啉质子化动

力学过程的实时监测 西北大学 8:45-8:55 

任吉存 SAT-O-05 杨培慧 单细胞传感器的构建及其对单细胞

粘附分子的分析应用 暨南大学 8:55-9:05 

SAT-O-06 宋 杰 动态 DNA 纳米结构的构建及信息传

递 上海交通大学 9:05-9:15 

SAT-O-07 董朝青 单个活细胞内纳米粒子的荧光相关

光谱原位分析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9:15-9:25 

黄卫华 SAT-O-08 李 慧 活细胞内单颗粒荧光成像技术研究 南京大学 9:25-9:35 

SAT-O-09 王 莹 纳米通道单分子分析新体系的研究

及应用 长安大学 9:35-9:45 

茶歇和墙报 

 

主题:化学计量学与生物信息    分会主席：吴海龙 李 华        地点：306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10 吴海龙 复杂体系数学分离及精准定量方法

研究新进展 湖南大学 10:05-10:20 

邹小勇 SAT-I-11 李 华 
基于化学计量学及化学信息学的含

能材料绿色精准合成反应机理和过

程优化研究 

西北大学/西安

石油大学 10:20-10:35 

SAT-I-12 邵学广 温控近红外光谱高维数据解析方法

研究 南开大学 10:35-10:50 

SAT-O-13 翟红林 化学图像特征融合及其对红酒中九

种目标组分的同时定量分析研究 兰州大学 10:50-11:00 

吴海龙 
SAT-O-14 邹小勇 生物分子网络的分析与研究 中山大学 11:00-11:10 

SAT-O-15 赵肃清 甘胆酸的抗体制备与免疫分析方法

研究 广东工业大学 11:20-11:30 

SAT-O-16 王 勇 纳米分析体系中的化学计量学应用 南昌大学 11:30-11:40 

午 餐 

 



 

主题：显微成像与生物分析       分会主席：张 凡 高锦豪      地点：306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17 张 凡 近红外荧光多重成像分析 复旦大学 2:00-2:15 

上官棣华 SAT-I-18 高 峰 基于半导体聚合物量子点的生物传

感与成像 安徽师范大学 2:15-2:30 

SAT-I-19 丁 霖 细胞表面特定糖蛋白的聚糖成像 南京大学 2:30-2:45 

SAT-O-20 洪学传 

Small-molecule Organic NIR-II 
Fluorophores for in vivo Tumor 
Imaging, Image-guided Surgery and 
Drug Target Validation 

武汉大学 2:45-2:55 

高 峰 
SAT-O-21 魏为力 基于模式识别的光学阵列传感器用

于手性及生物分析 重庆大学 2:55-3:05 

SAT-O-22 牛丽亚 基于 BODIPY 衍生物检测巯基化合

物的荧光探针 北京师范大学 3:05-3:15 

SAT-O-23 赵 超 化学功能化的肽核酸在临床诊断方

面的应用 

中科院宁波材

料技术与工程

研究所 
3:15-3:25 

丁 霖 
SAT-O-24 冯国强 活细胞和活体内 CO 的荧光探针构

建及其成像 华中师范大学 3:25-3:35 

SAT-O-25 李晓民 近红外光成像指导下的多模式给药 复旦大学 3:35-3:45 

茶歇和墙报 

SAT-I-26 上官棣

华 
活细胞分析探针的筛选、构建与应

用 
中科院化学研

究所 4:05-4:20 

张 凡 SAT-I-27 高锦豪 肿瘤转移活体成像诊断与治疗基础

研究 厦门大学 4:20-4:35 

SAT-I-28 蔡称心 掺杂石墨烯量子点的荧光发光机制

及分析应用 南京师范大学 4:35-4:50 

SAT-O-29 毕 赛 基于 DNA 自组装技术的生物传感与

成像分析新方法 青岛大学 4:50-5:00 

高锦豪 
SAT-O-30 仉 华 构建生物识别限速步骤诱导型多色

荧光探针 河南师范大学 5:00-5:10 

SAT-O-31 李文友 一锅法制备钆掺杂硅纳米粒子用于

荧光/磁共振双模态成像 南开大学 5:10-5:20 

SAT-O-32 翁西伦 聚烯烃弹性体改性流延聚丙烯薄膜

的优化制备及相形貌研究 
陶氏化学投资

有限公司 5:20-5:30 

 
  

 



 

主题：光谱与波谱分析  分会主席：刘志洪 杨小峰              地点：305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01 马会民 蛋白酶的光学探针与成像分析 中科院化学所 8:00-8:15 
杨小峰 SAT-I-02 侯贤灯 基于尖端放电的光谱分析技术 四川大学 8:15-8:30 

SAT-I-03 刘志洪 天线敏化上转换荧光探针 武汉大学 8:30-8:45 

SAT-O-04 陈旭伟 石墨烯量子点在生物传感分析中的

应用 东北大学 8:45-8:55 

马会民 SAT-O-05 褚立强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糖芯片的构建与

应用 天津科技大学 8:55-9:05 

SAT-O-06 刘定斌 无背景表面增强拉曼光谱 南开大学 9:05-9:15 

SAT-O-07 张文珠 基于过渡金属钌配合物的硫化氢荧

光探针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9:15-9:25 

侯贤灯 SAT-O-08 曾景斌 Magnetic/plasmonic nanoparticles for 
sensing and imaging application 中国石油大学 9:25-9:35 

SAT-O-09 李晓花 氧化还原性生理活性物质荧光探针

的设计与细胞成像应用 中科院化学所 9:35-9:45 

茶歇和墙报 

SAT-I-10 何治柯 基于纳米粒子的多色荧光分析及其

应用 武汉大学 10:05-10:20 

刘志洪 SAT-I-11 李保新 
Dual-Hemin-Labelled Catalytic Molecular 
Beacon: A Monomer-Dimer Switching Probe 
for Sensitive Chemiluminescence Detection 
of Biomolecules 

陕西师范大学 10:20-10:35 

SAT-I-12 胡 斌 ICP-MS 单细胞分析 武汉大学 10:35-10:50 

SAT-O-13 刘洪林 液态界面增强拉曼散射光谱及定量

化分析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 10:50-11:00 

李保新 SAT-O-14 尹学博 荧光 MOFs 的设计及其比例型传感

和多目标物检测应用 南开大学 11:00-11:10 

SAT-O-15 范美坤 
用于水果表面及果汁中农药残留在

线检测的双功能海绵状 PDMS-SERS
基底的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 11:10-11:20 

SAT-O-16 孙 健 荧光酶联免疫分析新方法研究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11:20-11:30 

胡 斌 SAT-O-17 陈 钧 生物光系统的紫外共振拉曼光谱分

析 
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 11:30-11:40 

SAT-O-18 张 许 白蛋白与棕榈酸相互作用的核磁共

振研究 

中国科学院武

汉物理与数学

研究所 
11:40-11:50 

午 餐 

SAT-I-19 邓 风 固体 NMR 氢检测技术在分子筛催

化剂金属活性中心表征中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武

汉物理与数学

研究所 
2:00-2:15 

邬建敏 
SAT-I-20 陈 曦 新型氧荧光传感材料 厦门大学 2:15-2:30 

SAT-I-21 杨良保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对人体体液中毒

品 的快速检测 
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 2:30-2:45 

SAT-O-22 罗红群 基于共振散射和荧光的比率传感策

略及其分析应用 西南大学 2:45-2:55 

 



 

SAT-O-23 杨海军 氨水中产生氨基自由基反应机理的

核磁共振波谱和质谱研究 清华大学 2:55-3:05 

邓 风 

SAT-O-24 周艳梅 
一锅法合成亲、疏水的碳点及它们

在生物传感 Au3+和白色发光二极管

中的应用 
河南大学 3:05-3:15 

SAT-O-25 张 强 智能微凝胶光子器件的构筑及传感

应用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3:15-3:25 

SAT-O-26 郑鹄志 
基于荧光素衍生物模拟酶活性酶促

级联放大策略检测 β-半乳糖苷酶和

肿瘤标志物 
西南大学 3:25-3:35 

SAT-O-27 王后禹 新型硅基纳米光学传感器 苏州大学 3:35-3:45 

茶歇和墙报 

SAT-I-28 邬建敏 多孔硅-碳点双色发光体系的构建及

生物传感应用 浙江大学 4:05-4:20 

陈 曦 SAT-I-29 李剑锋 表面拉曼光谱分析 厦门大学 4:20-4:35 

SAT-I-30 李 娟 基于核酸适体的活细胞膜蛋白生物

成像及功能调控 福州大学 4:35-4:50 

SAT-O-31 程 琳 毛细管聚焦的微束 X 射线荧光谱仪

的研发及其应用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4:50-5:00 
李剑锋 

SAT-O-32 于永亮 基于雾化进样的微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在元素分析中的应用 东北大学 5:00-5:10 

SAT-O-33 陈贝贝 激光剥蚀-等离子体质谱用于亚器官

内 CeO2纳米粒子分布行为研究 武汉大学 5:10-5:20 
李 娟 

SAT-O-34 刘博文 表面等离激元光谱线形的调控及其

在传感检测中的应用 兰州大学 5:20-5:30 

 
  

 



 

主题：色谱与分离技术      分会主席：张丽华 白 泉 卫引茂    地点：402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间 主持人 

SAT-I-01 陈 义 高重现毛细管电泳 中科院化学研

究所 8:00-8:15 

张丽华 
SAT-I-02 梁鑫淼 智能聚合物材料用于翻译后修饰肽

的选择性富集 
中科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 8:15-8:30 

SAT-I-03 张书胜 磁性石墨烯功能化 MOF 材料的制备

及其用于手性分离 郑州大学 8:30-8:45 

SAT-I-04 卫引茂 掺杂 Cu 磁性吸附剂及其吸附选择性 西北大学 8:45-9:00 

SAT-O-05 张 锴 赖氨酸修饰结合蛋白系统分析新方

法研究 天津医科大学 9:00-9:10 

张书胜 
SAT-O-06 杨 丽 毛细管免疫传感器的研究与应用 东北师范大学 9:10-9:20 

SAT-O-07 肖 华 氧化石墨烯在细胞核酸结合蛋白分

离分析中的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 9:20-9:30 

SAT-O-08 李祖光 新型样品前处理方法的应用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 9:30-9:40 

茶歇和墙报 

SAT-I-09 邓春晖 亲水性三肽功能化的磁性金属有机

骨架材料用于 N-糖肽的高效富集 复旦大学 10:05-10:20 

卫引茂 

SAT-I-10 张丽华 基于印迹技术的生物样品选择性识

别 
中科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 10:20-10:35 

SAT-I-11 李向军 

衍生化试剂作为手性拆分剂用于小

鼠脑脊液中双手性中心分子 3-羟基

天冬氨酸的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分

析 

中国科学院大

学化学科学学

院 
10:35-10:50 

SAT-I-12 张海霞 
基于多功能介孔硅共价聚合制备有

机-无机杂化整体凝胶选择性富集核

苷 
兰州大学 10:50-11:05 

SAT-O-13 夏 炎 功能化修饰多孔骨架材料在色谱质

谱分析中的应用 南开大学 11:05-11:15 

邓春晖 

SAT-O-14 孙 敏 新型固相微萃取管的研究 济南大学 11:15-11:25 

SAT-O-15 杜新贞 
镍钛合金纤维基体上氧化锌纳米片

的可控组装及其高效选择性固相微

萃取 
西北师范大学 11:25-11:35 

SAT-O-16 赵文杰 
三嗪基共价微孔有机聚合物在高效

液相色谱固定相和固相萃取中的应

用 
河南工业大学 11:35-11:45 

午 餐 

SAT-I-17 练鸿振 核酸反相液相色谱保留行为研究 南京大学 2:00-2:15 

邓安平 

SAT-I-18 陈子林 新型毛细管电色谱柱研制及其应用 武汉大学 2:15-2:30 

SAT-I-19 耿信笃 基于液相色谱双变量理论的一分钟

色谱分离法 西北大学 2:30-2:45 

SAT-O-20 丛海林 重氮树脂和胶体晶体改性色谱填料

用于药物手性分析 青岛大学 2:45-2:55 

SAT-O-21 贾 丽 基于聚多巴胺功能化磁粒快速检测

致病菌 华南师范大学 2:55-3:05  
 

 



 

SAT-O-22 卿光焱 智能生物分离介质 中科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 3:05-3:15 
 
 
 

练鸿振 SAT-O-23 张寒琦 
Extraction of acetanilides in rice using 
ionic liquid-based matrix solid phase 
dispersion-solvent flotation 

吉林大学 3:15-3:25 

SAT-O-24 陈明丽 ICPMS 法用于单细胞中元素分布分

析 东北大学 3:25-3:35 

SAT-O-25 王超展 不同拓扑结构聚合物修饰的选择性

分离材料制备及其应用 西北大学 3:35-3:45 

茶歇和墙报 

SAT-I-26 邓安平 高灵敏定量免疫层析法的研究及其

在食品分析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 4:05-4:20 

陈子林 SAT-I-27 白 泉 SiO2@SiO2核壳微球的制备及其在

快速分离中的应用 西北大学 4:20-4:35 

SAT-I-28 陈朗星 功能化磁性石墨烯材料在低丰度蛋

白质/多肽富集中的应用研究 南开大学 4:35-4:50 

SAT-O-29 陈宏丽 毛细管电泳在研究反应机理和动力

学中的应用 兰州大学 4:50-5:00 

白 泉 SAT-O-30 窦海洋 非对称场流分离：一个温和的类色

谱分离技术 河北大学 5:00-5:10 

SAT-O-31 张 毅 降低侧流层析检测限 1-3 数量级的

纸上预富集新方法 江南大学 5:10-5:20 

 
 
 
 

 



 

主题：纳米分析        分会主席：王建华 汪乐余              地点：406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01 王建华 离子液体对碳点性能的调控及细胞

成像 东北大学 8:00-8:15 

陈兴国 SAT-I-02 王 铁 自组装结构在流动复杂体系中特异

性分离疾病标志物检测 
中科院化学研

究所 8:15-8:30 

SAT-I-03 双少敏 荧光探针的研究及其分析应用 山西大学 8:30-8:45 

SAT-O-04 夏云生 基于金纳米粒子自组装体的结构设

计与分析应用 安徽师范大学 8:45-8:55 

王建华 SAT-O-05 苏 邵 二硫化钼纳米复合材料在生物传感

中的应用研究 南京邮电大学 8:55-9:05 

SAT-O-06 陈 卓 石墨纳米囊拉曼成像与检测 湖南大学 9:05-9:15 

SAT-O-07 吴海臣 纳米孔技术用于血液中癌症抗原的

同时检测 
中科院高能物

理所 9:15-9:25 

王 铁 SAT-O-08 凌连生 基于金纳米粒子的动态光散射传感

器 中山大学 9:25-9:35 

SAT-O-09 王家海 仿生纳米传感器 广州大学 9:35-9:45 

茶歇和墙报 

SAT-I-10 陈兴国 新型荧光硅纳米颗粒的制备及其在

微量组分分析中的应用 兰州大学 10:05-10:20 

双少敏 SAT-I-11 董海峰 microRNA 纳米诊疗探针 北京科技大学 10:20-10:35 

SAT-I-12 谢海燕 仿生生物探针构建及其在成像分析

中的应用 北京理工大学 10:35-10:50 

SAT-O-13 李 娜 纳米诊疗探针的制备及肿瘤的高效

治疗 山东师范大学 10:50-11:00 

董海峰 SAT-O-14 宋尔群 基于光磁纳米探针的多组分分析策

略 西南大学 11:00-11:10 

SAT-O-15 马宏伟 “0+X”纳米膜作为生物芯片固相载体

的应用研究 
中科院苏州纳

米所 11:10-11:20 

SAT-O-16 李朝辉 基于逆合成分析的荧光碳点精准制

备及其线粒体成像研究 郑州大学 11:20-11:30 

谢海燕 SAT-O-17 李莉莉 
In Situ Nanofibrils Construction for 
Non-Invasive Bioimaging of 
Pancreatic Cancer 

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 11:30-11:40 

SAT-O-18 卫 伟 纳米材料在几种癌症标志物检测中

的应用 东南大学 11:40-11:50 

午 餐 

SAT-I-19 苏星光 新型纳米材料在生物传感中的应用

研究 吉林大学 2:00-2:15 

雷建平 SAT-I-20 池毓务 石墨相含碳纳米材料合成及传感应

用 福州大学 2:15-2:30 

SAT-I-21 汪乐余 纳米探针的构筑与分析应用 北京化工大学 2:30-2:45 

SAT-O-22 张明曦 近红外 IIB 区量子点用于活体深层

组织高分辨荧光成像 武汉理工大学 2:45-2:55  
 

 



 

SAT-O-23 汪宝堆 基于阴离子可逆响应的纳米纤维素

凝胶用于指纹识别和加密 兰州大学 2:55-3:05 
 

苏星光 

SAT-O-24 封心建 仿生三相界面材料的构筑与生物传

感应用 苏州大学 3:05-3:15 

SAT-O-25 黄 晋 金纳米颗粒表面可控修饰 DNA 数目

和位置 湖南大学 3:15-3:25 

池毓务 SAT-O-26 吴再生 核酸功能化和医学诊断 福州大学 3:25-3:35 

SAT-O-27 王 琛 纳米通道-离子通道杂交结构高灵敏

检测血液中铜离子浓度 中国药科大学 3:35-3:45 

茶歇和墙报 

SAT-I-28 刘国东 Carbon Nanotube-Based Lateral Flow 
Biosensors 

安徽科技学院/
北达科他州立

大学 
4:05-4:20 

汪乐余 SAT-I-29 雷建平 纳米级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在生物传

感与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南京大学 4:20-4:35 

SAT-I-30 罗红霞 
金铂双金属/L-半胱氨酸修饰石墨烯

平面电极对肾上腺素、抗坏血酸、

多巴胺和尿酸的同时检测 
中国人民大学 4:35-4:50 

SAT-O-31 武亚艳 基于调节表面电荷的传感阵列用于

生物分子识别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4:50-5:00 

刘国东 SAT-O-32 刘彦明 基于酶信号放大/共振能量转移策略

的 ECL/PEC 传感器构建 信阳师范学院 5:00-5:10 

SAT-O-33 郭隆华 纳米可视化传感策略及应用 福州大学 5:10-5:20 

SAT-O-34 李乐乐 近红外光激活的纳米探针用于细胞

内精准检测 
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 5:20-5:30 

罗红霞 SAT-O-35 黄昊文 基于纳米复合膜构建可视化分析检

测方法 湖南科技大学 5:30-5:40 

SAT-O-36 赵祥伟 基于 SERS 纳米标签的多元生物分

子检测 东南大学 5:40-5:50 

  

 



 

主题：核酸分析      分会主席：李正平 杨荣华                地点：313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01 李正平 核酸及蛋白质生物标志物的高灵敏

度分析 北京科技大学 8:00-8:15 

戴 宗 SAT-I-02 叶邦策 DNA 纳米机器设计及胞内 miRNA
成像应用 华东理工大学 8:15-8:30 

SAT-I-03 杨荣华 核酸探针设计新进展 长沙理工大学 8:30-8:45 

SAT-O-04 李 涛 DNA 四链结构与纳米组装及其在生

物分析、逻辑计算中的应用 中国科技大学 8:45-8:55 

李正平 SAT-O-05 李从刚 细胞中是否存在 G 四链体结构？ 
中科院武汉物

理与数学研究

所 
8:55-9:05 

SAT-O-06 吴 洁 基于马达式微/纳米生物探针的动态

传感检测 南京大学 9:05-9:15 

SAT-O-07 王建秀 胶质瘤中 miRNA 检测的方法学研究 中南大学 9:15-9:25 

叶邦策 SAT-O-08 李晓宏 离子调节 G-四链体构型转化 北京师范大学 9:25-9:35 

SAT-O-09 杜 衍 便携式 POCT 诊断法用于核酸精准

分析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9:35-9:45 

茶歇和墙报 

SAT-I-10 戴 宗 基于超薄纳米片状配位聚合物的细

胞内核酸检测与成像研究 中山大学 10:05-10:20 

杨荣华 SAT-I-11 左小磊 利用框架核酸结构构建精准生物识

别界面 
中科院上海应

用物理研究所 10:20-10:35 

SAT-I-12 卢建忠 基于核酸外切酶保护的多组分

microRNA 流式荧光检测 复旦大学 10:35-10:50 

SAT-O-13 王富安 高阶核酸分子运算线路用于智能医

学检测 武汉大学 10:50-11:00 

左小磊 
SAT-O-14 邵 勇 基于核酸特性结构及碱基缺失位点

的高选择性传感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11:00-11:10 

SAT-O-15 石 超 RNA 的一步法快速可视化检测 青岛大学 11:10-11:20 

SAT-I-16 孔继烈 一种基于 Exo-NAT 技术的新型核酸

恒温扩增研究及其微流控诊断应用 复旦大学 11:20-11:35 

午餐 

 
  

 



 

主题：女分析化学家论坛      主席：徐静娟 申烨华            地点：313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16 徐静娟 单颗粒成像分析 南京大学 2:00-2:15 

何凤娇 
SAT-I-17 田 阳 理解氧化应激过程的活体分析新方

法 华东师范大学 2:15-2:30 

SAT-I-18 申烨华 沙生植物创新研制及产品开发 西北大学 2:30-2:45 

SAT-I-19 袁 荃 长余辉纳米探针的设计及其生物分

析应用 武汉大学 2:45-3:00 

SAT-I-20 由天艳 新型 Ru(bpy)3
2+基自增强电化学发

光传感体系研究 江苏大学 3:00-3:15 

申烨华 
SAT-O-21 白 玉 基于色质联用的疾病相关代谢组学

研究 北京大学 3:15-3:25 

SAT-O-22 李 菲 柔性电化学/电子芯片的研发及其在

即时诊断中的应用 西安交通大学 3:25-3:35 

SAT-O-23 文 丹 贵金属气凝胶：从纳米三维组装到

传感和催化应用 西北工业大学 3:35-3:45 

茶歇和墙报 

SAT-I-24 刘 颖 基于刺激响应型纳米材料的高效细

胞内成像与基因治疗 南京大学 4:05-4:20 

徐静娟 
SAT-I-25 钟鸿英 光引发的气态自由基传递及质谱测

定 华中师范大学 4:20-4:35 

SAT-I-26 阴彩霞 部分含硫类物质的检测和示踪 山西大学 4:35-4:50 

SAT-I-27 何凤娇 基于 16SrRNA 和“基因开关”的超灵

敏 MSPQC 细菌传感器 湖南大学 4:50-5:05 

SAT-I-28 赵美萍 几种驱动基因点突变的高灵敏检测

方法 北京大学 5:05-5:20 

田 阳 
SAT-O-29 齐 莉 温敏聚合物 MIP 的制备及其蛋白捕

获/释放研究 
中科院化学研

究所 5:20-5:30 

SAT-O-30 李 娜 基于荧光纳米颗粒成像计数的核酸

多目标检测 北京大学 5:30-5:40 

SAT-O-31 陈 惠 基于聚多巴胺的双功能 SERS 纳米

材料用于胰腺癌外泌体的检测 复旦大学 5:40-5:50 

 
 
 
  

 



 

主题：环境分析         分会主席：欧阳钢锋 林振宇        地点：玉兰厅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01 欧阳 
钢锋 固相微萃取研究与应用 中山大学 8:00-8:15 

毕树平 SAT-I-02 刘 倩 环境中纳米颗粒物的来源甄别：进

展与展望 
中科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 8:15-8:30 

SAT-I-03 邱建丁 环境水体中砷检测新方法研究 南昌大学 8:30-8:45 

SAT-I-04 林振宇 便携式传感器的构建及其在食品安

全分析中的应用 福州大学 8:45-9:00 

欧阳钢锋 SAT-O-05 卢宪波 电化学酶传感器高灵敏快检酚类污

染物 

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 
9:00-9:10 

SAT-O-06 梅素容 酒店模式环境中有机磷酸酯阻燃剂

的暴露特征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9:10-9:20 

SAT-O-07 郑成斌 少量样品中汞及其形态分析新方法 四川大学 9:20-9:30 

刘 倩 SAT-O-08 黄汝锦 大气细颗粒物化学表征与大气演化

过程 
中科院地球环

境研究所 9:30-9:40 

SAT-O-09 陈令新 新型荧光探针设计及其在环境相关

生物活性分子的成像分析研究 
中科院烟台海

岸带研究所 9:40-9:50 

茶歇和墙报 

SAT-I-10 毕树平 铝-甲基丙二酸水交换反应的密度泛

函理论研究 南京大学 10:05-10:20 

邱建丁 SAT-I-11 吕 弋 发光传感与探针在环境分析中的应

用 四川大学 10:20-10:35 

SAT-I-12 董社英 基于微孔有机聚合物分散固相萃取-
气相色谱法测定污水中三氯苯 

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10:35-10:50 

SAT-O-13 孙 晶 柔性纳米电极的制备及在环境分析

中的应用 大连大学 10:50-11:00 

吕 弋 

SAT-O-14 王素华 针对气态功能小分子的荧光探针合

成与应用 

华北电力大学/
中科院智能机

械研究所 
11:00-11:10 

SAT-O-15 赵慧敏 
基 于 核 酸 调 控 的 三 维

graphene/Fe3O4−AuNPs 类酶活性的

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11:10-11:20 

SAT-O-16 何蔓 整体柱毛细管微萃取-ICP-MS 在线

联用分析环境样品中的 TiO2 NPs 武汉大学 11:20-11:30 

SAT-O-17 方燕飞 环境监测领域发展现状、质控与标

准物质 
北京坛墨质检

科技有限公司 11:30-11:45 

午餐 

 
  

 



 

主题：高新分析技术论坛        主席：张新荣              地点：玉兰厅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新时代分析化学-高新分析技术论坛主席致辞 2:00-2:05 

张新荣 

SAT-I-18 谭蔚泓 分子医学的基石 湖南大学 2:05-2:35 

SAT-I-19 刘珏文 New DNAzyme - based biosensors 
for metal ions 滑铁卢大学 2:35-2:50 

SAT-I-20 汪海林 高灵敏核酸修饰分析与表观遗传研

究 
中科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 2:50-3:05 

SAT-I-21 黄岩谊 如何更准确测序 DNA？ 北京大学 3:05-3:20 

SAT-I-22 王宏达 单分子技术研究细胞膜结构和功能 中科院长春应

化所 3:20-3:35 

郭少军 SAT-O-23 陆 瑶 高通量高内涵单细胞分泌蛋白分析 中科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 3:35-3:45 

SAT-O-24 徐 泉 表面力仪在可控黏附上的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3:45-3:55 

茶歇和墙报 

SAT-I-25 郭少军 应力控制的电催化与电分析 北京大学 4:15-4:30 

黄岩谊 

SAT-I-26 邹桂征 二向色镜辅助的波段分辨型电化学

发光多组分免疫分析 山东大学 4:30-4:45 

SAT-I-27 江德臣 微/纳试剂盒用于单细胞电化学分

析 南京大学 4:45-5:00 

SAT-O-28 傅迎春 仿生制备蛋白纤维负载功能材料的

多功能复合物用于高效收集与检测 浙江大学 5:00-5:10 

SAT-O-29 王 桦 基于金银纳米探针的化学与生物传

感检测技术 曲阜师范大学 5:10-5:20 

邹桂征 
SAT-O-30 杨 春 基于石墨烯负载铂的肌氨酸生物传

感器 深圳大学 5:20-5:30 

SAT-O-31 唐 勇 抗体分泌细胞原位染色技术及其应

用 暨南大学 5:30-5:40 

SAT-O-32 汪 铭 蛋白质化学修饰及纳米分析化学 中科院化学研

究所 5:40-5:50 

 
 
  

 



 

主题：食品与药物分析          分会主席：刘继锋 唐点平      地点：311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01 韩鹤友 电化学发光分析的新策略及其食品

安全检测应用 华中农业大学 8:00-8:15 

刘继锋 SAT-I-02 唐点平 光电化学免疫分析方法研究 福州大学 8:15-8:30 

SAT-I-03 刘亚青 多种细胞传感器的构建及靶分子诱

导多模态诊疗一体化 天津科技大学 8:30-8:45 

SAT-O-04 邓必阳 基于电化学发光传感器与毛细管电

泳联用应用于药物检测 广西师范大学 8:45-8:55 

韩鹤友 SAT-O-05 李建国 食品安全中的电致化学发光竞争免

疫分析方法研究进展 苏州大学 8:55-9:05 

SAT-O-06 刘英菊 基于纳米材料增敏效应的赭曲霉毒

素的广谱性光电免疫分析 华南农业大学 9:05-9:15 

SAT-O-07 孔 聪 

Multiclass screening of > 200 
pharmaceutical and other residues in 
aquatic foods by 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 
quadrupole-Orbitrap mass 
spectrometer 

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东海水

产研究所 
9:15-9:25 

唐点平 
SAT-O-08 成永强 抗生素结合共轭聚合物协同对抗细

菌耐药性研究 河北大学 9:25-9:35 

SAT-O-09 刘 哲 

Versatile modulations of bio-inspired 
multifunctional probes for enhanced 
drug loading and stimuli-responsive 
release 

中科院生物材

料与工程研究

所 
9:35-9:45 

茶歇和墙报 

SAT-I-10 付志锋 噬菌体的故事：从细菌检测到细菌

耐药性研究 西南大学 10:05-10:20 

刘亚青 SAT-I-11 卢明华 基于纳米复合材料的食品分析中的

样品前处理技术研究 河南大学 10:20-10:35 

SAT-I-12 刘继锋 铜纳米团簇作荧光探针在食品组胺

检测中的应用 天津科技大学 10:35-10:50 

SAT-O-13 王 坤 碳基功能纳米杂化材料在农产

（食）品品质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江苏大学 10:50-11:00 

付志锋 SAT-O-14 闻路红 介质阻挡放电质谱离子源在食品安

全快速检测中的应用 宁波大学 11:00-11:10 

SAT-O-15 杜宝中 中药电化学指纹图谱的研究与应用 西安理工大学 11:10-11:20 

SAT-O-16 鲁志松 纳米生物传感器在黄曲霉生长与产

毒研究中的应用 西南大学 11:20-11:30 

卢明华 SAT-O-17 张庆合 基于色谱-质谱的食品安全标准物

质定值技术进展 
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 11:30-11:40 

SAT-O-18 李 丹 
基于顶空进样-纸基传感芯片的酒

样中二氧化硫的比色/表面增强拉

曼光谱双传感检测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 11:40-11:50 

午餐 

 

 



 

主题：分析仪器与装置前沿论坛       主席：牛 利             地点：311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19 杨朝勇 基于数字微流控的单细胞分析平台 厦门大学 2:00-2:15 

牛 利 
SAT-I-20 黄承志 光散射分析仪器的昨天、今天和明

天 西南大学 2:15-2:30 

SAT-I-21 颜晓梅 纳米流式检测技术的研发及其生物

分析应用 厦门大学 2:30-2:45 

SAT-I-22 段忆翔 分析仪器的发展趋势和研发现状 西北大学 2:45-3:00 

SAT-I-23 曹成喜 糖尿病-地中海贫血诊断新设备与

新技术 上海交通大学 3:00-3:15 

杨朝勇 

SAT-O-24 李晓春 基于蓝光技术的心肌梗死标志物的

快速定量检测 太原理工大学 3:15-3:25 

SAT-O-25 陈缵光 
基于 MOF 的超灵敏双适配体电化

学传感器用于特异性检测结核分枝

杆菌 
中山大学 3:25-3:35 

SAT-O-26 张玉微 荧光单分子单纳米粒子分析技术及

应用拓展 广州大学 3:35-3:45 

茶歇和墙报 

SAT-I-27 李 迪 单分子酶促马达与酶分子趋向运动

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4:05-4:20 

黄承志 
SAT-I-28 张春阳 基于单个量子点的纳米传感器检测

DNA 甲基化和蛋白质糖基化 山东师范大学 4:20-4:35 

SAT-I-29 何品刚 扫描电化学探针（SECM）的生物

传感技术 华东师范大学 4:35-4:50 

SAT-I-30 李攻科 复杂样品在线分析前处理仪器装置

研究进展 中山大学 4:50-5:05 

SAT-I-31 闫 超 
基于核壳型介孔磁性微球双目标识

别策略的构建极其在乳腺癌循环肿

瘤细胞中的应用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5:05-5:20 

李攻科 
SAT-O-32 孙佳姝 基于微流控技术的循环肿瘤标志物

检测 国家纳米中心 5:20-5:30 

SAT-O-33 王立世 超灵敏、高选择性的傅里叶变换伏

安法 华南理工大学 5:30-5:40 

SAT-O-34 王旭东 细胞内多参数荧光纳米传感器的研

发和应用 复旦大学 5:40-5:50 

 
  

 



 

主题：蛋白质分析与质谱分析     分会主席：周飞艨 张四纯     地点：405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01 周飞艨 分析化学在神经系统疾病方面的一

些应用 济南大学 8:00-8:15 

王秋泉 SAT-I-02 陆豪杰 基于质谱的翻译后修饰蛋白质组分

析新方法 复旦大学 8:15-8:30 

SAT-I-03 赵 强 核酸适配体亲和毛细管电泳分析蛋

白质 
中科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 8:30-8:45 

SAT-O-04 田瑞军 集成化蛋白质组学新技术及其在组

织和液体活检中的应用 南方科技大学 8:45-8:55 

周飞艨 SAT-O-05 陈 芸 
定向蛋白质组学联合单模板分子印

迹同时定量测定 p53 蛋白 C 端亚

型 
南京医科大学 8:55-9:05 

SAT-O-06 秦伟捷 基于新型环境响应材料的蛋白质翻

译后修饰研究新方法 
国家蛋白质科

学中心 9:05-9:15 

SAT-O-07 张养军 新型功能化二硫化钼纳米材料在糖

蛋白质组质谱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军事科学院军

事医学研究院

生命组学研究

所 

9:15-9:25 

陆豪杰 

SAT-O-08 姜 杰 新型电化学-质谱技术用于电化学

反应实时、在线监测 
哈尔滨工业大

学 9:25-9:35 

SAT-O-09 李展平 氧化石墨烯增强 TOF-SIMS 的研究 清华大学 9:35-9:45 

茶歇和墙报 

SAT-I-10 王秋泉 从蛋白质到细胞的质谱分析 厦门大学 10:05-10:20 

赵 强 SAT-I-11 李 赫 胰蛋白酶在 ZnSe 表面上的吸附的

原位研究 

中科院宁波材

料技术与工程

研究所 
10:20-10:35 

SAT-I-12 吴川六 多元环肽识别分子设计与蛋白质分

析 厦门大学 10:35-10:50 

SAT-O-13 姚礼山 蛋白质作用力的检测与分析 
中科院青岛生

物能源与过程

研究所 
10:50-11:00 

李 赫 SAT-O-14 田志新 完整 N-糖蛋白糖基化位点和糖链

结构的同时鉴定 同济大学 11:00-11:10 

SAT-O-15 袁必锋 基于质谱分析的核酸修饰研究 武汉大学 11:10-11:20 

SAT-O-16 刘志强 基于质谱技术的中药多维化学物质

组辨析与质控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11:20-11:30 

午 餐 

SAT-I-17 张四纯 二次离子质谱-荧光技术联用细胞

亚群原位可视化分型 清华大学 2:00-2:15 

李海洋 
SAT-I-18 黄光明 活体单细胞质谱分析 中国科学技术 2:15-2:30 

SAT-O-19 徐 伟 结构解析质谱仪器研制 北京理工大学 2:30-2:40 

SAT-O-20 侯可勇 真空紫外灯光致 NO 化学电离源在

线质谱快速检测汽车中 VOCs 研究 
中科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 2:40-2:50 

 



 

SAT-O-21 乔 亮 基于质谱技术的非靶向检测微生物

新算法、新技术 复旦大学 2:50-3:00 

张四纯 

SAT-O-22 闵俊哲 基于突变酶 Endo-M-N175 的糖链

相对定量 延边大学 3:00-3:10 

SAT-O-23 阮栋梁 液相色谱和高分辨率质谱联技术分

析水力裂解回流液中有机化合物 东莞理工学院 3:10-3:20 

SAT-O-24 李阿丹 飞秒激光/飞行时间质谱法五氯苯

电离和解离行为的研究 燕山大学 3:20-3:30 

SAT-O-25 徐牛生 稳健性和灵敏度的最佳统一：赛默

飞串接液质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赛默飞世尔科

技（中国）有

限公司 
3:30-3:45 

茶歇和墙报 

SAT-I-26 李海洋 面向现场快速测量的高性能离子迁

移谱新技术和应用 
中科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 4:05-4:20 

黄光明 
SAT-O-27 陈瑞冰 长非编码 RNA 相互作用蛋白质组

的质谱检测 天津医科大学 4:20-4:30 

SAT-O-28 Jian-lin 
Wu 

Innovative Mass Spectrometry Probe 
via Polarity-reversal Derivatization 
for Mapping Global Carboxyl-
containing Metabolites in Colorectal 
Cancer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4:40 

SAT-O-29 刘 坚 石墨点辅助的 MALDI 质谱高灵敏

原位分析小分子及代谢物 苏州大学 4:40-4:50 

李海洋 SAT-O-30 姚钟平 

Interactions of β-lactamase 
Inhibitory Protein (BLIP) and Beta-
lactamases: Studies of 
Conformational Dynamics by Mass 
Spectrometry 

香港理工大学 4:50-5:00 

SAT-O-31 钱 荣 辉光放电质谱分析人工晶体方法研

究进展 
中科院上海硅

酸盐研究所 5:00-5:10 

 
  

 



 

主题：聚集诱导发光         分会主席：唐本忠         地点：国际会议厅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01 吕 超 聚集诱导发光在化学发光共振能量

转移中的应用 北京化工大学 8:00-8:15 

欧阳津 
SAT-I-02 朱为宏 

Far-Red and Near-IR AIE-Active 
Fluorescent Organic Nanoprobes 
with Enhanced Tumor-Targeting 
Efficacy: Shape-Specific Effects 

华东理工大学 8:15-8:30 

SAT-I-03 娄筱叮 

Dual-targeted peptide-conjugated 
multifunctional fluorescent probe 
with AIEgen for efficient nucleus-
specific imaging and long-term 
tracing of cancer cells 

中国地质大学 8:30-8:45 

SAT-O-04 钱 骏 AIE 纳米颗粒用于近红外二区荧光

活体功能成像 浙江大学 8:45-8:55 

吕 超 SAT-O-05 赵 娜 利用侧链工程调控吡啶盐的固态发

光、自组装形貌及线粒体标记 陕西师范大学 8:55-9:05 

SAT-O-06 丁 丹 聚集诱导发光生物探针 南开大学 9:05-9:15 

SAT-O-07 高 蒙 “点亮型”聚集诱导发光探针在生化

传感中的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 9:15-9:25 

朱为宏 SAT-O-08 杨志涌 结晶诱导有机长寿命室温磷光材料

在检测领域的应用 中山大学 9:25-9:35 

SAT-O-09 王志明 水杨醛-苯基联肼类 AIE 荧光探针

的制备及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 9:35-9:45 

茶歇和墙报 

SAT-I-10 欧阳津 聚集诱导荧光探针的合成及其在朊

蛋白检测中的应用 北京师范大学 10:05-10:20 

娄筱叮 

SAT-I-11 王 卓 聚集诱导发光探针及复合结构在生

物分析中的应用 北京化工大学 10:20-10:35 

SAT-O-12 唐友宏 基于 AIEgen 的早期肾病检测试纸

的开发 

Flinders 
University, 
Australia 

10:35-10:45 

SAT-O-13 陈斯杰 一种适用于蛋白分析的新型荧光银

染技术编辑 
Karolinska 
Institutet 10:45-10:55 

SAT-O-14 洪煜柠 
Measuring Unfolded Protein Load 
and Proteostasis in Cells based on 
AIEgens 

La Trobe 
University 10:55-11:05 

王 卓 SAT-O-15 刘世勇 用于构筑功能性蛋白缀合物的荧光

触发高效连接子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11:05-11:15 

SAT-O-16 董宇平 具有聚集诱导发光性能的多芳基吡

咯在化学传感中的应用 北京理工大学 11:15-11:25 

午 餐 

 
  

 



 

主题：青年科学家论坛           主席：夏 帆          地点：国际会议厅 

序 号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时 间 主持人 

SAT-I-16 夏 帆 Detection of Biomolecules Based on 
Nanopores 中国地质大学 2:00-2:15 

于 萍 

SAT-I-17 王 伟 基于单颗粒电化学阻抗谱的生物传

感 南京大学 2:15-2:30 

SAT-O-18 孙 耀 新型尺寸可调控的近红外二区荧光

分子探针构建及其活体显像应用 华中师范大学 2:30-2:40 

SAT-O-19 闵乾昊 
以杂原子掺杂石墨烯材料为基质的

MALDI-MS 方法用于生物小分子

探测与组织成像 
南京大学 2:40-2:50 

SAT-O-20 刘玉菲 Novel Silicon Based Microelectrode 
Array for Electrochemistry Sensing 重庆大学 2:50-3:00 

夏 帆 
SAT-O-21 文 为 基于酶和（或）纳米材料信号放大

的生物传感研究 湖北大学 3:00-3:10 

SAT-O-22 周一歌 (单)纳米粒子的电化学分析及其在

癌症早期检测中的应用 湖南大学 3:10-3:20 

SAT-O-23 Meijiao 
Han 

ACS Publications: Editorial Process 
and Resources 

ACS 
Publications 3:30-3:45 

茶歇和墙报 

SAT-I-24 于 萍 离子调控的活体电化学分析 中科院化学研

究所 4:05-4:20 

王 伟 

SAT-I-25 李海兵 基于仿生纳米通道的手性分析 华中师范大学 4:20-4:35 

SAT-I-26 杨 文 多尺度碳材料在电催化和癌症细胞

生物成像及靶向药物释放的应用 北京理工大学 4:35-4:50 

SAT-O-27 宋国胜 多模态纳米探针的构建及在肿瘤诊

断和治疗中的应用探索 湖南大学 4:50-5:00 

SAT-O-28 翟艳玲 自供能电致变色器件构建及一体化

传感应用 青岛大学 5:00-5:10 

SAT-O-28 赵燕 稳定同位素技术在农产品溯源中的

应用 中国农科院 5:10-5:20  

 

  

 



 

附表 7 第十三届全国分析化学年会墙报展示安排 

备注：墙报时间分为 6 个时段，包括 6月 15 日上午、15 日下午、16 日上午、16 日下午、17日上午和 17 

日下午，每个时段产生若干个优秀墙报奖。墙报编号由各分会论坛的投稿人顺序生成，每个时段均

有奖励委员会成员参加墙报的评审。 
 

一、墙报张贴平面图 

墙报展示安排在三楼大礼堂的两侧（左边为 I 区，右边为 II 区） 

请在指定位置张贴墙报。 

 

 



 

二、墙报张贴位置和编号 
时间段 I 区（三楼左边） II 区（三楼右边） 

6 月 15 日上午 开始：P-A-001 
终止：P-A-115 

开始：P-A-116 
终止：P-A-230 

6 月 15 日下午 开始：P-B-001 
终止：P-B-115 

开始：P-B-116 
终止：P-B-230 

6 月 16 日上午 开始：P-C-001 
终止：P-C-115 

开始：P-C-116 
终止：P-C-230 

6 月 16 日下午 开始：P-D-001 
终止：P-D-115 

开始：P-D-116 
终止：P-D-230 

6 月 17 日上午 开始：P-E-001 
终止：P-E-115 

开始：P-E-116 
终止：P-E-230 

6 月 17 日下午 开始：P-F-001 
终止：P-F-115 

开始：P-F-116 
终止：P-F-230 

 

备注 1：001-115 号和116-230 号为两个展区的布展编号，这个编号与墙报编号的最后三个数字 
一致，请按照顺序张贴。每个时间段产生若干名优秀墙报获奖者。 
 
备注 2：每个参展墙报的编号见附表 8，并刊登于会议指南（报到时领取纸质版）。 
 
备注 3：安排在上午展示的墙报请于早上 8:00 以前在指定位置张贴，下午 2:00 之前将自己的 
墙报取回；安排在下午展示的墙报请于下午 2:00 之前在指定位置张贴，下午 6:00 会议结束时 
取回自己的墙报。 

 
备注 4：请指派一名墙报作者站在自己的墙报前与大家讨论交流。 

 

 



 

附表8  第十三届全国分析化学年会墙报展示编号 

一、6 月 15 日上午 

编 号 作 者 单 位 题 目 

P-A-001 李鹏丽，乔哲，韩秀

娟，张宏芳 西北大学 基于超小金银纳米粒子的电化学免疫传感研究 

P-A-002 
尤超，邓文清，代

蕊，胡平越，黄科，

熊小莉 
四川师范大学 NiCu-OH@Cu(OH)2核壳纳米线阵列的非酶葡

萄糖传感器 

P-A-003 王华烽，孙斐，马荣

娜，王怀生 聊城大学 基于双酶辅助多重循环放大的高灵敏免标

ctDNA电化学生物传感器 

P-A-004 柳傲雪，刘国辉，李

宏娜，杨丹，何劲 长春工业大学 一种新型多功能纳米电极的制备及表征 

P-A-005 李宏娜，杨丹，柳傲

雪，刘国辉，何劲 长春工业大学 重氮盐修饰碳纳米电极的制备及表征 

P-A-006 李洁，周炎，徐海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含组氨酸多肽电极材料对铜离子的高效检测 

P-A-007 刘玉洁，张红定，乔

亮，刘宝红 复旦大学 基于两亲介孔石墨烯的高效光离子电池 

P-A-008 杨贝贝，刘宝红，田

彤彤 复旦大学 基于信号放大技术在打印微电极上高灵敏检测

促甲状腺激素 

P-A-009 
王琪，徐义超，颜

辉，张国政，熊孟，

季更生 

江苏科技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

院蚕业研究所 

基于CdS/MoS2/RGO协同效应的赭曲酶毒素A光

电化学适配体传感器的构建 

P-A-010 吴宝艳，薛永永，侯

识华 华南理工大学 电化学法制备还原氧化石墨烯/聚吡咯/纳米金复

合电极材料 
P-A-011 侯传涛，王宗花 青岛大学 基于CoP/BP的非酶葡萄糖电化学传感器 

P-A-012 唐刚旭，张信凤，许

淑霞 成都理工大学 基于光催化无标记的电化学传感器检测Hg2+ 

P-A-013 卫志强，杨晖 河南科技大学 基于聚甘氨酸膜的电化学传感器构建及酪氨酸

检测 

P-A-014 周垚，苏高星，于艳

艳 南通大学 结合诱导杂交技术用于蛋白质的电化学检测 

P-A-015 
王冬梅，盖琪琦，梁

霞霞，巫红霖，黄荣

富 
成都理工大学 

The role of gold nanoparticles in the 
electrogenerated chemiluminescence of the 
tris(2,2'-bipyridine) ruthenium (II) /tripropylamine 
system: a distance-dependent competition of 
electrocatalysis and surface enhancement with 
quenching effect 

P-A-016 常媛媛，杨钰昆 山西大学 磁性MOF表面分子印迹电化学传感器检测食品

中土霉素的研究 

P-A-017 郭园园，杨钰昆 山西大学 基于磁性纳米粒子的适配体电化学传感器对食

品中土霉素的检测 

P-A-018 王禛，韩静，谢钢 西北大学 
基于尺寸/形貌可控的NH2-Ni-MOFs电催化剂和

适体诱导的DNA步行器-抗体夹心型适体传感器

用于C-反应蛋白的检测 

  

 



 

P-A-019 禹华，韩静 西北大学 Ce(III,IV)-MOF电催化剂作为信号放大标签的

电化学适体传感器用于凝血酶的检测 

P-A-020 刘堤，左富梅，张

涵，陈时洪 西南大学 
金铂@C60纳米花增强N-（4-氨丁基）-N-乙基

异鲁米诺电致化学发光生物传感器用于灵敏检

测大豆凝集素 
P-A-021 万乐，彭亚鸽 宁夏大学 非标记阻抗型电化学适体传感器检测癌胚抗原 

P-A-022 杨斌，孔继烈 复旦大学 基于联级放大的DNA水凝胶电化学传感器高灵

敏检测乳腺癌致病基因BRCA1 

P-A-023 杨薇，张翠忠，向

刚，彭金云 
广西民族师范

学院 
基于噻吩基钌(II)配合物电聚合薄膜电催化还原
NO2

- 

P-A-024 
彭金云，黄青，诸葛

文凤，杨薇，向刚，

张翠忠 

广西民族师范

学院 
四氨基铜钛菁共价键氧化石墨烯修饰玻璃电极

检测利福平 

P-A-025 史时辉，张琰图 延安大学 新型电化学适配体传感器的构建及其在检测有

机小分子中的应用 

P-A-026 
李响，芮荣，万枝

桂，张杰，陈凤，陈

淼淼，武海 
阜阳师范学院 基于一种卟啉衍生物复合羧基化多壁碳纳米管

构建的非酶电化学传感器 

P-A-027 
刘凤平，徐琴，张贞

发，向刚，张翠忠，

彭金云 

广西民族师范

学院 
多孔石墨烯的绿色合成及其应用于过氧化氢和

2,4-二氯苯氧乙酸检测 

P-A-028 李群，王德文，韩

策，杨秀荣 长春应化所 无定形界面的构筑及其在电催化水分解中应用 

P-A-029 

刘超巧，谢东，柳

鹏，谢世磊，王寿

山，阮栋梁，程发

良，张敏 

东莞理工学院 基于氧化镍多孔薄膜负载纳米银复合物对于左

氧氟沙星的高灵敏度检测 

P-A-030 赵凯歌，刘安然 东南大学 黑磷纳米片的制备及光电应用研究 

P-A-031 杨敏，张小玲 成都师范学院 快速微波水热法合成NiCo2O4@NiWO4核壳纳

米线及电化学性质研究 

P-A-032 王丁，袁若 西南大学 基于树枝状DNA聚合物的双向解聚用于重金属

离子的高灵敏电化学检测 

P-A-033 张悦，梁文斌 西南大学 
一种基于新颖的双循环放大催化发夹自组装用

于双目标物检测的超灵敏无酶的电致化学发光

生物传感器 

P-A-034 夏玲英，梁文斌 西南大学 
基于富勒烯和[Ru(dcbpy)2dppz]2+共增强光电活

性材料构建自增强光致电化学策略并用于

microRNA-141的检测 

P-A-035 王丁，袁若 西南大学 基于刚性结构的DNA四面体调控酶分子间距,研
究酶级联催化作用 

P-A-036 邓寒梅，袁亚利 西南大学 基于点击化学固载不同光电活性物质构建高灵

敏光致电化学传感器用于多组分离子检测 

P-A-037 
陈结霞，尉艳，冯德

香，王慧，张克，赵

广超 
安徽师范大学 癌症标志物IV型胶原酶检测的光电化学生物传

感器的构建 

P-A-038 

杜斌，童朝阳，穆晞

惠，刘冰，汪将，董

华，高川，刘志伟，

刘帅 

国民核生化灾

害防护国家重

点实验室 
T-2毒素分子印迹电化学传感器的制备与应用 

 



 

P-A-039 李云蕊，常园园，袁

若，柴雅琴 西南大学 基于新型网状Y-DNA结构及纳米材料双重信号

放大灵敏检测DNA的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研究 

P-A-040 周莹，袁若 西南大学 基于金纳米簇双极电致化学发光的双目标物同

时检测 

P-A-041 陈安懿，卓颖，柴雅

琴，袁若 西南大学 共轭酰肼结构单元构成高性能电致化学发光碳

点的研究 

P-A-042 雷燕梅，柴雅琴，卓

颖，袁若 西南大学 一种新型的二硫化锡量子点的电化学发光研究 

P-A-043 王姗姗，李瑞，于浩 延安大学 金纳米粒子-三维还原氧化石墨烯复合膜修饰电

极检测亚硝酸根 

P-A-044 陈超，张铭萱，谢轶

羲，费俊杰 湘潭大学 温度敏感型传感膜开关伏安法测定莱克多巴胺 

P-A-045 张瑞林，任雪婷，白

慧萍 云南大学 石墨烯修饰电极对甲基苯丙胺的直接电化学检

测 

P-A-046 
赵鹏程，向宇，祝夏

雨，张松通，文越

华，曹高萍 
防化研究院 自致密Li7La3Zr2O12陶瓷隔膜与金属锂之间的

固/固界面研究 

P-A-047 刘莉，刘美芳，郭焕

美，李丽敏 潍坊学院 泡沫铜上的Mn(TCNQ)2纳米棒：一种碱性析氧

反应的电催化剂 

P-A-048 赵若男，贾丽萍，王

怀生 聊城大学 基于PtPd双金属纳米粒子的电催化活性对Mucin 
1的灵敏检测 

P-A-049 赵成军，梁峻瑜，李

建平 桂林理工大学 基于Griess反应构建的亚硝酸根电化学传感器 

P-A-050 万月，刘鑫，饶含兵 四川农业大学 基于金属有机框架固定银纳米颗粒的葡萄糖传

感器构建及其应用 
P-A-051 浦春玲，朱安伟 华东师范大学 单一手性单壁碳纳米管的分离及其电化学应用 

P-A-052 邵凤英，刘松琴 东南大学 高效催化二氧化碳还原的酶生物燃料电池分析

研究 

P-A-053 田召燕，刘松琴 东南大学 基于闭合双极电极阵列以电化学偶联荧光信号

检测细胞膜蛋白 

P-A-054 殷天笑，于妍妍 徐州医科大学 活体电化学技术对肿瘤细胞和AD大鼠 脑中超

氧阴离子的在体测定 

P-A-055 张国，柴瑞涛，刘雨

腾，冯建军，康倩文 
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基于钯水凝胶的水合肼电化学传感器 

P-A-056 许锦琼，盛庆林，郑

建斌 西北大学 血糖仪用于血液中甘油三酯的检测 

P-A-057 闫婷婷，朱隆懿，雷

建平 南京大学 
基于DNA walker诱导构象变化与钯/金属有机框

架复合物电催化的级联信号放大用于电化学生

物传感 

P-A-058 徐晖，马光冉，许富

刚 江西师范大学 单组分二硫化钼对苯二酚异构体的同时电化学

检测 

P-A-059 毛景秀，王敬，陈

新，许雪琴 福州大学 Au-Ag 纳米粒子活性基底的制备及对孔雀石绿

的检测应用 

P-A-061 户晶晶，王力 集美大学 毛细管电泳电化学发光法快速检测鲭鱼中的尸

胺 
 

 



 

P-A-062 杨善丽，王少飞，李

英儒，褚明福 

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材料研

究所 

以石墨烯为衬底的氮化碳新型电致化学发光基

底及其在超灵敏检测氯酚中的应用 

P-A-063 
张薇，熊桧文，陈苗

苗，肖艳，文为，张

修华，王升富 
湖北大学 AuNPs-Ru@SiO2信号放大的MIP-ECL传感器研

究 

P-A-064 刘志广，钟发强，韩

丽君，张然，郭玉晶  山西大学 
Sensitive determination of trace 4-nitrophenol in 
water based on thio-β-cyclodextrin functionalized 
graphene/copper nanospheres 

P-A-065 
滕霞，朱振宇，赖艳

琼，庞鹏飞，张艳

丽，王红斌 
云南民族大学 基于DNA模板化铜纳米簇的荧光适体传感器检

测微囊藻毒素LR 

P-A-066 王娟，王晓峰，臧淑

艳 沈阳化工大学 LiFePO3.97F0.03/C的制备及电化学性能测试 

P-A-067 夏介仁，曹秋娥 云南大学 紫外光引发原位聚合制备Ce(III)离子印迹电化

学传感器 

P-A-068 李籽萱，曹秋娥 云南大学 石墨烯修饰的苯霜灵分子印迹电化学传感器的

研究 
P-A-069 李哲建 商洛学院 基于DNA三叉结构的电化学发光传感器 

P-A-070 王雪，车晶，武敏，

石亚茹 大连理工大学 双酚A电化学氧化及表面活性剂抗电极钝化研

究 

P-A-071 张丛丛，刘宏，程姗

姗，胡文平 天津大学 π-共轭体系化合物的组装及其电子器件在传感

中的应用 

P-A-072 
张风琳，刘志广，韩

玉洁，彭秀英，郭玉

晶 
山西大学 

A Facile Electrochemical Aptasensing Platform 
Based on Polydopamine@Graphene Composite for 
Detection of Protein 

P-A-073 
韩策，李群，王德

文，卢晴青，邢志

财，杨秀荣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氮硫双掺杂石墨碳壳包裹硫化钴纳米线用于高

效氧还原反应 

P-A-074 
张成孝，刘雪怡，漆

红兰，高强，杨晓

雨，王月 
陕西师范大学 电化学发光即时检测尿酸新方法的研究 

P-A-075 
张成孝，刘雪怡，漆

红兰，高强，王嘉

伟，杨小林 
陕西师范大学 电化学发光即时检测葡萄糖新器件的研究 

P-A-076 张碧红，赵发琼，曾

百肇 武汉大学 基于三明治型WO3/Au/CdS光催化剂的新型汞

离子光电化学传感器研究 

P-A-077 罗燕妮，谭学才 广西民族大学 基于BiOI/BiOBr/TiO2复合材料的光电适配体传

感器检测链霉素 

P-A-078 张楠，阮弋帆，赵伟

伟，徐静娟，陈洪渊 南京大学 光电化学纳米孔传感器 

P-A-079 王爱军，施亚成，冯

九菊 浙江师范大学 L-脯氨酸仿生合成空心绒球状AuPtAg纳米颗粒

构建无标记物PSA电化学免疫传感器 

P-A-080 彭家伟，陈晓梅 集美大学 铋膜修饰离子液体/石墨烯自制电极测定贝类中

的铅和镉 

P-A-081 李籽萱，曹秋娥 云南大学 石墨烯修饰的苯霜灵分子印迹电化学传感器的

研究 

P-A-082 张思宇，屈建莹 河南大学 基于纳米Fe3O4的新型电化学传感器用于检测

亚硝酸盐的研究 

 



 

P-A-083 林雪妮，叶建山 华南理工大学 
基于直接激光刻蚀一步合成石墨化碳纳米材料

的电化学传感器的构建及其用于重金属离子的

检测 

P-A-084 张晓蕾，杨功俊 中国药科大学 基于Ru(bpy)3
2+/N-GQDs构建的乙琥胺分子印迹

电化学发光传感器研究 

P-A-085 迟国祥，陈丙年，王

力 集美大学 CE-ECL联用在恩诺沙星分离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P-A-086 陈璐璐，郏建波 中科院长春应

化所 
Co9S8/N,S共掺杂的碳纳米管杂化材料的制备及

其氧催化性能研究 

P-A-087 梅鹤，舒华维，高基

民 
温州生物材料

与工程研究所 

A novel nonenzymatic electrochemical glucose 
based on gold nanobipyramids/multi-walled 
carbon nanotubes nanocomposites 

P-A-088 宋莹莹，张颖贞，李

艳彩 闽南师范大学 
Facile Synthesis of Au/Ni(OH)2 Nanocomposit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Nonenzymatic Glucose 
Electrochemical Sensing 

P-A-089 侯丽，林天然 广西师范大学 基于分级孔MOFs电化学传感平台的构建及其用

于有机磷农药残留分析 

P-A-090 
傅贤明，许丽兰，申

思雨，郑瑶滨，罗志

敏 
南京邮电大学 基于还原石墨烯/铂纳米线复合物的电化学传感

器用于葡萄糖的无酶检测 

P-A-091 司维蒙，曹悦，亓云

龙，孟小桐 山东理工大学 基于杂原子掺杂碳材料的电化学传感器催化活

性位点调控 

P-A-092 
瞿昊，熊灿，陈伟，

王彦波，罗林保，郑

磊 
合肥工业大学 电解质栅控石墨烯晶体管传感器对泪液中葡萄

糖和尿酸同时快速检测 

P-A-093 吴菲，毛兰群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自触发式活体原位氧化还原电位分析新方法 

P-A-094 张东东 西安交通大学 多巴胺在石墨烯修饰玻碳电极上的电化学行为

及其电化学分析特性研究 
P-A-095 杜宝中 西安理工大学 溶胶-凝胶膜修饰pX离子传感器的研究与应用 

P-A-096 
高冠岳，方德煜，杨

亚杰，刘嫣然，只金

芳 

中国科学院理

化技术研究所 
基于微生物的水体生物毒性检测新方法探索及

仪器构建 

P-A-097 李新，王心磊，潘心

萌，龚静鸣 华中师范大学 
基于多巴胺-二氧化硅生物交联体解体的一种高

通量信号增强型的光电化学生物传感器检测溶

菌酶新策略 

P-A-098 刘东，李丽波，由天

艳 江苏大学 镍纳米线负载氮硫双掺杂碳纳米纤维的制备及

电催化研究 

P-A-099 欧丹，梁至贤，孙端

平，陈缵光 中山大学 基于金属有机框架的双适配体细胞传感器用于

肿瘤细胞的高灵敏检测 

P-A-100 黄兴，陈缵光 中山大学 高效液相色谱梯度洗脱-非接触电导检测法测定

脂质体中磷脂和脂肪酰甘油酯的含量 

P-A-101 谭雅尹，张力，王瑛

姝婷，周建华 中山大学 纳米等离子体光学-电化学联用技术初探 

P-A-102 邵元华，董逸帆，覃

晓丽，王茗涵 北京大学 富勒醇修饰的纳米金及原位铜染用于急性心肌

梗死的三重放大溶出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P-A-103 
彭花萍，黄种南，王

文俊，吴伟华，刘爱

林，陈伟 
福建医科大学 基于高量子产率ECL金纳米团簇探针的免疫分

析方法 

P-A-104 陈全友，谭学才 广西民族大学 基于Fe:TiO2/g-C3N4的光电传感器检测Pb2+的研

究 

 



 

P-A-105 王洽，杨春，余盛

豪，杨海朋 深圳大学 基于铂负载介孔磷酸镍的电化学传感应用 

P-A-106 胡卫华，李玲，钟昌

银 西南大学 利用OIRD光学技术实时探测电化学界面的初步

研究 

P-A-107 林猛，代洪秀 山东大学 聚吡咯纳米复合材料在电化学传感中的应用研

究 

P-A-108 肖殷，孙煜伟，吴艺

凡，王雪鹏 天津大学 基于环糊精修饰的十六氟酞菁铜手性传感场效

应晶体管 

P-A-109 张立敏，田阳 华东师范大学 基于表界面调控的高选择性小分子活体电化学

分析 

P-A-110 冯德芬，谭学才 广西民族大学 
双 抗 生 素 -DNA 纳 米 齿 轮 ： 基 于 MIL-
53(Fe)@CdS-PEI的可再生适配体电致化学发光

传感器用于卡那霉素、新霉素的连续测定 

P-A-111 刘文涛，刘哲龙 
国家海洋局北

海环境监测中

心 
改进的阳极溶出伏安法测定海水中超痕量级Pb 

P-A-112 奚凤娜，卢莉丽，周

璘，宣玲俐，刘吉洋 浙江理工大学 石墨烯量子点修饰二氧化硅纳米均孔薄膜电极

用于复杂样品中活性小分子检测 

P-A-113 吴雪梅，Huiqin Yao 宁夏医科大学 羧基化多壁碳纳米管和氯化铵对苦参碱的可调

控电催化 

P-A-114 吴雪梅，姚惠琴 宁夏医科大学 羧基化多壁碳纳米管和氯化铵对苦参碱的可调

控电催化 

P-A-115 俞志刚，李凤琴，韩

贤达 

长江师范学院/
哈尔滨理工大

学 

构建单撑型双链结构电化学适体传感器定量检

测卡那霉素 

P-A-116 白万乔，张玉玲，李

延 西北大学 基于PDDA-CNTs纳米复合物和免疫反应的电致

化学发光羟甲基化DNA生物传感方法研究 

P-A-117 Xiaojun Chen，李小

燕，彭钢，黄和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电化学基因传感在肿瘤标志物和真菌毒素检测

中的研究 
P-A-118 华鑫，龙亿涛 华东理工大学 基于二次离子质谱的电化学界面原位现场分析 

P-A-119 
邱恺培， Fato Tano 
Patrice，李大伟，龙

亿涛 
华东理工大学 单碳管碰撞法揭示吡咯并喹啉醌电催化剂本征

活性 

P-A-120 徐琴，王娟，杨晓

宇，胡效亚 扬州大学 原位制备柔性Sn3O4纳米片构建高灵敏分子印

迹可见光光电化学传感器 

P-A-121 童士君，张中海 
华东师范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

程学院 

双相磷化镍纳米片电催化剂实现高灵敏过氧化

氢检测 

P-A-122 赵鹏程，费俊杰 湘潭大学 基于温度响应型聚合物的自保护电化学传感器 

P-A-123 汪晶 浙江工业大学 基于量子点和金纳米棒的近红外电致化学发光

能量转移检测凝血酶 

P-A-124 
王赪胤，曹宇，刘

琳，吕红映，滕镇

远，王罗娜 
扬州大学 功能化石墨相氮化碳纳米片的制备及其电化学

分析应用 

P-A-125 丁家旺，刘淑文，秦

伟 

中国科学院烟

台海岸带研究

所 

聚合物敏感膜离子选择性电极计时电位分析技

术研究 

 



 

P-A-126 卢晴青，杨秀荣，黄

建设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简便合成多孔的铂-铑纳米花用于甲醇电氧化反

应 

P-A-127 张立，戴宗，邹小勇 中山大学 基于特异性溴衍生化反应的DNA甲基化动态过

程在线检测研究 

P-A-128 李泽东，李迎春，郭

晓锦，徐峰，李菲 西安交通大学 纸基电化学芯片的研发及其在即时诊断中的应

用 

P-A-129 王彩云，叶晓雪，胡

晔，王炎英，李春涯 中南民族大学 癌胚抗原分子印迹光电化学传感器 

P-A-130 李小燕，陈晓君，蒋

楠 南京工业大学 多重信号放大策略构建电化学非编码RNA传感

器 

P-A-131 孔彪 复旦大学 Super-assemblies of Porous Nanodot-Hetero-
Frameworks for Efficient Optoelectronic Sensing 

P-A-132 卢文卜，吴秀凤，牛

强强，鲍灿灿 山西师范大学 
Cu(TCNQ) nanorod arrays: efficient non-noble-
metal electrocatalysts for non-enzymatic glucose 
sensing 

P-A-133 张庆，王婉，白桦，

李海玉，吕庆 
中国检验检疫

科学研究院 电化学分析方法标准化 

P-A-134 沈艳飞，周晴，张明

明，潘登 东南大学 碳纳米功能材料的界面组装及其在食品安全检

测中的应用 

P-A-135 
彭钢，李小燕，崔

枫，仇倩颖，黄和，

陈晓君 
南京工业大学 基于3DOM MoS2-AuNPs固定DNA四面体构建

的电化学适配体传感器及AFB1检测 

P-A-136 冯九菊，朱晓燕，王

爱军 浙江师范大学 一种利用Cu3Pt十二面体纳米框架增强的氧还原

信号来检测AFP的无标记物电化学免疫传感器 

P-A-137 
李玉桃，丁帆，唐丽

娜，雷用敏，徐黎，

张国军 

湖北中医药大

学 
纳米材料功能化针灸传感针的制备及其用于穴

位信号分子的实时监测 

P-A-138 李百川，陈晓梅 集美大学 基于WO3/AuNPs/FTO光电法检测自来水中的钴

离子 
P-A-139 万逸，宋凤阁 海南大学 电信号标记物：a-溶血素在微生物诊断中应用 

P-A-140 尤倩楠，储震宇，金

万勤 南京工业大学 纳米普鲁士蓝膜的制备及其在血液分离传感中

的应用 

P-A-141 庞军，彭京蒙，储震

宇，金万勤 南京工业大学 基于纳米立方普鲁士蓝/银纳米线复合材料丝网

印刷电极的制备 

P-A-142 蒋亚楠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基于仿生纳米孔道和DNA超结构组装的生物传

感分析 

P-A-143 郭喜明 哈尔滨工业大

学 
基于氧化石墨烯-卟啉锰复合物尿酸生物传感器

的构建及其应用 

P-A-144 由天艳，罗莉君 江苏大学 新型Ru(bpy)3
2+基自增强电化学发光传感体系研

究 

P-A-145 朱楠 大连理工大学 基于唾液成份检测的可穿戴式智能牙套构建及

其电化学传感性能研究 

P-A-146 
张丛丛，司珂，王利

维，程姗姗，王勇，

胡文平 
天津大学 全还原氧化石墨烯基场效应晶体管柔性免疫传

感器 

P-A-147 温凯，朱烨 山东大学 基于外切酶Ⅲ正反馈放大的DNA电化学传感器 
P-A-148 马巍，龙亿涛 华东理工大学 单颗粒电化学 

P-A-149 王德文，韩策，邢志

财，李群，杨秀荣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温度诱导二硫化钨薄片形貌以及电化学性能的

改变 

 



 

P-A-150 黑亚双，周明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海带衍生等级介-大孔碳的电化学传感平台

对过氧化氢的检测 

P-A-151 李秀秀，周明 东北师范大学

化学学院 
介孔碳纳米棒的绿色合成及其用于抗坏血酸的

高灵敏检测 

P-A-152 何伟娜，吴迪，闫自

晓，王捷骁，陈信达 上海交通大学 三维多孔生物传感界面的构建 

P-A-153 张碧红，赵发琼，曾

百肇 武汉大学 

Visible LED light driven label-free 
photoelectrochemical immunosensor for CEA 
detection based on CdS sensitived WO3/Au 
nanocomposite 

P-A-154 杨亚杰，方德煜，刘

嫣然，只金芳 
中国科学院理

化技术研究所 
基于介体型电化学生物传感的水质毒性检测方

法及设备 

P-A-155 蓝庆春，杨占军 扬州大学 基于Fe-MOFs模拟酶的无标记电化学免疫传感

研究 

P-A-156 纪文亮，毛兰群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抗坏血酸的在线电化学分析及其脑神经病理的

研究 

P-A-157 刘洋，于萍，毛兰群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基于玻璃纳米管碰撞的单颗粒电分析化学新方

法 

P-A-158 翁文举，殷春晓，李

光九 青岛科技大学 负载纳米金还原氧化石墨烯修饰电极对肌红蛋

白的直接电化学研究 

P-A-159 谢慧，殷春晓，李晓

燕，邹如意，孙伟 海南师范大学 肌红蛋白在纳米金刚石修饰电极上的直接电化

学与电催化 

P-A-160 罗贵铃，米思，孙伟 海南师范大学 基于CuBTC/N-掺杂石墨烯复合材料的电化学传

感器的研究 

P-A-161 翁文举，李光九 青岛科技大学 血红蛋白在金纳米棒/二硫化钨复合材料修饰电

极上的电化学行为 

P-A-162 
叶陈柳，陈锦元，刘

爱林，陈伟，彭花

萍，林新华 
福建医科大学 基于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和Poly-HRP为一体

的高性能电化学传感器的构建 

P-A-163 邓丽玲，赖国松 湖北师范大学 基于酶纳米探针催化金纳米粒子沉积的电化学

免疫传感 

P-A-164 孙会萍，李延 西北大学 
基于DNA nanomachine和PDDA/Fe3O4/MoS2磁

性纳米复合物的电致化学发光羟甲基化DNA生

物传感方法研究 

P-A-165 徐杰，邱彬 福州大学 一种基于碳纳米管的三维柔性压力传感器及其

制备方法 

P-A-166 徐婉珍，张坤，李

赫，杜宇翔 江苏大学 银纳米枝晶修饰四溴双酚A印迹电化学传感器

的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P-A-167 
李小荣，张安然 ,李天

乐，张学琼，刘易鑫，

高连浩，丁涟沭，仲慧 
淮阴师范学院 基于Fe3O4-PNIPAM微凝胶的温控开关式无酶

过氧化氢传感器 

P-A-168 邱凌航，陈曦 厦门大学 活化电极测定海水中的Mn(II) 
P-A-169 费俊杰，李希平 湘潭大学 基于温度响应型聚合物的电化学传感器研究 

P-A-170 王凤霞，李念兵 西南大学 基于异质结的Fe2O3@Bi2S3构建光电化学传感

平台用于酶促反应和酶活性抑制试验 
P-A-171 陈丹萍，戴宗 中山大学 基于荧光定量PCR仪的基因组5fC高通量检测 

P-A-172 李盼盼，毛昌杰 安徽大学 基于薄层C3N4和MoS2纳米异质结的DNA生物

免疫传感器 

P-A-173 蔡小蕾，赖国松 湖北师范大学 基于杂交链反应与酶催化银沉积的高灵敏电化

学生物传感 

 



 

P-A-174 白万乔，卫颖颖，李

延 西北大学 基于DNA功能化金纳米颗粒触发HCR的电致化

学发光TDG活性生物传感新方法研究 

P-A-175 李延，王欢 西北大学 基于聚腺嘌呤-金的相互作用电致化学发光检测

基因组5-羟甲基胞嘧啶双链DNA 

P-A-176 毛勇飞，于亚明 华侨大学 基于MoS2-CaTiO3纳米复合材料检测亚硝酸根

的电化学传感研究 

P-A-177 
朱钦，吴玲，周立，

何婧琳，肖忠良，曹

忠 
长沙理工大学 碳纳米点-离子液体复合膜电化学传感检测尿酸

和亚硝酸盐 

P-A-178 何秀兰，于萍，毛兰

群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单价阴离子引起的整流反转 

P-A-179 单艳群，宫苗，贺竞

宇，周思贤，王晓英 东南大学 基于功能电纺纳米纤维的电化学生物传感器检

测肿瘤标志物 
P-A-180 彭龙琪，费俊杰 湘潭大学 基于温度响应型聚合物的电化学传感器研究 

P-A-181 徐孟丽，申源，宋永

海 江西师范大学 基于三维多孔碳/硫堇比率型抗坏血酸电化学传

感器 

P-A-182 王林玉，汪莉，宋永

海 江西师范大学 基于三维多孔碳/席夫碱聚合物/铂纳米颗粒一体

电极的无酶过氧化氢电化学传感 

P-A-183 尚天翼，江雪婵，武

调弟，李琳，刘秀辉 西北师范大学 谷氨酸功能化单壁碳纳米管电极对嘌呤代谢过

程的 电化学研究 

P-A-184 王德文，韩策，邢志

财，李群，杨秀荣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温度诱导二硫化钨薄片形貌以及电化学性能的

改变 

P-A-185 魏美婷，杜江燕 南京师范大学 
A novel electrochemical sensor based on three-
dimensionally ordered macroporous TiO2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Vanillin in food additives 

P-A-186 冯涛涛，张悦，张美

宁 中国人民大学 单宁酸掺杂聚苯胺修饰碳纤维微电极提高活体

抗蛋白吸附的研究 

P-A-187 梁水妹，邹小勇，戴

宗 中山大学 基于核酸恒温指数扩增与电化学分子信标的

microRNA检测方法研究 

P-A-188 王雨晴，连惠婷，孙

向英，刘斌 华侨大学 纳米材料/壳聚糖修饰传感器对手性药物萘普生

的检测 

P-A-189 孟天姣，王蕾，张宇

帆 河北大学 铂负载的二氧化铈/有序介孔碳复合物制备及其

对肾上腺素的电分析检测 

P-A-190 王蕾，孟天姣，张宇

帆 河北大学 多酸辅助合成钯负载的氮掺杂空心碳球用于对

乙酰氨基酚的灵敏检测 

P-A-191 朱小飞，鞠寅晖，刘

宏 东南大学 基于电化学原理的可穿戴无酶葡萄糖传感器应

用于汗液分析 

P-A-192 吴京玲，冉佩瑶，莫

方静，傅英姿 西南大学 基于铂-菱形红荧烯微片构建高灵敏电致化学发

光L-半胱氨酸传感器 

P-A-193 莫方静，韩倩，吴京

玲，傅英姿 西南大学 基于苝四甲酸和硫化镉量子点"开-关-开"型光致

电化学 适体传感器研究 

P-A-194 
宋金奕，冉佩瑶，朱

姝，莫方静，吴京

玲，傅英姿 
西南大学 替考拉宁作为识别元素用于电化学手性识别酪

氨酸对映体 

P-A-195 池毓务，游绪，吴海

山，石磊 福州大学 基于碳点包裹金纳米花的电致化学发光适配体

传感器用于检测凝血酶 

P-A-196 李孟洁，郑莹宁，梁

文斌，袁若，柴雅琴 西南大学 
基于DNA四面体固载碲化镉量子点及其增强剂

亚甲基蓝构建的近零背景噪音的光致电化学生

物传感器 

 



 

P-A-197 刘涛，李萌，王咏

婕，方一民，王伟 南京大学 单颗粒电化学阻抗谱的研究 

P-A-198 花荣，郝楠，王坤 江苏大学 太阳光驱动的便携式电位可析比率光电化学传

感器的设计 

P-A-199 卿敏，唐英，袁若 西南大学 点击化学反应触发的三维DNA步行器用于电化

学超灵敏检测铜离子 

P-A-200 常园园，卓颖，柴雅

琴，袁若 西南大学 基于均相熵催化循环放大诱导的DNA水凝胶构

建电化学传感器检测蛋白质 

P-A-201 郑慧霞，林翠英，罗

芳，林振宇 福州大学 基于核酸外切酶I辅助的目标物循环放大策略的

均相电化学适配体传感器检测黏蛋白1 

P-A-202 
刘爱林，刘萌萌，李

珊红，郭子珍，连

芯，刘辉 
福建医科大学 基于纸基微流控芯片的电化学生物传感技术用

于PC12细胞活性监测的研究 

P-A-203 
汤优，杜兴媛，刘

艳，米真真，张标，

吴韶华，孙建军 
福州大学 基于辣根过氧化物酶的温度可控电化学DNA传

感器 

P-A-204 袁越，夏建飞，王宗

花 青岛大学 多孔碳/石墨烯复合材料在电分析中的应用 

P-A-205 黄仔超，连惠婷，孙

向英，刘斌 华侨大学 多壁碳纳米管复合β-环糊精分子印迹传感器及

用于甲基多巴的检测 

P-A-206 谷慧，刘宇 湖南科技大学 
3D网状材料构筑的低噪音传感器用于全自动在

线电化学分析平台实现对大鼠脑内葡萄糖的在

体检测 

P-A-207 
韩策，李群，王德

文，卢晴青，邢志

财，杨秀荣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氮硫双掺杂石墨碳壳包裹硫化钴纳米线用于高

效氧还原反应 

P-A-208 马慧，马巍，田禾，

龙亿涛 华东理工大学 单个染料敏化氧化锌光解水过程中电子传递性

能的定量分析 

P-A-209 付可飞，连惠婷，孙

向英，刘斌 华侨大学 电化学阻抗法识别L-半胱氨酸 

P-A-210 马芬 西北大学 目标诱导DNA三向接合结构构象变化的汞离子

电化学发光生物传感器的研究 

P-A-211 朱叶飞，刘斌，孙向

英，连惠婷 华侨大学 双分子印迹电化学传感器的研制 

P-A-212 Mehboob Hassan，薄

祥洁 东北师范大学 基于CoFe纳米粒子/氮掺杂石墨烯的过氧化氢电

化学传感器 

P-A-213 李运霞，公艳，张瑞

元，丁彩凤 青岛科技大学 Ratiometric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Signal 
System for Evaluation of MCF-7 Cells 

P-A-214 徐姣艳，夏建飞，王

宗花 青岛大学 二维π共轭有机金属框架材料在电分析中的应用 

P-A-215 李群，王德文，韩

策，杨秀荣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无定形界面的构筑及其在电催化水分解中应用 

P-A-216 席飞，魏永锋，亢晓

峰 西北大学 纳米结构二氧化钛电催化析氢性能的研究 

P-A-217 田磊，井欢欢，郭慧

林，亢晓峰 西北大学 阿霉素分子增强石墨烯对氧还原的催化活性 

P-A-218 侯琳，陈卫，亢晓峰 
西北大学/中国

科学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γ-Fe2O3纳米颗粒对乙醇气体的室温传感性能研

究 

 



 

二、6 月 15 日下午 

P-B-001 张亚星，夏建飞，王

宗花 青岛大学 双信号-均相适体传感器的构建及对凝血酶的检

测 

P-B-002 谢汉钊，李建平 桂林理工大学 基于能量转移的分子印迹电化学发光传感器的

研制与应用 

P-B-003 钟立，魏小平，李建

平 桂林理工大学 AgI-TiO2纳米管的光电化学分子印迹传感器检

测过氧化苯甲酰 

P-B-004 
彭晓伦，包婷，熊华

玉，文为，张修华，

王升富 
湖北大学 

基于金纳米粒子/还原型石墨烯复合物和杂交链

反应原位生成银簇的电化学适体传感器及其用

于甲基转移酶活性的超灵敏检测 

P-B-005 姜信欣，李建平 桂林理工大学 基于金属有机框架封装辣根过氧化物酶的生物

传感器 

P-B-006 张蒙，陈冬丽，李建

平 桂林理工大学 基于聚合酶辅助免标记型电化学发光DNA生物

传感器检测白血病标记基因miR-16 

P-B-007 魏欢，于萍，毛兰群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儿茶酚胺在金电极上的电化学行为研究 

P-B-008 张凯林，于萍，毛兰

群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基于微米管整流的活体分析化学新方法 

P-B-009 薛亦飞，毛兰群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气相生长碳纤维用于多巴胺和抗坏血酸的同时

检测 

P-B-010 
曹宇，王罗娜，张高

敏，王俊，王赪胤，

胡效亚 
扬州大学 基于MOF/g-C3N4纳米片复合材料光电化学传感

器的农药检测新方法 

P-B-011 米利，刘松琴 东南大学 纳米芯片固定细胞代谢的研究 

P-B-012 姜玲，刘松琴 东南大学 以碳纳米笼为细胞色素450酶载体的电化学驱动

药物代谢研究 

P-B-013 王坤 江苏大学 
基于超薄氮化碳/铁酸铋n-p异质结纳米复合材

料构建可见光驱动的氨苄青霉素光电适配体传

感器 
P-B-014 王坤 江苏大学 双光电极驱动型自供能传感器的应用研究 

P-B-015 宋文波，张金玲，商

孟香 吉林大学 二维TMDs材料的制备及生物特异性分析 

P-B-016 

张琦，赵秋月，付明

煊，崔梦京，孙月

娜，刘月仙，王海

洋，樊新宇，路海

君，张宇帆，王欢 

Hebei 
University 

高分散的铂纳米晶包裹氮掺杂碳量子点纳米构

架用于电化学评估DNA氧化损伤研究 

P-B-017 于涵，尹坦姬，丁家

旺，秦伟 
中科院烟台海

岸带研究所 
一体式纸基Ca2+离子选择性电极体系的构建及

应用 

P-B-018 赵丽君，毛兰群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三层空心碳球作为离子选择性电极的转导层用

于活体内钙离子的检测 

P-B-019 郭舒月，毛兰群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基于石墨炔的活体在线电化学分析新方法研究 

P-B-020 肖通方，毛兰群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扩散性抑制过程中抗坏血酸的活体电分析研究 

P-B-021 温广明，董文霞，杜

孝艳 山西大学 基于目标驱动的超灵敏光电化学DNA传感 

P-B-022 刘爽,魏国玉,陆跃翔 清华大学 等离子体电化学法合成MOFs 

 



 

P-B-023 滑笑雨，赵健敏，许

文菊 西南大学 邻位诱导DNA组装输出转换及酶催化放大构建

高灵敏电化学DNA生物传感器研究 

P-B-024 张金，李海兵 华中师范大学 L/D-Alanine-Pillar[5]arene-Based Electrochemical 
Sensor for Detection of ctDNA 

P-B-025 
高靖雯，熊桧文，陈

苗苗，文为，张修

华，王升富 
湖北大学 β-环糊精/氮化碳复合材料主客体识别电化学发

光适配体传感器研究 

P-B-026 赖智伟，邱凌航，陈

曦 厦门大学 
A Simplified Electrochemical Instrument 
Equipped with Automated Flow-injection System 
for Determination of Heavy Metal Ions 

P-B-027 刘淑文，丁家旺 
中国科学院烟

台海岸带研究

所 

基于G-四链体脱氧核酶和逻辑门操作构建双重

分析物的电位型核酸适体传感器 

P-B-028 许恩胜，卫伟，杨海

堂 东南大学 基于正电性介孔硅膜检测聚(ADP-核糖)聚合酶-
1活性 

P-B-029 张瑾轩，李美仙 北京大学 基于磷化钼纳米材料的磷酸根电化学传感器 
P-B-030 杨洋，朱志伟 北京大学 一种新型碳纳米管阵列修饰电极的制备及应用 

P-B-031 甘甜，王志凯，赵爱

霞 信阳师范学院 介孔硅@ZIF-8表面分子印迹电化学传感器的构

筑及阿托品的特异性检测研究 

P-B-032 卢晴青，杨秀荣，黄

建设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简便合成多孔的铂-铑纳米花用于甲醇电氧化反

应 

P-B-033 陈淑杰，谢湘俊，王

家海 广州大学 Bare conical nanopore embedded in polymer 
membrane for Cr(VI) sensing 

P-B-034 崔一鸣，罗红霞 中国人民大学 苯丙氨酸修饰石墨烯平面电极对西酞普兰的检

测 

P-B-035 朱玉涵，闫凯，张敬

东 华中科技大学 一步火焰喷雾法合成CuO/Cu2O异质结用于L-半
胱氨酸的阴极光电化学传感 

P-B-036 
吴琎楠，Otieno Kevi 
Okoth，闫凯，张敬

东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Au NPs与GR-CdS复合材料的适配体光电

传感器用于双氯芬酸的研究 

P-B-037 颜海龙，于萍，毛兰

群，杨甲甲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呼吸频率的活体电化学分析 

P-B-038 李晓坤，张友林，陈

卫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金催化-还原策略制备单原子层铂的Au@Pt核壳

结构及电催化应用 

P-B-039 

李鑫，邹娜，王朝

霞，孙艳丽，李红

英，高春萍，汪涛，

王学亮 

菏泽学院 基于纳米Au-二维MoS2复合材料的亚硝酸盐电

化学传感器 

P-B-040 赵振路 济南大学 

Adsorbent Assisted Smart Plasmonic Gold-based 
"Ultramicroelectrode" on Graphene Used as a 
Novel Platform for Ultra-Sensitive Detection of 
Arsenic 

P-B-041 叶景，杨秀荣 中科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基于电致化学发光共振能量转移设计双波长比

率法检测肌钙蛋白I 

P-B-042 刘锋钢，王家海 广州大学 
Achieving excellent electro-optic activity and 
thermal stability in monolithic cross-linked 
nonlinear optical dendrimers 

P-B-043 刘锋钢，王家海 广州大学 PEI/Zr4+-coated nanopore for detection of 
ochratoxin A 

  

 



 

P-B-044 鲁志伟，叶建山 华南理工大学 
一锅法制备新颖的3D 蜂窝状的铋纳米颗粒装饰

的氮掺杂碳纳米片框架材料：超灵敏的重金属

离子电化学传感 

P-B-045 
王珊珊，金永东，葛

春华，李海娟，赵阳

阳 

中科院长春应

化所 
以MOF为纳米载体的无标记自组装电化学发光

检测cTnI 

P-B-046 李梦璐，梁继影，刘

红云 北京师范大学 基于天然DNA的电催化构筑生物分子逻辑门 

P-B-047 卢莹 安徽农业大学 光诱导再生型核酸适体电化学传感器用于检测

三磷酸腺苷 

P-B-048 龙玲，郏建波 

中科院长春应

化所电分析化

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 

三维CuOx/NiOy纳米复合材料制备及其传感应

用 

P-B-049 谢志鹏，王家海 广州大学 纳米孔检测三聚氰胺 

P-B-050 张攀攀，杨小弟 南京师范大学 基于羧基化碳纳米管复合材料检测水溶液中的

氯霉素 

P-B-051 费琪琪，杨小弟 南京师范大学 一种新型的g-C3N4掺杂羧化MWCNTs纳米复合

材料及其在GMP检测中的应用 

P-B-052 赵堉文，王海霞，李

正 
天津中医药大

学 
适配体修饰的微电极阵列传感器快速检测大肠

杆菌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P-B-053 王彩红，谭宏亮 江西师范大学 基于MOF级联催化放大的免疫传感分析 

P-B-054 马艳华，袁瑞青，杜

纪元，洪敏，李晨钟 聊城大学 有机小分子荧光探针用于活性小分子的检测 

P-B-055 田迪，朱泽策，朱锦

涛 华中科技大学 一种高通量、便携式手机荧光成像仪及荧光定

量检测方法 

P-B-056 肖靖吁，苏磊，赵

亮，张学记 北京科技大学 基于微流体的可穿戴式汗液传感器 

P-B-057 汪天胜，卢小泉 西北师范大学 NiPd hNPs@PCN-224(Fe)用于可视化检测葡萄

糖 

P-B-058 
夏俊美，王文景，海

欣，鄂爽，舒杨，王

建华 
东北大学 单宁酸功能化铜簇选择性抑制革兰氏阳性细菌

生长 

P-B-059 张远馥 聊城大学 基于融合蛋白高灵敏检测端粒酶 

P-B-060 蔡状，宋志平，王兴

宇，郭良洽 福州大学 Novel Cysteine Fluorescent Sensor Based on 
Green Fluorescent Carbon Nitride Nanosheets 

P-B-061 蔡状，宋志平，王兴

宇，郭良洽 福州大学 Novel Cysteine Fluorescent Sensor Based on 
Green Fluorescent Carbon Nitride Nanosheets 

P-B-062 王慧，张克，尉艳 皖南医学院 具有线粒体靶向的水溶性荧光粘度探针的设计

合成 

P-B-063 苏高星，缪丹丹，于

艳艳，周敏 南通大学 介孔硅包覆的金纳米星用于肿瘤的化学-光热联

合治疗 
P-B-064 康亚峰，唐宏武 武汉大学 光镊捕获单颗上转换纳米粒子 
P-B-065 李文秀，张亮亮 广西师范大学 一种新型红色荧光探针用于H2Sn的灵敏检测 

P-B-066 于滨，逯乐慧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化所 靶向CT成像探针的设计及应用 

P-B-067 杜以晨，孔德明 南开大学 基于末端转移酶和T7核酸外切酶构建尿嘧啶

DNA糖基化酶传感器 

P-B-068 
毛志强，叶绵泰，晓

雪，王炎英，李春涯，

刘志洪 
中南民族大学 比率型双光子次氯酸荧光探针的设计及成像 

 



 

P-B-069 张宣军 澳门大学 通过调控电荷转移及能量转移合理设计化学传

感器 

P-B-070 王纪浩，张晶，孟文

杰，陆轻铀 
中科院强磁场

中心 
Magnetic effects on EGFR kinase domain revealed 
with liquid-phase STM at single-molecule scale 

P-B-071 张霞，高敏，陈令

新，于法标 海南医学院 线粒体靶向的含硒近红外荧光探针评估硫烷硫

的生物效应 

P-B-072 王娟，陈艳，逯乐慧 中科院长春应

化所 
金属-酚包覆的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用于pH响

应的药物释放和核磁共振成像 

P-B-073 杨林林，赵君，张忠

平 安徽大学 设计合理的分子开关对全细胞空间和活动物体

内自发性H2S的动力学示踪 

P-B-074 齐洪杰，李昱伟，毕

赛 青岛大学 基于DNA三螺旋分子开关驱动的DNA逻辑自组

装 

P-B-075 许远，崔云溪，赵秋

歌，唐安娜，孔德明 南开大学 指数型的滚环扩增技术应用于尿嘧啶-DNA糖苷

酶的实时传感检测 

P-B-076 
赵君，吴奇龙，刘正

杰，赵婷婷，蒋长

龙，张忠平，张忠平 

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智能机械

研究所 

用于活细胞中端粒酶RNA原位检测的Sticky-
Flares探针 

P-B-077 
刘仁勇，赵婷婷，刘

正杰，刘变化，张忠

平 

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 

端粒酶特异性比率荧光探针用于肿瘤细胞的可

视化检测 

P-B-078 白敏，赵永席 西安交通大学 化学修饰DNA纳米机器用于活细胞内RNA的保

真成像 

P-B-079 叶克敏，张鲁凝，侯

蓓蓓 同济大学 淀粉微球在超分辨率成像中的应用 

P-B-080 周慧,李勋,范小林 赣州师范大学 G-三链体核酸探针的稳定性及其功能化 

P-B-081 瞿 昊 ， Hyongsok 
Tom Soh 

Stanford 
University 

基于磁珠展示方法的金属离子核酸适配体快速

无标记筛选 

P-B-082 冯靖靖，何彦 清华大学化学

系 金纳米粒子在细菌流体中的活性运输 

P-B-083 方雪恩,孔继烈 复旦大学 A novel exonuclease activity assisted isothermal 
nucleicacid amplification with ultrahigh specificity 

P-B-084 金燕,史璐,李保新 陕西师范大学 肿瘤标志物即时检测新方法的研究 

P-B-085 朱慧，夏云生 安徽师范大学 
单分散双等离子体核@壳结构的Au@Cu2-xE 
(E= S, Se)超级纳米粒子：水相合成，多功能成

像以及肿瘤治疗 
P-B-086 邱丽萍，谭蔚泓 湖南大学 基于功能核酸的亚细胞荧光成像 

P-B-087 敬静，张小玲 北京理工大学  荧光探针的设计合成及其在细胞微环境成像中

的应用 

P-B-088 苏媛媛，何耀 苏州大学 基于荧光硅纳米颗粒诊疗探针的构建及生物效

应评价 

P-B-089 
许钬，王丽莎，江翊

凡，Zhifa Shen，吴

再生 
福州大学 

Target-triggered assembly of net-like DNA 
nanostructure for intracellular imaging of 
biomolecules 

P-B-090 张利娟，张志凌，庞

代文 武汉大学 单病毒示踪技术研究流感病毒沿细胞骨架转运

的分子机制 

P-B-091 周慧,吴志芳,李勋,范
小林 赣南师范大学 G-三链体非标记分子信标用于microRNA的高特

异性检测 

P-B-092 柳思，扬戴宗 中山大学 金属有机框架的氧气传感性能调控及其复合酶

传感器 

 



 

P-B-093 唐苗苗，何耀 苏州大学 

Photostable and Biocompatible Fluorescent Silicon 
Nanoparticles-Based Theranostic Probes for 
Simultaneous Imaging and Treatment of Ocular 
Neovascularization 

P-B-094 杨占军 扬州大学 高灵敏单组分和多组分禽畜类细胞因子免疫分

析新方法研究 

P-B-095 王晓燕，杨婷 东北大学 M13噬菌体-纳米金复合物在金黄色葡萄球菌检

测中的应用 

P-B-096 袁景利，宋波，张文

珠 大连理工大学 细胞器靶向金属配合物荧光探针及其在生化分

析中的应用 

P-B-097 唐艳丽，赵琦，张梓

颀，翟利伟，王恋琪 陕西师范大学 基于共轭聚合物的生物传感与生化分析研究 

P-B-098 胡高飞，郭唱，唐

娟，许苏英，汪乐余 北京化工大学 构筑多功能19F磁共振纳米探针用于肿瘤多模态

成像及光热治疗 

P-B-099 乔娟，齐莉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智能响应型聚合物的构建及其细胞温度成像研

究 

P-B-100 李春艳，欧阳娟 湘潭大学 基于配位聚合物的近红外碱性磷酸酶纳米荧光

探针的构建 

P-B-101 朱泽策，舒学文 华中科技大学 自动锁相的时间分辨显微镜用于上转换发光成

像 

P-B-102 蔡 圣 ,Andrew D. 
Ellington UT-Austin Phosphorothioated primers lead to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at low temperatures 

P-B-103 黄利利，刘柯江，李

雪，谢海燕 北京理工大学 顺应自然的病毒荧光标记新方法 

P-B-104 张鹏飞，蔡林涛，唐

本忠 

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 
AIE荧光纳米探针用于活体靶向及成像研究 

P-B-105 汪勇，高明远，柴之

芳 苏州大学 蛋白质仿生纳米探针与活体成像分析 

P-B-106 钱若灿，吕键，龙亿

涛 华东理工大学 单细胞肿瘤相关生物分子的成像分析 

P-B-107 柯国梁,杨朝勇,张晓

兵 湖南大学 结构DNA纳米技术介导生物分子的精确组装及

功能调控 

P-B-108 杨甜甜，徐璐璐，程

伟 
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基于适体共定位触发DNA自组装的乳腺癌

HER2二聚体 检测新方法 

P-B-109 吴鲁艳，叶德举 南京大学 比率型近红外荧光纳米探针的设计及用于体内

和体外检测内源性的硫化氢的研究 

P-B-110 罗治亮，叶德举 南京大学 靶向肿瘤细胞的GGT激活型近红外荧光探针的

构建与活体成像分析研究 

P-B-111 

孟晓青，孙枝红，邓

冠军，李三朋，周理

华，许振，李文军，

龚萍 

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 

A Small-Molecule "Turn-On" Fluorescent Probe 
for in Vivo Imaging of Tumor Hypoxia in the 
NIR-II Window 

P-B-112 胡一鸣，马会民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泛酰巯基乙胺酶比率型荧光探针的设计及应用 

P-B-113 吴远恒，张厚春，张

信凤 成都理工大学 DNAzyme -SYBR Green I化学发光传感检测
DNA 

P-B-114 范晓娅，邓莉，张信

凤 成都理工大学 基于dsDNA-SYBR Green I光敏催化的化学发光

传感新技术 
  

 



 

P-B-115 安源，李西兰，朱

志，杨朝勇 厦门大学 基于Cell-SELEX技术的原位结肠癌细胞核酸适

体筛选 

P-B-116 李媛，杨盛，杨荣华 湖南大学/长沙

理工大学 
基于RNA辅助荧光放大的Hyal-1纳米胶束成像

探针研究 

P-B-117 覃东庙，莫桂春，蒋

小华，邓必阳 广西师范大学 基于碳量子点的一种新型夹层电化学发光免疫

传感器用于检测CA15-3 

P-B-118 王宇琦，叶德举 南京大学 Caspase-3激活的光声成像探针应用于活体检测

肿瘤凋亡信号的研究 

P-B-119 蒋莹琰，王伟 南京大学 Point Spread Function of Objective-bas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Microscopy 

P-B-120 李洪玉，李晓花，马

会民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靶向线粒体的过氧亚硝基荧光探针的设计及细

胞成像研究 

P-B-121 
孙竹兴，王佳颖，蔡

佳璇，高保祥，刘红

梅 
河北大学 靶向线粒体苝酐荧光探针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P-B-122 
郭敬儒，赵智健，杨

盛，郭崇崇，周岸

新，杨荣华 
长沙理工大学 基于α-取代丙烯酸酯的近红外比率型多硫化氢

荧光探针研究 

P-B-123 李春梅，黄承志 西南大学 细胞膜表面aptasensor实时监测病毒侵染早期过

程 

P-B-124 

于成龙，刘航，齐

勇，杨静，刘浩哲，

张立泽清，张文天，

赵智健，雷凯 

陕西科技大学 晶格内原子团簇运动赝定量分析方法：以蓝宝

石纳米线VLS生长为例 

P-B-125 张玉苏，刘晓君，盖

宏伟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PRET现象的单颗粒均相免疫分析 

P-B-126 田文韬，赵文峰，盖

宏伟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双色量子点共定位计数的肝素检测方法研

究 

P-B-127 王林祥，余玲，周莹 西南大学 Isolation of prostate cancer stem cell by paper-
based 3D cell culture 

P-B-128 石文博，宋波 大连理工大学 基于Ru(II)-Gd(III)异核双金属配合物的荧光-磁
共振双模式次氯酸分子探针 

P-B-129 唐志新，袁景利 大连理工大学 一种新型硫化氢比率型时间分辨荧光探针的合

成与应用 

P-B-130 欧阳瑞镯，贾鹏鹏，

童潇，周爽，缪煜清 上海理工大学 铋基材料的生物应用研究 

P-B-131 杜忠波，张文珠，宋

波，袁景利 大连理工大学 研究线粒体内半胱氨酸的磷光与成像的Ir(III)配
合物探针 

P-B-132 丁彩萍，张翠玲，鲜

跃仲 华东师范大学 基于信号放大策略的近红外Ag2S纳米组装体的

构建及其用于循环肿瘤细胞检测的研究 

P-B-133 王咏婕，王伟 南京大学 
Label-free optical imaging of the dynamic stick-
slip and migration of single sub-100nm surface 
nanobubbles: A super-localization approach 

P-B-134 申天骄，高丛丛，敬

静，张小玲 北京理工大学 一种新型极性敏感的荧光探针的设计合成与应

用 

P-B-135 王纪娟，李平，武传

琛，张彦迪，唐波 山东师范大学 抑郁症中臭氧的高灵敏度荧光成像研究 

P-B-136 聂龙雪，郭秉鹏，敬

静，张绍文，张小玲 北京理工大学 一种灵敏的荧光探针用于细胞内半胱氨酸的检

测成像 
P-B-137 李杰，钟华，丁彩凤 青岛科技大学 肿瘤标志物的单分子荧光检测方法的研究 

  

 



 

P-B-138 公艳，李运霞，张瑞

元，丁彩凤 青岛科技大学 

Multifunctional Gold Nanoparticles-Based 
Fluor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Probe 
for Target Drug Delivery and Cell Fluoresce 
Imaging 

P-B-139 王俊宁，王振波，牛

淑妍，丁彩凤 青岛科技大学 基于DNA纳米水凝胶检测细胞内的ATP 

P-B-140 
邹利媛，王青，羊小

海，刘晓峰，聂文

艳，王柯敏 
湖南大学 金纳米颗粒增强的SPR传感器用于外泌体的高

灵敏检测 

P-B-141 纪小婷，张瑞元，王

振波，丁彩凤 青岛科技大学 
Locked Nucleic Acid Nanomicelle with Cell-
Penetrating Peptides Transmembrane Ability for 
Glutathione-Triggered Drug Release 

P-B-142 纪小婷，吕浩源，丁

彩凤 青岛科技大学 
A DNA Nanotube-Peptide biocomplex for mRNA 
Dete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ancer Diagnosis 
and Targeted Therapy 

P-B-143 冯恩铎，郑婷婷，田

阳 华东师范大学 新型SERS纳米探针MGT用于细胞表面程序性

死亡受体配体1的检测 

P-B-144 冯书敏，冯国强 华中师范大学 近红外比色型快速识别Pd0的荧光探针的合成以

及性能研究 

P-B-145 凤维勇，冯国强 华中师范大学 基于亚胺香豆素结构快速识别光气的比色/比率

型荧光探针 

P-B-146 刘金彤，杜平，刘天

瑞，雷建平 南京大学 氧化锰-黑磷复合纳米平台用于双模态监控自供

氧过程的高效治疗 

P-B-147 陈伟闻，田阳，郑婷

婷 华东师范大学 帕金森病变神经元中ɑ-突触核蛋白治疗和诊断

的一体化研究 

P-B-148 鄂爽，陈旭伟 东北大学 碳点的表面化学调控用于溶酶体和内质网的靶

向定位及pH检测 

P-B-149 吴传丽，梁文慧，吴

萍，蔡称心 南京师范大学 牛血清白蛋白的掺杂及其电子传输性能的研究 

P-B-150 周东叶，李春艳，欧

阳娟 湘潭大学 线粒体定位近红外一氧化碳荧光探针的合成及

其成像研究 

P-B-151 徐静娟，杨雪娇 南京大学 二级信号放大策略用于hERG钾离子通道的原位

可视化 

P-B-152 江文丽，欧阳娟，李

春艳 湘潭大学 采用双锁模型来构建双光子荧光探针用于检测

溶酶体中内源性的H2S 

P-B-153 张芳梅，马品一，许

龙斌，宋大千 吉林大学 亲水性核壳型CuInS/ZnS量子点荧光探针应用于

碱性磷酸酶的检测及肝癌细胞的荧光成像 

P-B-154 江艾蕊，何耀 苏州大学 基于硅基纳米颗粒的载体红细胞在生物成像以

及肿瘤治疗方面的应用 

P-B-155 刘琳，王振新，张

婳，宋大千 吉林大学 基于上转换纳米粒子的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方法

检测细胞内的caspase-3 

P-B-156 雷莉，徐志爱，张文 华东师范大学 基于凝集素功能化磁性纳米粒子与pH敏感的胶

束纳米颗粒对细胞表面聚糖表达的分析 

P-B-157 王凤阳，虞淑娟，徐

志爱，丁春勇，张文 华东师范大学 溶酶体靶向的NO探针用于细胞及组织切片成像 

P-B-158 齐国华，李海娟，张

颖，金永东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化所 
原位追踪细胞色素c在细胞应激反应中的动态表

达 

P-B-159 赵紫霞,许建,张研 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 用于水产物种DNA鉴定的生物传感检测方法 

P-B-160 叶辛,方雪恩,孔继烈 复旦大学 Hot start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using Gold Nanoparticles 

  
 



 

P-B-161 王雪娇,牛淑妍,石超,
马翠萍 青岛科技大学 双交叉引物恒温扩增技术检测大肠杆菌的应用

研究 

P-B-162 刘帅,匡少平,石超,马
翠萍 青岛科技大学 一步法检测蜡样芽胞杆菌 

P-B-163 罗擎颖,刘琳,杨偲,袁
静,金宗文 

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 

基于滚环扩增及时间分辨能量共振转移的

miRNAs高灵敏检测 

P-B-164 王文静,舒明波 华中农业大学 基于DNA纳米机器的核糖核酸酶H的灵敏检测 

P-B-165 杨丽,王媛媛,刘奋勇,
邢曦雯 暨南大学 TdT酶检测新方法 

P-B-166 赵永席,陈锋,白敏,曹
晓文 西安交通大学 活细胞核酸组装与扩增分析 

P-B-167 刘明秀,田建袅,江先

锋 广西师范大学 基于ExoIII辅助靶双重循环和G-四链体的荧光

传感用于HIV-DNA检测 

P-B-168 唐雅芳,龙秋婷,田建

袅 广西师范大学 基于EXOⅢ及氧化石墨烯的HIV-DNA检测 

P-B-169 李小婷,赵晶瑾 广西师范大学 基于T7 Exo辅助循环信号放大荧光偏振方法检

测miRNA 

P-B-170 马兰,雷祯,刘霞,王振

新 
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 
一种基于DNA连接酶的检测DNA甲基化水平的

微阵列方法 

P-B-171 何凤姣,冯叶,张晓青,
苏玲玲,张轶琳 湖南大学 基于16S rRNA和"基因开关"的 超灵敏MSPQC

细菌传感器 

P-B-172 崔惠芳,樊双飞,陈丽

丽,李宗宜,吕曼曼 郑州大学 幽门螺旋杆菌DNA传感器的构建及牙菌斑幽门

螺旋杆菌的检测 
P-B-173 廖珮宇,黄岩谊 北京大学 用离心机产生的均匀液滴用于数字PCR 
P-B-174 钟玮晔,刘翼振 深圳大学 基于DNA逻辑电路的SNV智能检测技术 

P-B-175 尹翠云,周翠松,李晓

玲,牛菁菁,肖丹 四川大学 基于静电纺丝可视化纳米传感平台的超灵敏检

测 

P-B-176 刘云龙,邹秉杰,周国

华 

南京大学医学

院附属金陵医

院 

基于可控延伸低背景级联核酸侵入反应的基因

突变检测逻辑传感器 

P-B-177 刘涛,储震宇,金万勤 南京工业大学 三维铂纳米管阵列的DNA生物传感器的设计及

其在汞离子检测中的应用 

P-B-178 周春阳,于治,于伟利,
郭春雷 

The Institute of 
Optic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基于拉曼增强光谱的可裂解适配体生物传感器

用于高灵敏度检测三磷酸腺苷 

P-B-179 李亚飘,赵强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

心 
基于适配体竞争性荧光各向异性分析ATP 

P-B-180 邬期望,沈宏 浙江大学 
STUDIES ON MICROFLUIDIC 
CHEMILUMINESCENCE-BASED 
APTASENSOR 

P-B-181 唐艺丹,吕佰阳,祝振

童,李冰凌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基于万能传导实现普适性、合理性基因检测 

P-B-182 陈杰林,张影影,周俊,
鞠熀先 南京大学 G-四链体/hemin DNA酶活性的提高与机理研究 

P-B-183 盛楠,周国华 南京军区南京

总医院 
ALDH2基因可视化分型检测新方法的建立及临

床应用 
  

 



 

P-B-184 陆妍,周国华 南京军区南京

总医院 
环介导等温扩增偶联核酸侵入反应的纳米金可

视化核酸检测新方法 
P-B-185 谭赟,刘翼振 深圳大学 单碱基突变位点的智能定位与检测 
P-B-186 范劲,刘翼振 深圳大学 高密度双链DNA纳米金探针的快速制备 

P-B-187 贾文超,陆重伊,杨皓,
李慧,许丹科 南京大学 核酸适配体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成像筛选及亲

和力测定 

P-B-188 于芳,李慧,许丹科,贺
福初 南京大学 基于纳米银和流式分选仪的快速适配体筛选方

法 

P-B-189 魏云云,隋金宏,王月,
徐章润 东北大学 比色和光热双模式定量检测肿瘤标志物 

P-B-190 金馥瑞.李慧.许丹科 南京大学 基于单颗粒的单碱基突变超灵敏检测 

P-B-191 曹宇,张凯,董海峰,张
学记 北京科技大学 响铃状Au@Cu2-xS中空介孔纳米材料用于胞内

miRNA检测及增强的光热-化学联合治疗 

P-B-192 刘聪慧,董海峰,吴年

强,曹宇,张学记 北京科技大学 Au@SiO2@Cu2O/全氟己烷纳米复合物用于等

离子体共振能量转移增强的光动力治疗 

P-B-193 卢沙沙,王双,赵佳会,
孙健,杨秀荣 

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 分析物触发的三链分子信标用于微小RNA检测 

P-B-194 
王绘珍,何定庚,步鸿

昌,吴日,何晓晓,王柯

敏 
湖南大学 基于Y型探针用于外泌体内多种MicroRNA原位

检测研究 

P-B-195 贾瑞晨,何晓晓,马文

杰,雷艳丽,王柯敏 湖南大学 Aptamer功能化DNA四面体纳米诊疗探针用于

乳腺癌相关piRNA的成像及治疗 

P-B-196 万元,娄新徽 首都师范大学 纳米金对常见哌嗪类缓冲溶液的催化反应及其

在生物传感中的应用 
P-B-197 乔娜,娄新徽 首都师范大学 结构开关型核酸适配体筛选新方法研究 

P-B-198 项铮,邹秉杰,宋沁馨,
周国华 中国药科大学 PCR耦联核酸侵入反应定量检测循环游离DNA

突变丰度 

P-B-199 金田,李晓宏 北京师范大学 钠离子诱导的铅离子稳定G-四链体的构型变化

及其对铅离子检测的影响 
P-B-200 刘海燕,李占潮 广东药科大学 基于恒温指数扩增技术的肿瘤标志物高敏检测 

P-B-201 鄂芳洁,成永强,江琦 河北大学 双链特异核酸酶结合共轭聚合物多重传感检测

miRNAs研究 

P-B-202 徐梦菲,戴宗 中山大学 基于结构能量模型指导高灵敏度高特异性

microRNA分析 
P-B-203 李朦朦,杨斌 湘潭大学 基于DNA碱基堆积效应的新型DNA支点的研究 

P-B-204 张婕妤,初亚男,邹秉

杰,张晏洁,封利颖 南京大学 基于级联核酸侵入反应的real-time PCR法检测

咽拭子样本中UGT1A1*6基因多态性 

P-B-205 许飞飞,周伟贤,陈芸 南京医科大学 DNA-peptide探针/准定向蛋白质组学法定量研

究多组分miRNAs 

P-B-206 路威,姚波,王敏 浙江大学 基于功能性磁珠和滚环扩增的miRNAs一体化检

测技术 

P-B-207 何梦崎,王昆,王文景,
于永亮,王建华 东北大学 基于核酸外切酶III和DNA行走机器人级联放大

策略的智能DNA分子机器检测癌胚抗原 

P-B-208 
谷雨,张亭亭,黄智峰,
胡善文,赵微,徐静娟,
陈洪渊 

南京大学 基于血糖仪的核酸液体活检新方法 

P-B-209 庞博,赵超,牟颖,李娟 吉林大学 一种用于LAMP检测的新型可视化混合染料及

其应用 

P-B-210 王双,孙健,赵佳会,卢
沙沙,杨秀荣 

中国科学院长春

应用化学研究所 
基于G-四链体/hemin的光诱导电子转移构建逻

辑运算多功能平台 

 



 

P-B-211 刘金映,张江艳,成永

强 河北大学 基于分子信标探针与核酸酶辅助扩增的

microRNA检测研究 

P-B-212 黄丹,邓俊玲,宋凌波,
杨舒,杨千帆 四川大学 基于DNA四链结构的免标记全加/全减器设计 

P-B-213 董倩，王雪伟，胡小

晓，陈卓，谭蔚泓 湖南大学 

Simultaneous Application of Photothermal 
Therapy and an Anti-inflammatory Prodrug using 
Pyrene–Aspirin-Loaded Gold Nanorod 
Graphitic Nanocapsules 

P-B-214 徐帅，刘红文，宦双

燕，袁林，张晓兵 湖南大学 
Near-Infrared Fluorescent Probe for Carbon 
Monoxide Detection in Live Cells and Drug-
Induced Liver Injury Sample 

P-B-215 

李俊彬 ，陈岚岚 ，
王倩倩 ，刘红文 ，
胡小晓 ，袁林 ，张

晓兵 

湖南大学 Bioluminescent Probes for Imaging Peroxynitrite 
and Nitroxyl in Living Cells and Mice 

P-B-216 刘红文，李珂，张晓

兵 湖南大学 
Activation of Fluorescent Probe Releasing a 
Precipitating Fluorochrome in Situ Localization 
Imaging of Furin in Live Cells and Tissues 

P-B-217 
刘永超，滕丽丽，陈

岚岚，马洪昌，刘红

文，张晓兵 
湖南大学 开发用于实时可视化细胞内缺氧和线粒体自噬

的近红外荧光探针 

P-B-218 焉春雨，马翠萍，石

超 青岛大学 对寨卡病毒RNA的一步法快速可视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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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001 

Muhammad Rizwan 
Younis ， Chen 
Wang ，  Qian Wen 
Zhang ， Ruibing 
An ， De-Ju Ye ， 
Xing-Hua Xia 

南京大学 
Plasmon Hot Electron Injection Induces Singlet 
Oxygen Generation by Au/MoS2 Hybrid with 
Enhanced In Vivo Photodynamic Therapy 

P-C-002 潘琪,林希建,何彦 清华大学 单颗粒旋转探针检测催化反应 
P-C-003 吴万豪,杨倩,苏彬 浙江大学 大面积二氧化硅均孔膜用于高通量分子筛分 

P-C-004 丁娅,王婧雯,郑枫,刘
晶 中国药科大学 药物和基因载体膜亲和力的可视化快速测定方

法研究 

P-C-005 朱艳丽,王佶恺,蔡青

云 湖南大学 
Super-bright Eu,Sm,Mn-doped CaS UCNPs: 
Applications in bioimaging and ultra-sensitive 
detection 

P-C-006 杨黄浩 

福州大学食品

安全与检测教

育部重点实验

室 

无背景的X射线荧光纳米分析与成像方法 

P-C-007 林洪,李美仙 玉溪师范学院 基于Mo6S9-XIX纳米线增敏的紫外光谱法检测
DNA 

P-C-008 马培强,尹斌成,叶邦

策 华东理工大学 A highly integrated DNA nanomachine operating 
in living cells powered by an endogenous stimulus 

P-C-009 李志英 忻州师院学院 铁纳米荧光探针的制备以及对焦性没食子酸的

检测 
P-C-010 赵美姣,吴万豪,苏彬 浙江大学 pH控释的肠道消炎药在二氧化硅纳米通道薄膜

 



 

中的单程扩散 

P-C-011 王亚锋,杨倩,赵美姣,
邬建敏,苏彬 浙江大学 基于二氧化硅纳米多孔薄膜光学干涉的挥发性

有机物传感器 

P-C-012 杨倩,林星宇,王亚锋,
苏彬 浙江大学 不对称二氧化硅纳米多孔薄膜：分子单向阀 

P-C-013 李贺 济南大学 基于刺激响应策略的免疫吸附分析新方法 

P-C-014 
祝宝雅,任国娟,唐明

宇,柴芳,曲凤玉,王春

刚,苏忠民 

哈尔滨师范大

学 
Fluorescent silicon nanoparticles for sensing Hg2+ 
and Ag+ as well visualization of latent fingerprints 

P-C-015 薛诗凡,张闽 华东师范大学 识别金属离子的"化学鼻子/舌头" 

P-C-016 王 振 光 ,Andrey L. 
Rogach 河北大学 基于荧光铜纳米团簇-有机金属框架复合物的

TNT检测方法研究 

P-C-017 吴琼,崔小强,陈芳芳 吉林大学中日

联谊医院 
聚多巴胺@银纳米粒子增强的SPR传感器用于

心肌肌钙蛋白分子的检测 
P-C-018 曾景斌 中国石油大学 哑铃型Pd-Fe3O4纳米粒子及其比色检测应用 

P-C-019 
于丽颖,张凌宇,任国娟 ,
李双 ,祝宝雅,柴芳 ,曲凤

玉,王春刚,苏忠民, 

哈尔滨师范大

学 
金纳米簇和碳量子点组成的综合荧光纳米探针

用于比色和荧光检测汞离子和六价铬离子 

P-C-020 丁二丽,汪宝堆 兰州大学化学 CuO/Co3O4异质结纳米纤维用于全血中癌细胞

的可视化检测 
P-C-021 海军,汪宝堆 兰州大学 基于多孔木头膜的Hg2+放大比色检测传感器 

P-C-022 

耿 翔 , Gregory 
Meyers, 
Chyasnavichyus 
Maryus, 吴幼军 

陶氏化学（中

国）投资有限

公司 

通过原子力显微镜力谱研究涂料表面的粘弹性

特性 

P-C-023 付晶晶，周莹，康跃

军，余玲，李长明 西南大学 
An novel and economical strategy for cancer stem 
cell enrichment Spontaneous tumor spheroid 
formation on hydrophilic filter paper 

P-C-024 张慧,尹学博 南开大学 基于卟啉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诊疗一体化研究 

P-C-025 王海东,温桂清,蒋治

良 广西师范大学 配体调控氧化石墨烯纳米带催化SERS法测定
Na+ 

P-C-026 凌平华,钱才华,高峰,
雷建平 安徽师范大学 酶功能化的MOF纳米片仿生体系用于原位产生

NO 

P-C-027 何毅,黄伟,邓跃全 西南科技大学 基于非标记体氧化钼纳米材料表面等离子效应

的可视化逻辑操作 
P-C-028 冯路平,王桦 曲阜师范大学 基于微井阵列的微小RNA荧光分析技术 

P-C-029 蒲巧生,赵丽芝 兰州大学 用于苦味酸检测的绿色荧光碳点合成及其选择

性的pH调控 

P-C-030 李冰玉,李希哲,武亚

艳 西安交通大学 基于不同长径比金纳米棒的比色传感阵列用于

细菌的检测识别研究 

P-C-031 刘英帅 西南大学 液相化学掺杂诱导长余辉纳米探针余辉增强效

应及其在生物分析中的应用 

P-C-032 张瑞丽,贾茜,王永东,
王忠良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一种响应型多功能纳米探针用于神经干细胞分

化的实时动态成像监测 

P-C-033 陈超群,林振宇 福州大学 Sensitive Fluorescent Sensing for Hydrogen 
Sulfide by Perovskite Quantum Dots 

P-C-034 王俊俊,杨海朋,杨春,
赵晓琳,杨琴珪 深圳大学 Pt/ZIF8纳米复合材料修饰电极用于肌氨酸的检

测 

P-C-035 荣凯,方幼兴,董绍俊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低共熔溶剂中电化学方法制备多孔纳米金电极 

 



 

P-C-036 叶晓雪,汪晨,李春涯 中南民族大学 钙钛矿量子点荧光探针测定有机溶剂中的水含

量 

P-C-037 齐骥，李博伟，罗立

强，陈令新 

中国科学院烟

台海岸带研究

所 

基于荧光和分子印迹技术的旋转微流控纸芯片

检测酚类污染物 

P-C-038 白红艳,刘立春 嘉兴学院 基于Pd/ZnS 纳米复合材料的无酶葡萄糖生物传

感器的研究 

P-C-039 陈如冰,刘翠 重庆大学 双功能纳米球和纳米金比色用于乙肝表面抗原

快速可视化检测 

P-C-040 舒桐,王建行,林祥芳,
苏磊,张学记 北京科技大学 基于蛋白质配位金纳米簇的内源性比率型荧光

传感器构建 

P-C-041 刘峰,孙俊林,刘晓庆 武汉大学 基于量子点的纳米疫苗用于实时成像和癌症免

疫治疗 

P-C-042 苏磊,舒桐,王健行,张
学记 北京科技大学 金纳米簇的化学刻蚀及聚集诱导发光新材料的

发光传感研究 

P-C-043 薛昌,张书馨,欧阳昌

合,吴再生 福州大学 
Target-induced Programmed Assembly of DNA 
Branched Junctions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In Situ 
Cell Imaging 

P-C-044 王锐,Jaebum Choo,于
法标 海南医学院 基于SERS侧向流试纸条高灵敏检测高致病性病

原菌 
P-C-045 王玉茹,徐阳,李焕荣 河北工业大学 锰(II)-碳点的制备及对有机试剂辨别 

P-C-046 王怡婷,杨婷 东北大学 基于CNNS比率探针构建的信号放大策略用于

胞内miRNA的成像检测 

P-C-047 周国华,闫小宁 岭南师范学院 酪氨酸绿色还原可控制备纳米金及其一步功能

化 

P-C-048 张悦动,李君,杨荣华 长沙理工大学 基于MOF的荧光探针对于细胞内ATP的高选择

性检测 

P-C-049 田凯乐,唐婷婷,李德

健,聂菲 西北大学 基于氮掺杂石墨烯量子点的可视化检测法用于

Mn2+的测定 

P-C-050 王顺,李伟,司思思,郭
清乾,胡建的 河南农业大学 多通道局域表面等离子共振检测植物激素脱落

酸 

P-C-051 朱琳,邱彬 福州大学 基于MnO2-MXene量子点纳米复合物的荧光探

针用于谷胱甘肽的检测 

P-C-052 王晨羽,何耀 苏州大学 关于一种基于荧光硅纳米颗粒的基因载体的研

究 

P-C-053 
李丽,宋秀玲,徐坤,宋
丹丹,林桂淼,许改霞,
李娟 

吉林大学 三种食源性致病菌同步快速检测技术 

P-C-054 张文洁,罗红群,李念

兵 西南大学 一锅法绿色合成高荧光的铜纳米簇并用于选择

性和灵敏的检测苦味酸 

P-C-055 叶萃,罗红群,李念兵 西南大学 基于微乳法制备超薄磷酸铜纳米片及其光电化

学研究 

P-C-056 李娜,罗红群,李念兵 西南大学 基于DNA-CoOOH纳米片复合物构建焦磷酸盐

的双信号荧光传感器 

P-C-057 郭道霞,苏媛媛,何耀 苏州大学 基于荧光硅纳米颗粒药物载体进行耐药性联合

治疗 
P-C-058 邱丽萍，谭蔚泓 湖南大学 基于功能核酸的亚细胞荧光成像 

P-C-059 肖婷，卢沙沙，孙

健，杨秀荣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分析化学 

聚多巴胺纳米管用于荧光检测Aβ寡聚物并抑制

Aβ的聚集 

P-C-060 刘国永，赵佳会，卢 中国科学院长 一种基于原位合成聚甲基多巴纳米粒子用于酪
 



 

沙沙，王双，孙健，

杨秀荣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氨酸酶活性检测的荧光分析法 

P-C-061 
刘莲花,杨玉琪,袁亚

平,刘买利,陈世桢,周
欣 

中国科学院武

汉物理与数学

研究所 

基于Aza-BODIPY的造影剂用于NIR荧光 -19F 
MR双模态成像 

P-C-062 范雨竹,李念兵,罗红

群 西南大学 生物质碳量子点表面电荷调控构建荧光/比色双

通道纳米传感器检测pH和溶解氨 

P-C-063 毛昌杰,迟芬萍 安徽大学 孟加拉玫瑰红功能化氧化石墨烯高效光催化消

毒大肠杆菌的研究 

P-C-064 韦玉平,毛昌杰 安徽大学 二维金属卟啉有机框架纳米材料用于构建高灵

敏电致化学发光生物传感器 

P-C-065 闫鹏,李冰玉,李希哲,
武亚艳 西安交通大学 

Sensor array based on tuning surface charge for the 
dete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proteins using 
quantum dots 

P-C-066 王颖,倩袁荃 湖南大学 核酸适体功能化的长余辉纳米颗粒用于无背景

肿瘤靶向成像 

P-C-067 刘亚华,董平,庞代文,
刘晓庆 武汉大学 基于纳米材料的光热效应对碱性磷酸酶的检测 

P-C-068 李明,于志一,杨晨,夏
丹,施悦雯,徐泉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微观操控分析 

P-C-069 田敏,张玉娟,张君秋,
王英特,张勇 山西大学 绿色合成荧光碳量子点应用于pH传感的研究 

P-C-070 李帮林,罗红群,李念

兵 西南大学 基于二硫化钼纳米材料构建重金属离子(Hg2+，

Pb2+，Cd2+)检测试纸条 

P-C-071 王洋,黄唯,张婷,陈玉

玲,胡效亚 扬州大学 功能化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P-C-072 石文兵,许燕梅,俞志

刚 长江师范学院 取代信号机制电流型传感器高灵敏检测大肠杆

菌基因序列 

P-C-073 韩磊,张海姣,陈道缘,
李峰 青岛农业大学 串联纳米酶：一锅法无酶葡萄糖比色检测 

P-C-074 纳敏,陈永雷,齐升达,
陈宏丽,陈兴国 兰州大学 一步法合成新型荧光硅纳米颗粒及其在检测亚

铁氰化钾中的应用 

P-C-075 

MUTUYIMANA 
FELICITE 
PACIFIQUE,刘娟娟 ,
纳敏,陈兴国 

兰州大学 用于检测血清和尿液样品中葡萄糖的橙红色荧

光碳点的 合成及应用研究 

P-C-076 王清连,陈一峰,杨梅 辽宁师范大学 水热合成二硫化钨量子点检测人血清中肌红蛋

白 

P-C-077 
杜慧凤,张艳然,张友

玉,何晓晓,王柯敏,黄
红梅,肖毅 

湖南师范大学 含吡啶基小尺寸共轭聚合物纳米棒用于灵敏检

测Pd2+ 

P-C-078 杨春丽,孙丽华,周丽

华 广东工业大学 银碳量子点复合物的合成及其高效催化还原对

硝基苯酚 

P-C-079 胡兴茹,李健生 南京理工大学 

Metal Organic Framework-Derived Hollow 
Carbon Nanocubes for Fast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C-080 竹慧,郭唱,崔家斌,姜
瑞,许苏英,汪乐余 北京化工大学 

19F接枝的Cu7S4-Au异质结用于深处组织的多模

态成像引导的光热治疗 

P-C-081 李亚伟,汪乐余 北京化工大学 基于金簇的荧光纳米探针用于细胞内硫离子的

分析检测 

 



 

P-C-082 杨猛,李琛,胡栋宝,陈
文静,曾艳萍 玉溪师范学院 铝离子和氯化锂浓度梯度对芦丁在荷负电纳米

通道中的传输增强作用 

P-C-083 唐勇,谢开鑫,肖盟 暨南大学 基于核壳型SERS探针的免疫层析试条超灵敏检

测H7N9 亚型病毒 

P-C-084 朱瑞琦,张俊莉,贾晶,
王琦,李忠平,董川 山西大学 绿色荧光碳点的快速宏量制备及其用于泛酸检

测和癌细胞靶向成像 

P-C-085 季晓媛,何耀 苏州大学 基于荧光硅纳米颗粒基因载体构建及其细胞行

为学可视化研究 

P-C-086 邢洋,周影,张羱,张彩

红,双少敏 山西大学 金-介孔二氧化硅Janus粒子的制备及体外化学-
光热治疗效应的研究 

P-C-087 徐宁 , 朴明星 , 卡米

拉·艾尔肯,尚庆坤 东北师范大学 水溶性量子点在肿瘤细胞多药耐药性研究中的

应用 

P-C-088 张羱,赵雪微,张国梅,
双少敏,董川 山西大学 CD44和叶酸双受体靶向型荧光碳点的制备及细

胞成像研究 

P-C-089 任丽娜,张金瑜,尚庆

坤 东北师范大学 碳量子点在金属离子检测中的应用 

P-C-090 路雯婧,张羱,焦媛,张
彦,董川 山西大学 基于碳量子点的免标记荧光探针检测喹诺酮类

抗生素的研究 

P-C-091 贾鹏鹏,童潇,周爽,缪
煜清,欧阳瑞镯 上海理工大学 优异的磁靶向纳米复合材料Fe3O4@Au@Bi2S3

用于多模式癌症治疗 

P-C-092 
史慧珍,张艳然,张友

玉,何晓晓,王柯敏,黄
红梅,肖毅 

湖南师范大学 基于小尺寸荧光共轭聚电解质纳米粒子灵敏检

测细胞内植酸 

P-C-093 王茜,孙瑞粉,卓泽晟,
董永强,付凤富 福州大学 SnO2 CDs Ag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SERS性

能研究 

P-C-094 杨彬,陈贝贝,何蔓,胡
斌 武汉大学 

基于NH2-MIL-101(Fe)与金纳米簇构建的纳米载

体用于抗癌药物的靶向传输及定量/成像双模式

疗效自监控 

P-C-095 张思奇,王家海,韩得

满 广州大学 利用锥形纳米孔和单壁碳纳米管选择性测定
ATP 

P-C-096 谭远航,李钰,刘安勇,
凌剑,曹秋娥 云南大学 一种基于抗银纳米片聚集的三价铬离子色度分

析法 

P-C-097 刘涛,张立敏,田阳 华东师范大学 蚯蚓状N，S双掺杂掺杂碳纳米管纳米材料用于

高效双功能氧催化 

P-C-098 丁彩萍,张翠玲,鲜跃

仲 华东师范大学 基于UCNPs-Ag2S纳米点LRET效应构建比率型

pH探针 

P-C-099 李博伟 
中国科学院烟

台海岸带研究

所 

基于微流控滑动平台的高灵敏表面增强拉曼研

究 

P-C-100 肖婷,卢沙沙,孙健,杨
秀荣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聚多巴胺纳米管用于荧光检测Aβ寡聚物并抑制

Aβ的聚集 

P-C-101 段艳,叶芳贵 
广西师范大学

化学与药学学

院 

基于MOF衍生Co@CN纳米酶比色传感检测有

机磷农药 

P-C-102 李雪冰,卞伟,王浩江,
乔华 山西医科大学 磷掺杂石墨相氮化碳纳米薄片荧光猝灭法检测

银离子 

P-C-103 李春影,刘剑波 湖南大学 基于功能化G四聚体纳米结构的仿生钾离子通

道研究 
P-C-104 洪明芳,张立,梁汝萍, 南昌大学 基于控制量子点的聚集灵敏检测端粒酶活性 

 



 

邱建丁 

P-C-105 钟晓丽,李志美,梁汝

萍,邱建丁 南昌大学 基于ssDNA增强CoOOH纳米酶活性的甲基转移

酶比色检测法 

P-C-106 黄金,何晓晓 湖南大学 基于金纳米颗粒和双链特异性核酸酶信号放大

的双信号传感器用于microRNA检测 

P-C-107 吕俊杰,杨海芬,卞伟,
王浩江 山西医科大学 基于氮硫共掺杂碳点荧光探针检测桑色素 

P-C-108 孙欢欢,何晓晓 湖南大学 高稳定性金银双金属纳米簇的快速制备及其对

温度和pH传感的应用研究 

P-C-109 谭远航,李钰,凌剑,曹
秋娥 云南大学 一种基于碘刻蚀银纳米三角片的汞离子分析法 

P-C-110 杨孝悌,毛兰群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细胞微环境调控的蛋白质化学及靶向治疗 

P-C-111 林志香,魏巧华 福州大学 炔基保护下的铂银纳米簇的合成及性能研究 
  

 



 

P-C-112 牛琴琴,张雨婷,姜晶

晶,双少敏,张彦 山西大学 荧光铜纳米簇的合成及其对苦味酸的化学传感

研究 

P-C-113 门晨,甄淑君 西南大学 基于g-C3N4-MnO2纳米复合物和脂质体放大策

略实现蓖麻毒素高灵敏、低背景检测 

P-C-114 高雅,包婷,熊华玉,文
为,张修华,王升富 湖北大学 基于适配体的可消除钩状效应三线试纸条生物

传感器用于凝血酶的快速检测 

P-C-115 王荷芳,陈曦,冯帆,计
霞,杨敬云 南开大学 小粒径铬掺杂镓酸锌纳米粒子的合成、金修饰

及检测成纤维激活蛋白 

P-C-116 周怡波,杨盛,杨荣华 长沙理工大学 环糊精聚合物纳米探针用于细胞内OH检测及成

像 

P-C-117 杜芳芳,弓晓娟,双少

敏,董川 山西大学 氮磷双掺杂碳点的多功能荧光传感和细胞成像 

P-C-118 冯杰,许圳,刘晓庆 武汉大学 基于聚多巴胺复合纳米材料的肿瘤多模式治疗 
P-C-119 王荣贵,孔继烈 复旦大学 用于体内外活性氧检测的FRET增强型硅量子点 

P-C-120 
邓美桃,孙玉琼,许雅

青,王青,刘剑波,黄晋,
羊小海,王柯敏 

湖南大学 自组装纳米颗粒用于中和蜂毒肽毒性的研究 

P-C-121 刘伟,杨燕,饶含兵 四川农业大学 一种基于氮掺杂碳量子点和银纳米三角板的比

色荧光法检测尿酸 

P-C-122 董予翔,刘彦明 信阳师范学院 基于球状CdS@g-C3N4异质结空间分辨型光电

化学免疫传感器的构建及蛋白质准确检测 

P-C-123 刘富饶,刘彦明 信阳师范学院 空间分辨型电化学发光适配体传感器构建及癌

胚抗原灵敏检测 
P-C-124 揭旭,杨海梅,魏为力 重庆大学  化学发光纳米探针及其生物小分子识别研究 

P-C-125 刘富饶,曹俊涛 信阳师范学院 MoS2 量子点的阴极电化学发光行为及其对

MicroRNA-21的生物传感 

P-C-126 冯杰,许圳,刘晓庆 武汉大学 基于金属有机框架多功能纳米材料的肿瘤多模

式治疗 

P-C-127 招蒸红,叶芳贵 广西师范大学 基于GOx@ZIF-8@Fe-PDA的级联反应比色传感

检测血糖 

P-C-128 樊爱萍,杨宁 天津大学 亚铁氰化钾增强磁性纳米微粒-鲁米诺化学发光

体系的研究及其应用 

P-C-129 杨渊,于妍妍 徐州医科大学 比率型纳米荧光探针对循环肿瘤细胞的 特异性

识别、检测与释放 

P-C-130 高楠,黄鹏程,吴芳英 南昌大学 金属有机骨架纳米复合材料比率荧光检测磷酸

根 
P-C-131 辛艳梅,张中海 华东师范大学 光电化学阳极溶出法 
P-C-132 李志豪,袁荃 湖南大学 基于高效过氧化物人工酶的代谢物可视化检测 

P-C-133 龙洋,丁明玉 清华大学 
Reversible Colorimetric Temperature sensor Base 
on Bismuth Oxyiodide Peroxidase Mimic Enzyme 
Activity 

P-C-134 王永棣,雷建平 南京大学 基于集成式配体金属电荷转移猝灭策略的单层

霍夫曼型金属有机框架应用于生物传感 

P-C-135 李桢臻,张中海 华东师范大学 等离子金纳米颗粒协同二维TiO2纳米凹坑光子

晶体构建近红外光电化学适配体传感器 

P-C-136 吴丹,张中海 华东师范大学 金纳米粒子修饰的赤铁矿光电极对溶菌酶的高

灵敏和选择性检测 

P-C-137 付百赫,张中海 华东师范大学 二维光子晶体-等离子共振谐振器在光电分析化

学中的应用 

 



 

P-C-138 郗冬梅,李志,刘丽萍,
艾士云,张书圣 临沂大学 Aerolysin纳米孔结合酶信号放大用于超灵敏检

测肿瘤细胞 

P-C-139 温广明,杜孝艳,董文

霞 山西大学 基于激子陷域效应的Cd2+光电化学传感器研究 

P-C-140 杨健宇,杨婷 东北大学 基于(+)AuNPs-AuAgNCs复合体系的硫化氢双

模式检测 

P-C-141 李娟,张毅,赵旭,沈晓

芳,严秀平 江南大学 
基于金和长余辉纳米粒子的比率吸收和时间分

辨荧光双功能纳米平台用于高通量顺序检测L-
半胱氨酸及胰岛素 

P-C-142 朱飞,李海兵 华中师范大学 Bio-inspired L-amino acid Channel for Chiral 
Selective Transport of Propranolol 

P-C-143 Yue Zhang,刘颖,鞠熀

先 南京大学 光响应胶布封装的上转换纳米胶囊用于近红外

光调控的小干扰RNA的递运及治疗 

P-C-144 刘珣,陈明丽 东北大学 上转换纳米粒子实现荧光及ICP-MS双重检测
MicroRNA 

P-C-145 邱素艳,魏益华,张金

艳,陈庆隆 

江西省农业科

学院农产品质

量安全与标准

研究所 

基于多孔纳米金盘构建联苯类化合物表面增强

拉曼散射纤维探针传感技术 

P-C-146 李悦,阮文娟 南开大学 以金属-有机框架为荧光传感器的酶辅助检测和

酶活性分析 

P-C-147 马彩凤,谢建新,杨猛,
吴云英,陈文静 玉溪师范学院 绿色合成氮掺杂的碳点及其应用研究 

P-C-148 李天泽,鄂爽,陈旭伟,
王建华 东北大学 黄光发射碳点的制备及其在传感检测和成像中

的应用 

P-C-149 包芷君,黄睿,江正瑾,
周海波 暨南大学 增强型荧光铜纳米团簇的简便合成及其在水溶

液中的苦味酸选择性和灵敏性检测中的应用 

P-C-150 赵艳芳,常超,李峰 青岛农业大学 荧光聚多巴纳米点的室温合成及在Fe2+检测中

的应用研究 
P-C-151 金蕊,闫旭 吉林大学 应用比率荧光探针检测有机磷类农药 

P-C-152 李娜,翟健,杨婷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M13噬菌体-AgNPs复合体系的绿色合成及其杀

菌应用研究 

P-C-153 黄香宜,周敏,滕雨涵,
任吉存 上海交通大学 高灵敏催化化学发光聚合物纳米粒子的合成和

应用 

P-C-154 赵青蓉,禹紫云,吴春

燕,李彩霞 玉溪师范学院 GQDs@ Zn-Ti LDHs组装材料可见光催化性能

研究 

P-C-155 舒刚,付艳艳 天津医科大学 微波辅助快速简便合成黑色一氧化钛用于单光

源诱导的光热和光动力学联合治疗 

P-C-156 占园进,杨姣,郭隆华 福州大学 目标物调节氮化硼量子点-金纳米粒子纳米复合

物用于检测乙酰胆碱酯酶活性及其抑制剂 

P-C-157 孙旭平 电子科技大学 无表面活性剂过渡金属磷化物多功能纳米结构: 
保形制备及催化与传感应用 

P-C-158 刘国永,赵佳会,卢沙

沙,王双,孙健,杨秀荣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一种基于原位合成聚甲基多巴纳米粒子用于酪

氨酸酶活性检测的荧光分析法 

P-C-159 
马姣姣,喻明霞,张政,
蔡伟国,张志凌,庞代

文,田智全 
武汉大学 Ag2Se-Gd量子点探针用于磁共振/第二近红外窗

口荧光多模成像 

P-C-160 邹全,付艳艳 天津医科大学 氯金酸介导聚吡咯氧化聚合用于癌症成像及治

疗 
  
 



 

P-C-161 李红霞,yanxu 吉林大学 应用双发射比例荧光探针可视化检测酪氨酸酶

活性 

P-C-162 卫伟,范佳慧,刘松琴 东南大学 基于聚苯胺沉积的电化学传感器定量检测
PARP-1 

P-C-163 徐馨,程祥磊 南昌大学 
Studies on Rapid and Visual Recognization 
Fluoroquinolones Residues Based on Spherical 
Gold Nanoparticles 

P-C-164 李杰,程祥磊 南昌大学 

Highly selective and sensitive determination of 
tetracyclines in milk by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chemiluminescence 
detection 

P-C-165 顾海昕 公安部上海消

防研究所 
基于新型纳米粒子-膜结构的SERS检测试剂盒

的研制 

P-C-166 李晶,姚瑶,苏邵,汪联

辉 南京邮电大学 基于二硫化钼比色免疫传感器的构建及其对

CEA的高灵敏检测 

P-C-167 赵佳会,孙健,杨秀荣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稀土荧光纳米杂化材料的合成及其用于碱性磷

酸酶的检测 

P-C-168 王金杰,马书怡,张敏,
杨光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 
银离子对角蛋白复合金簇的荧光增强效应研究

及其应用 

P-C-169 李丹,王兴华 吉林大学 有序的金纳米结构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法定量检

测葡萄糖 

P-C-170 闫永存,毕赛 青岛大学 基于自组装DNA纳米花构建生物传感器检测凝

血酶 

P-C-171 
孔聪,王媛,杨光昕,韩
峰,黄冬梅,席寅峰,顾
润润,刘志东,沈晓盛 

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东海水

产研究所 

Visual detection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using 
gold nanoparticles an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P-C-172 孙忠月,廖唐斌,王璨

璨,张国军 
湖北中医药大

学 
PMO功能化纳米通道生物传感器对miRNA的超

灵敏检测 
P-C-173 宋斌,何耀 苏州大学 一维荧光硅纳米材料 

P-C-174 弓晓娟,王慧萍,张俐,
双少敏,董川 山西大学 黄色荧光氮硫双掺杂碳点用于活细胞内pH免标

记实时监测 

P-C-175 胡园园,晏佳莹,张诺

诺,张锴 
三峡大学医学

院 使用天然橙汁为材料制备荧光可调碳量子点 

P-C-176 闫晴,张闽 华东师范大学 一种双模式光学纳米试剂盒用于铜离子的检测 

P-C-177 王海波 信阳师范学院 
Inhibition the Formation of Fluorescent 
Poly(thymine)-Templated Copper Nanoclusters for 
Dopamine Sensing 

P-C-178 李楠 暨南大学 功能纳米光学探针的制备及其生物分析应用 

P-C-179 孙烨杨宏伟袁智勤 北京化工大学 基于取代基调控吲哚聚合的多巴胺类似物阵列

分析传感器研究 

P-C-180 
马云苏,许贯虹,魏芳

弟,岑瑶,时梦岚,徐晓

曼,胡琴 
南京医科大学 基于氮、铜共掺杂碳点建立比率荧光检测可代

谢产生过氧化氢的生物分子的通用平台 

P-C-181 席广成 中国检验检疫

科学研究院 
金属性半导体纳米材料作为表面增强拉曼光谱

基底 

P-C-182 王瑾,字琴江,赵文颖,
周川华,曹秋娥 云南大学 基于磁分离和酶促金属化放大的液晶免疫传感

器 

P-C-183 
Md Zaved H Khan, 
Wenjing Zhao,Jinhua 
Zhu, Xiuhua Liu 

Henan 
University 

Novel Synthesis of Graphene Oxide Decorated 
NiCo2O4 Nanostructure and Its Sensing 
Application 

  
 



 

P-C-184 温聪颖,曾景斌,刘亭

亭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亚微米级磁球用于超低浓度细菌的高效捕获和

鉴定 

P-C-185 薛诗凡,张闽 华东师范大学 基于铕-核黄素磷酸钠双刺激响应的聚合物制备

及应用 

P-C-186 朱滢滢,张君颖,徐志

爱,张文 华东师范大学 功能化金纳米簇的自组装行为及其对β-淀粉样

蛋白纤维化的影响研究 

P-C-187 陈子晗,韩欣悦,施国

跃,张闽 华东师范大学 简易回流法制备功能化碳点 

P-C-188 韩欣悦,陈子晗,施国

跃,张闽 华东师范大学 时间分辨荧光法检测还原性生物硫醇 

P-C-189 陈子晗,韩欣悦,施国

跃,张闽 华东师范大学 铽掺杂碳点的制备及生化分析应用 

P-C-190 陈冰，何天培，陈柳

清 岭南师范学院 微流控芯片非接触电导检测法快速检测三聚氰

胺 

P-C-191 柳晓苗，陶晶，卞

雷，王远航，蒲巧生 兰州大学 填充硅胶键合离子液体催化剂的微芯片反应器

在气液反应中的应用 
P-C-192 吴非逸，王敏 浙江大学 基于3D打印技术构建的有机磷农药传感系统 

P-C-193 徐春苗，汤曼，冯

姣，张志凌 武汉大学 基于核酸适配体磁控微流控芯片用于循环肿瘤

细胞检测 

P-C-194 杨宇君，张志凌，谢

国明 重庆医科大学 
On-demand one-step synthesis of small-sized 
fluorescent-magnetic-bifunctional microparticles 
on a droplet-splitting chip 

P-C-195 

谭誉宇，张明霞，朱

志，刘文丽，王军

霞，黄梦娇，周雷

激，杨朝勇 

厦门大学 液滴微流控噬菌体展示筛选新方法及其应用研

究 

P-C-196 曹成喜，肖华，王宇

兴，刘伟文，樊柳荫 上海交通大学 电泳滴定概念及其POCT技术 

P-C-197 陈早早，顾忠泽，
kam leong 东南大学 人工血管器官芯片的构建和疾病模型的建立 

P-C-198 刘小将，顾洪成，顾

忠泽 东南大学 双光子聚合3D打印技术制备可控液滴粘附结构 

P-C-199 崔天宇，李秀平，钟

文英，岳婉晴 中国药科大学 基于微流控技术构建多肽-微纤维束双药载药体

系用于伤口快速愈合的研究 

P-C-200 
薛菁，赵伟，王凯

歌，张策，刘首鹏，

王归仁，白晋涛 
西北大学 牛顿流体在纳米毛细管的反常电渗流变现象 

P-C-201 
谢官利，王秀锋，陈

尚达，邓慕晗，杨

熠，喻鹏 
湘潭大学 柔性多层微流控传感器用于铜的灵敏定量分析 

P-C-202 李芳，刘家昌，王

旭，何建波 合肥工业大学 多分子修饰纸芯片用于尿酸和葡萄糖的高灵敏

比色检测 
P-C-203 刘文明，王进义 中南大学 微流控组织仿生与细胞分析芯片系统 

P-C-204 高兵兵，何珍珠，顾

忠泽 东南大学 纸微流体分析装置 

P-C-205 林金明，何子怡 清华大学 基于核酸表面标记和微流控芯片平台的细胞研

究 
P-C-206 刘晓辉，许丹科 南京大学 双扩增微流控芯片用于核酸适配体筛选研究 
P-C-207 张惠敏，杨朝勇 厦门大学 基于胎儿细胞富集的无创产前诊断新方法 

  

 



 

P-C-208 潘良军，杨宇君，张

利，庞代文，张志凌 武汉大学 微流控液滴界面合成Ag2S量子点 

P-C-209 曹国君，方雪恩，关

明 
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 
用于钙网蛋白基因1型突变和2型突变快速检测

的的圆盘微流控芯片平台的建立 

P-C-210 
莫日坚，袁琼，闫协

民，冯彦婷，周春

霞，李承勇 
广东海洋大学 A novel aflatoxin B1 electrochemical sensor based 

on porous alumina membrane nanochannels 

P-C-211 李仲秋，吴增强，夏

兴华 南京大学 基于Taylor弥散理论的纳米粒子与蛋白质相互

作用研究 

P-C-212 王玉，刘笔锋 华中科技大学 
Thermosensitive Coating Modified Bioinspired 
Surfaces for Efficient Capture and Release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P-C-213 何佳乐，耿明希，李

运超 北京师范大学 新型多染色可视化生物芯片的开发与应用 

P-C-214 马标，刘宏 东南大学 毛细驱动的表皮微流控芯片用于连续汗液分析 
P-C-215 周思思，刘松琴 东南大学 基于微流控芯片分离检测血液中外泌体 

P-C-216 张芬，刘松琴 东南大学 基于微流控芯片的人支气管上皮细胞培养及毒

物暴露后细胞应答评估 

P-C-217 柴慧慧，余玲，李长

明 西南大学 
3D printed miniaturized well-array and seed 
planter for high-throughput seed germination 
screening 

P-C-218 马朋，杜伟，刘笔锋 华中科技大学 
Fabrication of Circuit Arrays on Paraffin wax 
patterned Substrates based on the Coffee-Ring 
Effect 

P-C-219 宋佳，刘笔锋 华中科技大学 
High throughput and high sensitivity detection of 
cancer markers based on microfluidics technology 
using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P-C-220 张雷成，刘笔锋 华中科技大学 Fabrication of micropattern bacterial cellulose as 
the functional biomateri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四、6 月 16 日下午 

P-D-001 
赵奕萍，王鹏，俞国

伟，王健，李祖光，

李茂荣 
浙江工业大学 HS-SPME-GC-MS分析多穂石柯及其茶汤中的

挥发性成分 

P-D-002 李聪，申烨华 西北大学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鉴定长柄扁桃种皮

多酚成分 

P-D-003 谭伟，李方园，周  
江，李经建，袁谷 北京大学 ESI-质谱法探测人类成熟microRNA G-四链体

结构的形成及识别 

P-D-004 王焕茹，黄文氢 

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化工研究

院 

ICP-MASS测定膳食与头发中硒元素含量 

P-D-005 杨迎晨，郑俊霞，夏

炎 南开大学 金属有机骨架作为MALDI-TOF MS基质和富集

材料检测磷酸化肽段 
P-D-006 李婉莹，李崇瑛 成都理工大学 碳酸盐岩中粘土与碳酸盐矿物的分离技术研究 

P-D-007 

田文月，郅慧，杨

超，王立抗，龙嘉

樘，肖骆敏，，赵肃

清，郑俊霞 

广东工业大学 基于UPLC-ESI-Q-TOF-MS法分析莲子心黄酮类

化学成分 

 



 

P-D-008 
余胜兵，鲁琳，苏广

宁，钟秀华，朱杰

民，，黄伟雄 

广东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同时测定饮用水中60
种抗生素 

P-D-009 任维，赵镇文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Target cell-based screening of potential bioactive 
compounds in toad venom by LTQ-Orbitrap MS 
and Qtrap MS 

P-D-010 姚武 黄山学院 秦艽饮片化学成分的UPLC-Q-TOF-MS分析 

P-D-011 常卿，彭月娥，张琰

图 延安大学 基于纳喷雾高分辨质谱的植物细胞活性成分筛

查研究 

P-D-012 杭远欣，王建武 中南大学 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快速定性筛查茶

叶中香精香料 

P-D-013 杨超，许淑霞，张信

凤，贾佳 成都理工大学 负载金属有机骨架的纸喷雾非均相催化研究 

P-D-014 黄娟，王献 中南民族大学 非变性质谱法研究细胞色素c与双酚类环境污染

物相互作用 

P-D-015 孟宪双，白桦，马强 中国检验检疫

科学研究院 

Broad Screening of Illicit Ingredients in Cosmetics 
Using UHPLC-Hybrid Quadrupole-Orbitrap Mass 
Spectrometry with Customized Accurate-Mass 
Database and Mass Spectral Library 

P-D-016 李海芳，王诗琦，李

敏，林金明 清华大学 基于纳米材料的解吸质谱在细胞分析中的应用 

P-D-017 樊星，魏贤勇 中国矿业大学 基于质谱学方法的煤有机质分析 

P-D-018 陈晓明，王涛，林磊

淼，李乐昕，邬建敏 浙江大学 硅纳米线阵列顶端接触取样及顶端增强激光离

子化质谱技术 

P-D-019 李好问，华鑫，龙亿

涛 华东理工大学 基质增强飞行时间-二次离子质谱用于单细胞分

析 

P-D-020 张燕，李秀琴，张庆

合 
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 蜂蜜中磺胺类抗生素质谱基质效应研究 

P-D-021 
罗忻，曲连艺，牛增

元，汤志旭，叶曦

雯，张林，朱平 

山东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检验

检疫技术中心 

基于高分辨质谱数据依赖性扫描模式的生态纺

织品中48种禁限用染料筛查及确证 

P-D-022 祝庆，杨淼，段书予 陶氏化学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丙烯酸酯聚合

物骨架中低含量的丙烯酸单体的定性分析 

P-D-023 朱洪影，黄光明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基于单细胞质谱研究单个神经元内物质和生理

变化 

P-D-024 胡锐，杨运煌 
中国科学院武

汉物理与数学

研究所 
氢氘交换质谱技术表征蛋白质与DNA的结合 

P-D-025 王春，马强，王长海 中国检验检疫

科学研究院 

Direct Ident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Perfluorinated Compounds in Textiles by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P-D-026 郭项雨，马强 中国检验检疫

科学研究院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regulated organic chemical 
compounds in toys using ambient ionization and a 
miniature mass spectrometry system 

P-D-027 吕悦广，马强 中国检验检疫

科学研究院 

Nanostructured Tungsten Oxide Substrate with 
Oxygen Vacancies for Efficient Surface-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P-D-028 吕悦广，马强 中国检验检疫

科学研究院 

Direct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Using In-
Capillary Ionic Liquids-Based Dispersive Liquid-
Liquid Microextraction and Sonic-Spray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P-D-029 林灵，申华莉，杨芃

原 复旦大学 

Functional lipidomics: palmitic acid impair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evelopment by 
modulating membrane fluidity and glucose 
metabolism 

P-D-030 熊悦婷，刘晓慧，杨

芃原 复旦大学 
Distinguishing pancreatic cancer from benign 
diseases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by mass 
spectrometry-based metabolomic pipeline 

P-D-031 骆凯，宋肖炜，陈

浩，Richard N Zare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Oxidization Analysis of Amino Acid in 
Micodroplets by Nanoectrospray Ionization-Mass 
Spectrometer 

P-D-032 刘颖超，张权青，杨

芃原 复旦大学 一种新型Nano-ESI喷针结构的模拟及应用 

P-D-033 赵丹，滕姣，陈学国 中国刑事警察

学院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在新型毒品鉴定中的应

用 

P-D-034 
刘睿，侴静，于佳

颖，刘晓炜，郭静，

赵金慧，刘丽燕 

哈尔滨医科大

学 

基于UPLC-QTOF/MS非靶向代谢组学的两步液-
液提取血清样品前处理方法的优化及其在肥胖

分析中的应用 

P-D-035 杜永刚，唐君，崔

勐，刘志强，刘淑莹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人参皂苷和蛋白相互作用的质谱研究 

P-D-036 张四纯，张新荣 清华大学 基于微流控阵列的液滴微萃取悬浮单细胞代谢

物分析 

P-D-037 张四纯，张新荣 清华大学 基于元素标记策略的临床免疫多组份分析方法

研究 

P-D-038 肖义坡，王丹，钟琼

慧，王小中，陈焕文 

江西省质谱科

学与仪器重点

实验室 
尿液中外泌体的萃取电喷雾电离质谱分析 

P-D-039 朱丽雪，刘爱英，寇

伟，柯牡芳，陈焕文 吉林大学 杯内空气中红酒挥发性组分的直接质谱分析 

P-D-040 李国省，董雪明，樊

星 中国矿业大学 基于质谱Spectral Stitching方法分析褐煤热溶产

物 

P-D-041 汤志旭，叶曦雯，江

环世 

山东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技术

中心 
生态纺织品中多类有害物质同时检测方法探究 

P-D-042 赵亚菊，李慧，许丹

科 南京大学 免疫亲和微流控芯片-质谱法测定牛奶中喹诺酮

药物残留 

P-D-043 田扬，郑秋凌，阮旭

俊，陈浩，叶慧 中国药科大学 原态变性交换质谱表征蛋白配体相互作用 

P-D-044 侯壮豪，熊行创，方

向，黄光明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通孔板辅助的同步解吸附离子化电喷雾质谱成

像 

P-D-045 

杨鹏飞，沈悦，杨

炀，杨小弟，李卉

卉 ， ， 王 冠 博 ，
David D. Y. Chen 

南京师范大学 应用毛细管电泳氢氘交换质谱联用技术分析蛋

白质高级结构 

P-D-046 姜婷，张洪嘉，李大

宇，徐伟 北京理工大学 正弦波频率扫描驱动的"板砖离子阱质谱" 

P-D-047 方长玲，蔡友琼 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东海水

水产品中N-二甲基亚硝胺萃取过程中乳化现象

的探讨 

 



 

产研究所 

P-D-048 孙江晖，王岩，欧阳

津，那娜 北京师范大学 基于常压质谱的光催化在线反应监测研究 

P-D-049 刘思，刘欣 华中科技大学 

NanoLC-PGC-ESI-MS/MS analysis of 
methylamidated IgG N-glycans facilitating 
isomeric characterizat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progression 

P-D-050 沙秋月，刘欣 华中科技大学 
Cellulose microspheres-filled pipet tips for highly 
efficient purification and enrichment of glycans 
and glycopeptides 

P-D-051 
崔利利，魏忠林，郇

延富，李红梅，费

强，，李明 
吉林大学 一种新型的电化学-质谱联用系统 

P-D-052 张娟，钟鸿英 华中师范大学 女性月经周期内唾液蛋白磷酸化的质谱测定 

P-D-053 亓英华，杨晓婕，张

娟，钟鸿英 华中师范大学 不同晶型TiO2富集磷酸化多肽的质谱分析及理

论研究 

P-D-054 张小平，钟达财，刘

建川，陈焕文 东华理工大学 电喷雾电离源和电喷雾萃取电离源一价正离子

内能差异的比较研究 

P-D-055 宝贵荣，李优鑫，包

建民 天津大学 中空纤维膜液-液萃取技术在蒙药分析样品前处

理中的应用 

P-D-056 马小明，何珊，赵静

怡，李勋，范小林 赣南师范大学 碱性磷酸酶催化诱导金纳米棒刻蚀的多色彩可

视化检测 

P-D-057 袁哲，孙姗，吕元琦 德州学院 基于正交设计的毛细管电泳法测定旋覆花中的

芦丁、槲皮苷和绿原酸 
P-D-058 孙姗，袁哲，吕元琦 德州学院 车前草毛细管电泳指纹图谱研究 

P-D-059 李冉，魏敏，郭国宁

潘曦，宋旭艳 
湖北中烟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 
烟用添加剂筛选的一种快速简便的生物热分析

方法 

P-D-060 吴志芳，周慧，李

勋，范小林 赣南师范大学 一种简单的非标记适配体-小分子组件用于可卡

因的即时检测 

P-D-061 陈燕，贾洪玉，王

羽，杨向黎 
山东农业工程

学院 
基于的光学传感器用于发酵过程中生物素的检

测 
P-D-062 孙姗，袁哲，吕元琦 德州学院 苣荬菜毛细管电泳指纹图谱研究 

P-D-063 林丽云，叶剑芝，杨

春亮，林玲 

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农产品

加工研究所 

Ratiometric Detection of Parathion and its 
Metabolites with Functional Dual Emissive 
Fluorescent Nanoprobe 

P-D-064 董文飞彭亚鸽 宁夏大学 钌联吡啶-三乙胺电化学发光分析法测定 L-半胱

氨酸 

P-D-065 吴伟珍，赖家平，孙

慧，黄梦霞 华南师范大学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可视化检测葡萄酒中违禁香

料 

P-D-066 丁博，王志元，曾广

丰，谢建军，陈文锐 

广东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检验

检疫技术中心 
稳定同位素质谱在冬虫夏草产地溯源中应用 

P-D-067 赖国松，陈志超 湖北师范大学 基于DNA酶催化反应与底物循环的卡那霉素均

相比色分析 

P-D-068 朱昌健，张玉娟，张

君秋，王英特，张勇 山西大学 基于碳量子点Turn-on型荧光传感测定Fe3+ 和抗

坏血酸的研究 

P-D-069 
贺银菊，杨再波，毛

海立，戴学新，彭开

美 

黔南民族师范

学院 
高效液相色谱法在食品添加剂检测中的应用进

展 

P-D-070 彭开美，戴学新，杨

再波，贺银菊 
黔南民族师范

学院 
三维SPR传感芯片的制备及其在药物高通量筛

选的应用 

 



 

P-D-071 杨艳，黄德娜，成晓

东 
黔南民族师范

学院 微波消解技术用于食品检测中的研究进展 

P-D-072 李聪，申烨华 西北大学 红葱成分分析 

P-D-073 朱建国 连云港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葡萄皮中白藜芦醇的提取及对其含量的测定 

P-D-074 周婵媛，张敏，赵晓

娟 
仲恺农业工程

学院 胶体金修饰电极测定带鱼中组胺的方法研究 

P-D-075 何文彬，吴超男，牛

景梅，李玉琴 泰山医学院 不同产地黑枸杞中总黄酮、总酚以及花青素含

量的比较 

P-D-076 张艺，杨舒，杨千帆 四川大学华西

药学院 
基于cmyc功能化纳米磁珠的抗肿瘤药物筛选方

法 

P-D-077 陈新，温福玉，毛景

秀，许雪琴 福州大学 毛细管电泳-化学发光法测定金银花和川芎中的

酚酸化合物 

P-D-078 
杨钰昆，郭园园，常

媛媛，翟豆豆，王小

敏 
山西大学 基于量子点表面分子印迹技术的高通量荧光传

感检测食品样品中乐果 

P-D-079 
靳 贵 英 ， Wang 
Caimei ， Wu 
Weicong，Wangmiao 

广东省药品检

验所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Chloropropanol 
Fatty Acid Esters in Refined Corn Oil Using GC-
MS 

P-D-080 王超，蒋庭祥，赵

康，邓安平，李建国 苏州大学 基于金纳米棒和导电聚合物官能化的氧化石墨

烯标记的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检测双氯芬酸钠 

P-D-081 陈婉露，周欣纯，赵

康，邓安平，李建国 苏州大学 基于金掺杂的石墨相碳化氮和金铜合金的电化

学发光能量共振转移免疫传感器检测苏丹红I号 

P-D-082 黄晴雯，蒋可秋，吴

永江，韩铮，聂冬霞 浙江大学 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金复合材料在牛奶中真菌

毒素检测中的应用 

P-D-083 Zengyanxia，朱霞石 淮海工学院 酸溶解-ICP-OES法同时测定食品级碳酸钙中铝

锰含量 

P-D-084 冯德芬，谭学才 广西民族大学  
双 抗 生 素 -DNA 纳 米 齿 轮 ： 基 于 MIL-
53(Fe)@CdS-PEI的可再生适配体电致化学发光

传感器用于卡那霉素、新霉素的连续测定 

P-D-085 罗燕妮，谭学才 广西民族大学  基于BiOI/BiOBr/TiO2复合材料的光电适配体传

感器检测链霉素 
P-D-086 菅宁歌，许茜 东南大学 地表水中非甾体抗炎药污染监测新方法研究 
P-D-087 戴荣继，刘秀洁 北京理工大学 竹叶柴胡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机制研究 

P-D-088 吴文琴，张兆威，张

奇，吴慧敏，李培武 湖北大学 Ni7-xCoxS6的可控制备及小分子传感分析平台

的构建 

P-D-089 张云静，吴亮，张

琪，张群林 安徽医科大学 微透析－液相色谱－在线纳米化学发光新技术

及其分析应用 

P-D-090 蒋可秋，黄晴雯，韩

铮，聂冬霞，吴永江 浙江大学 新型纳米材料在真菌毒素检测中的应用 

P-D-091 周能，曾楚杰，周振 玉林师范学院 余量法及用于中药整体药效物质的表征 

P-D-092 卞希慧，王靖，刘

鹏，谭小耀，桂建舟 天津工业大学 基于紫外可见光谱及化学计量学的相似中药材

鉴别及掺混定量 

P-D-093 孟宪双，马强 中国检验检疫

科学研究院 

Broad Screening of Illicit Ingredients in Cosmetics 
Using UHPLC-Hybrid Quadrupole-Orbitrap Mass 
Spectrometry with Customized Accurate-Mass 
Database and Mass Spectral Library 

P-D-094 陈萌，马强，雷海民 中国检验检疫

科学研究院 
基于UPLC-ESI-Orbitrap-MS技术对黄连解毒汤

水煎液自沉淀和上清液进行成分分析 
  

 



 

P-D-095 陈刚，余玲 西南大学 
Improved analytical performance of smartphone-
based colorimetric analysis using a power-free 
image box 

P-D-096 艾永建 清华大学 原位生成的无定型α-FeOOH 分级超级粒子：催

化还原硝基芳烃 

P-D-097 李海琴，李晓春，张

校亮，于化忠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智能手机的超灵敏高精度pH检测 

P-D-098 苏悦，李冰莲，杨光

昕，张璇，黄冬梅 

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东海水

产研究所 

利用生物素链霉亲和素放大酶联免疫法检测水

产品中MG残留 

P-D-099 莫桂春，冯金素，于

春贺，邓必阳 广西师范大学 基于g-C3N4薄片的阴极电化学发光传感器 检测

老鼠血浆中的盐酸丁咯地尔 

P-D-100 江帆，杨华 中国药科大学 红曲中多种真菌毒素的高通量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 

P-D-101 
袁琼，莫日坚，吕露

露，苏添添，洪鹏

志，李承勇 
广东海洋大学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osteoblast cell growth on 

aligned TiO2 nanotubes 

P-D-102 段化珍，李丹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 

Headspace-Sampling Paper-Based Analytical 
Device for Colorimetric/Surface-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 Dual Sensing of Sulfur Dioxide in Wine 

P-D-103 钱四化，林恒伟 
中国科学院宁

波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 

比色阵列传感技术在农药残留检测中的应用研

究 

P-D-104 吴越，王梦遥，付志

锋 西南大学 基于替考拉宁亲和作用化学发光法检测金黄色

葡萄球菌 

P-D-105 

吴斌，王琳，吴兆

伟，孙毅，安京烨，

岳瑞齐，张志军，张

伟，张喆 

北京市药品检

验所  注射用盐酸甲氯芬酯质量分析及风险评价 

P-D-106 李大权，彭晓，汪晶 浙江工业大学 基于CdSe@SiO2@CdTe量子点的双发射复合物

用于超灵敏比率荧光检测抗坏血酸 

P-D-107 Bonfoh sabour 
issofa，熊朝梅 华中科技大学 

PEP-PAN@PSf rods for extraction of EDCs in fish 
and chicken tissues followed by UPLC-MS/MS 
assay 

P-D-108 熊响，熊朝梅 华中科技大学 
C18/NH2-混合功能化磁性介孔纳米粒子磁固相

萃取食品样品中12种雌激素并用于LC-MS/MS
分析 

P-D-109 王世红，吴朝阳 湖南大学 基于液晶水相界面的核酸配体生物传感研究 

P-D-110 满苏宁，尹艳艳，崔

家兴，吴晓苹 福州大学 基于金-钯复合纳米粒子修饰电极的Cr（VI）电

化学传感分析 

P-D-111 
郭媛媛，翟玥，徐

坤，李娟，赵超，宋

秀玲 
吉林大学 新型噬菌体展示肽的制备与评价及其在副溶血

性弧菌检测中的应用 

P-D-112 秦培鸽，杨艺欣，李

文琪，张婧，卢明华 河南大学 氨基功能化介孔二氧化硅（MSN-NH2）作为吸

附剂萃取和富集食品中的合成色素 

P-D-113 Hou Kun，李永路，

韩晶 

Hitachi 
Instrument(Dali
an) Co.,Ltd. 

柱后衍生-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婴幼儿食品中维

生素K1 

P-D-114 刘玉申，赵超，王

娟，李娟 
吉林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 比色免疫分析法快速检测副溶血性弧菌 

P-D-115 余欣慧，付凤富 福州大学 基于核酸外切酶和G-四聚体-血红素DNA酶诱导

纳米金棒蚀刻 分析检测赭曲霉毒素A多色传感

 



 

器的研究 

P-D-116 周艳芬，孟哲 宁夏大学 
木质素插层磁性二硫化钼网状复合材料的制备

及其对格草净、西草净、环丙嘧磺隆农药的吸

附性能研究 

P-D-117 张璇 
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东海水

产研究所 

中国鱿鱼及其制品中内源性甲醛研究现状及其

对策 

P-D-118 王伟杰，陈晓梅 集美大学 基于S, P-GQDs的荧光免疫分析法测定冈田酸毒

素 

P-D-119 
孔聪，汪洋，张璇田

良良，汤云瑜，方长

玲，叶洪丽，于慧娟 

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东海水

产研究所 

超高压液相色谱-静电场轨道阱高分辨质谱筛查

渔用饲料中药物 

P-D-120 何婷婷，万益群，谭

婷 南昌大学 基于低共熔溶剂的双重作用直接测定食用油中

四种黄曲霉毒素 

P-D-121 陈思伊，朱霞石 扬州大学 氨基酸离子液体负载磁性氧化石墨烯纳米复合

材料高效液相色谱法分离分析芦丁 

P-D-122 王学杰，吴成杰，游

金宗 
浙江外国语学

院 吡罗昔康的热分解机理 

P-D-123 孙怀霞，洪诚毅，黄

志勇 集美大学 基于TMB显色的DNA适配体传感器检测酸奶中

氯霉素 

P-D-124 冉慧，黄志勇 集美大学 双发射CdTe QDs量子点比率荧光探针的制备及

其对鱼肉中孔雀石绿的检测 

P-D-125 王令臣，洪诚毅，黄

志勇 集美大学 基于核酸适配体与氯霉素相互作用检测蜂蜜中

氯霉素含量 

P-D-126 赵晨，黄志勇 集美大学 基于RNA核酸适体-纳米金可视化检测孔雀石绿 

P-D-127 高云静,陈晶,胥亚丽,
卢小泉 西北师范大学 基于D-π-A型卟啉类染料敏化剂的理论研究 

P-D-128 秦渝,郑立炎 云南大学 铜基金属有机多面体纳米棒的类HRP酶活性研

究 

P-D-129 李媛,郑立炎 云南大学 一种新型银硫簇及对不同溶剂的荧光检测 

P-D-130 李秉轲,胡莉,杨敏,黄
龙,邓国伟 成都师范学院 机器学习方法预测MMP-12抑制剂 

P-D-131 张伟,徐兰兰,王怀生 聊城大学 基于苝四羧酸二酐-苯胺的免标记电致发光免疫

传感检测癌胚抗原 

P-D-132 张天龙,闫春华,汤宏

胜,李华 
西北大学/西安

石油大学 
激光诱导击穿光谱结合核极限学习机用于煤质

的快速测定 

P-D-133 李华,贺瑶,王甜,张天

龙 
西北大学/西安

石油大学 
拉曼光谱技术结合偏最小二乘法的醇类汽油快

速定量分析方法 

P-D-134 陈默然,龚音,王明琛,
简柏梁,孙啸,肖鹏峰 东南大学 新型两核苷酸合成测序研究 

P-D-135 张秋兰,倪永年 南昌大学 复杂环境下beta受体激动剂(瘦肉精)体外靶向

DNA作用机制的研究及化学计量学的应用 

P-D-136 董林,包霞 辽宁科技大学 鱼腥草挥发油的同时蒸馏萃取提取和GC/MS结
合化学计量学分析 

P-D-137 邱豪,蒲雪梅,李梦龙,
郭延芝 

四川大学化学

学院 
基于单残基结构特征的蛋白质赖氨酸甲基化位

点预测 

P-D-138 
卞希慧,第五鹏瑶,刘
鹏,张彩霞,李淑娟,李
倩 

天津工业大学 中药质量控制的近红外光谱高性能模型融合 

 



 

P-D-139 张力耘,蒲雪梅 四川大学化学

学院 
Shining Light on Mechanism for Odor-selectivity 
of CNT-immobilized Olfactory Receptor 

P-D-140 
赵肃清,黎相广,郑杰,
陈莹珊,沈定,何绮怡,
贺攀,陈莉莉 

广东工业大学 甘胆酸的抗体制备及免疫分析方法研究 

P-D-141 邹小勇,王洋,李占潮,
戴宗 中山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蛋白质相互作用预测方法 

P-D-142 胡文,覃柳,李梦龙,蒲
雪梅,郭延芝 四川大学 基于两倍最小距离法的蛋白质-RNA结合残基的

预测 

P-D-143 曹东升 中南大学 化学信息学软件工具、Web服务及数据库的开

发和应用 

P-D-144 李风煜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多元分析：从传感到认知 

P-D-145 刘哲,陈莞尔,李佳萍 

中 国 科 学 院

（温州）生物

材料与工程研

究所 

Self-assembled peptide amphiphiles as theranostic 
nanomicelles against superficial malignant breast 
tumors 

P-D-146 姚佳,丰斌,张威,郭振,
周连群 

中国科学院苏

州生物医学工

程技术研究所 

基于Parylene-QCM品质因数分析的凝血APTT
检测 

P-D-147 朱艳丽,陈增萍 湖南大学 
Quantification of enantiomers by mass 
spectrometry based on chemical derivatization and 
spectral shape deformation quantitative theory 

P-D-148 陈香秀,黄志勇 集美大学 基于免标记量子点核酸适体检测水产品磺胺二

甲氧嘧啶 

P-D-149 王琼璘,崔惠芳 郑州大学 生物信息学和生物传感技术相结合筛选优化癌

胚抗原适配体 

P-D-150 蒲巧生，李红丽 兰州大学 磁性Fe3O4@PDA@Ni-MOF复合材料的制备及

其蛋白质吸附性能 

P-D-151 郭鹏，赖国松 湖北师范大学 杂交链反应催化发夹自组装用于高灵敏比色生

物传感 

P-D-152 穆晞惠，童朝阳，杜

斌，高川 

国民核生化灾

害防护国家重

点实验室 

基于蛋白A与酶标噬菌体抗体的磁免疫分析法

检测相思子毒素研究 

P-D-153 
王芳芳，郜捷，赵建

伟，张文月，白洁，

贾红霞，王愈聪 
河北大学 基于氧化石墨烯双模式荧光信号扩增蛋白酶活

性分析 

P-D-154 刘燕，毛勋，贾晓波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基于碳纳米球探针的免疫层析分析技术的研究 

P-D-155 杨海梅，揭旭，魏为

力 重庆大学 构建MoS2纳米片荧光阵列并用于多种凝集素和

细菌传感 

P-D-156 陈晴，车峥，岳诗

雨，吴南，徐嘉蔚 沈阳医学院 碲钨酸盐包裹的磁性纳米粒子分离纯化卵清蛋

白的研究 

P-D-157 陈芸，周伟贤，许飞

飞 南京医科大学 核酸适配体-多肽复合物探针结合液质联用的准

定向蛋白质组学方法定量检测HER2蛋白 

P-D-158 
邹娜，李鑫，王朝

霞，高兆欧，高春

苹，汪涛，王学亮 
菏泽学院 双重信号放大电化学免疫传感器检测P53 

P-D-159 曹纬倩，蒋碧云，张

磊，刘铭琪，杨芃原 复旦大学 基于糖蛋白的非糖肽MRM定量策略用于肝癌血

清糖蛋白潜在标志物的发现 
  
 



 

P-D-160 吴丽娜，苏柳钦，汪

旭，邓敏芳，颜晓梅 厦门大学 改进的细菌双杂交系统用于单细菌水平蛋白质

相互作用定量分析 

P-D-161 谢娟娟，申华莉，杨

芃原 复旦大学 运用多种组学方法整合分析动脉粥样硬化病理

过程中对高脂肪刺激的差异响应 

P-D-162 胡亚君，金红，杨芃

原 复旦大学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ass Spectrometry 
for quantification of Histone H3 variants PTM 
marks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P-D-163 王芳，王可，杨芃

原，余红秀 复旦大学 

SIRT5 desuccinylates and activates pyruvate 
kinase M2 to block macrophage IL-1β production 
and to prevent dextran sulfate sodium-induced 
colitis in mice 

P-D-164 张迪，黄力，刘兵，

赵祥伟 东南大学 基于表面增强拉曼的高灵敏度多元定量检测试

纸条 

P-D-165 
刘兵，张迪，倪海

彬，陈洪渊，顾忠

泽，赵祥伟 
东南大学 基于单个多孔水凝胶微球的多元生物标志物检

测 

P-D-166 南凯，陈贝贝，何

蔓，胡斌 武汉大学 生物素化苯砷酸探针用于HepG2细胞中砷结合

蛋白分析 

P-D-167 陆高远，叶慧 中国药科大学 运用特征诊断离子法与校准峰面积定量法实现

ADC药物的偶联位点分析 

P-D-168 杨芬，金东日 延边大学 稳定同位素标记试剂d0/d8-MPPZ的合成及其衍

生化反应条件的优化 

P-D-169 张一达，张海霞 兰州大学 近红外荧光分子印迹纳米胶用于肌红蛋白的检

测 

P-D-170 邹玉琳，张海霞 兰州大学 快速研磨法制备磁性MOF材料并用于脂肪酶的

固定 

P-D-171 许梢华，郭隆华 福州大学 
基于铜离子修饰的氮化碳纳米片作为模拟酶构

建的生物传感器用于检测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

酶 

P-D-172 
郭鹏飞，张丹丹，郭

志勇，王玺铭，王蒙

蒙，陈明丽，王建华 
东北大学 聚乙二醇化的钛酸盐纳米片：具有高吸附容量

的亲水单层片选择性吸收免疫球蛋白G 

P-D-173 胡雪，陈晴，张丹

丹，陈旭伟 东北大学 硼酸功能化杂多酸材料在糖蛋白吸附中的应用 

P-D-174 马晓彤，何锡文，李

文友，张玉奎 南开大学 定向表面抗原决定基印迹聚合物修饰的石英晶

体微天平用于测定细胞色素c 

P-D-175 
傅语思，张芳丽，陈

赫，刘璐，狄琳，黄

岩谊 
北京大学 基于离心液滴发生的高通量单细胞测序 

P-D-176 纪晓萌，史建波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

心 
ICP-MS在单细胞中汞的分析方法研究 

P-D-177 郑贝，唐宏武 武汉大学 构建多功能光镊系统用于血液中循环肿瘤细胞

的计数、检测和分选 

P-D-178 肖威，肖盟，唐勇 暨南大学 一种新型的用于艾滋病诊断的 CD4+T 淋巴细胞

数量检测 免疫层析试纸条 

P-D-179 
吴绍文，冯一涛，张

红定，王文宁，刘宝

红，刘建伟 
复旦大学 生物单分子荧光检测 

P-D-180 葛凤，王宗花，何彦 清华大学 单颗粒追踪技术研究不同抗体修饰的金纳米棒

与细胞相互作用 

 



 

P-D-181 刘震 南京大学 Probing signaling pathway proteins of apoptosis in 
single living cells 

P-D-182 李慧，许丹科 南京大学 活细胞内单颗粒荧光成像技术研究 

P-D-183 甘振飞，郭丹，陈华

英，李大伟 华东理工大学 细胞内重要无机小分子的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纳

米探针研究 

P-D-184 熊斌，吴嘉，何彦，

张晓兵 湖南大学 
Single-particle tracking microscopy as a 
quantitative tool for in-situ detection of receptor-
ligand interactions 

P-D-185 魏星，陈明丽，杨

婷，王建 华 东北大学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用于单细胞元素分析 

P-D-186 周硕，何石轩，唐

鹏，王亮，王德强 

中国科学院重

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 
基于纳米孔单分子检测的微囊藻毒素-LR研究 

P-D-187 任吉存 上海交通大学 荧光互相关光谱原位研究活细胞内p53-MDMX
相互作用 

P-D-188 任吉存 上海交通大学 单分子荧光相关光谱法原位研究活细胞内激酶

活性 

P-D-189 任吉存 上海交通大学 荧光互相关光谱原位研究活细胞内mRNA-蛋白

相互作用 

P-D-190 任吉存 上海交通大学 微流控芯片-荧光相关光谱原位研究细胞内药物

与靶标蛋白相互作用 

P-D-191 万逸，宋凤阁 海南大学 电信号标记物：a-溶血素在微生物诊断中应用 

P-D-192 储彬彬，何耀 功能纳米与软

物质研究院 基于荧光硅基纳米探针的生物成像分析 

P-D-193 董朝青 上海交通大学 循环血DNA多参数荧光相关光谱分析系统与精

神分裂症诊断分析 

P-D-194 尹国兴，喻婷，尹鹏 湖南师范大学 同时区分检测Cys，Hcy和GSH的多信号荧光探

针 

P-D-195 刘念，胡立刚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

心 
利用ICP-MS单细胞分析金属含量 

P-D-196 杨皓，许丹科 南京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 高通量亚微米阵列芯片用于细胞计数研究 

P-D-197 张雪冰，张清泉，盖

宏伟 江苏师范大学 超灵敏数字免疫分析 

P-D-198 张颖，齐国华，金永

东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细胞光热治疗过程中pH值动态监测 

P-D-199 
李巧，林瑶，应佚

伦，刘少创，高瑞，

龙亿涛 
华东理工大学 电化学限域SiNX纳米孔道检测核酸分子的研究 

P-D-200 胡正利，应佚伦，龙

亿涛 华东理工大学 基于Aerolysin孔道的单个光响应DNA分子结构

的研究 

P-D-201 胡娟，刘明昊，张春

阳 山东师范大学 单分子检测同时灵敏分析肺癌细胞中的多种

DNA糖基化酶 

P-D-202 宋娟，徐静娟 南京大学 单细胞热敏通道的激活用于乳腺癌的治疗 

P-D-203 
李金泽，邱亚军，张

芷齐，李传宇，周连

群 

中国科学院苏

州生物医学工

程技术研究所 

温度响应型高通量单细胞微阵列的制备及性能

研究 

 



 

P-D-204 张欣伟，姜宏，廖全

兰，邱权发，黄卫华 武汉大学 巨噬细胞内ROS/RNS受炎性因子调控的定量研

究 

P-D-205 吴霜霜，杨海堂，许

恩胜，卫伟 东南大学 基于静电相互作用的金纳米棒探针比色法检测
PARP-1 

P-D-206 杨海堂，吴霜霜，许

恩胜，卫伟 东南大学 基于TOTO-1和ExoⅢ检测端粒酶和多聚腺苷二

磷酸核糖聚合酶-1的方法 

P-D-207 
杨金梅，靳磊，潘忠

芹，刘海玲，夏兴

华，王康 
南京大学 等离子体纳米孔在单分子拉曼检测中的应用 

P-D-208 张倩，贾芹，渠陆陆 江苏师范大学 单分子荧光技术用于端粒酶活性检测 

P-D-209 成丹，郭艳丽，亢晓

峰 西北大学 抗结核药物异烟肼的纳米孔单分子检测方法研

究 

P-D-210 李明娟，赵莹莹，郭

艳丽，亢晓峰 西北大学 基于纳米孔单分子技术研究蛋白质与蛋白纳米

孔的相互作用 

P-D-211 苏卓群，亢晓峰 西北大学 基于冰-盐溶液纳米孔新体系的DNA穿孔过程分

析 

P-D-212 孙红，姚付军，亢晓

峰 西北大学 圆锥形纳米通道中粒子迁移方向决定脉冲波形 

P-D-213 张金磊，王莹，亢晓

峰 西北大学 以ARG·HCl为电解液的单分子分析体系对不同

链长寡核苷酸均聚物的研究 

P-D-214 慕小雪，魏永锋，亢

晓峰 西北大学 基于功能化β-环糊精仿生纳米通道对L-半胱氨

酸的选择性识别 

P-D-215 应佚伦，高瑞，胡咏

絮，龙亿涛 华东理工大学 纳米孔道电极：单分子与单细胞电化学测量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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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001 陈玲，党雪平，陈怀

侠 湖北大学 β-环糊精@POSS@Fe3O4磁微粒合成其磁萃取

应用 

P-E-002 
陈建雄，马茜文，陈

怀侠，党雪平，艾佑

宏 
湖北大学 聚苯胺复合纳米材料针阱装置的制备与多元醇

检测 

P-E-003 马茜文，党雪平 湖北大学 聚乙二撑噻吩复合纳米固相微萃取涂层的制备

及分析应用 

P-E-004 冯小珍，蒋治良，韩

国成 
桂林电子科技

大学 
基于乳酸粪链球菌的模板法银微米球制备及

SERS应用 

P-E-005 
劳家正，周敏，王夏

君，王健，李祖光，

李茂荣 
浙江工业大学 基于低共熔溶剂的双水相体系结合GC-MS分析

水中三唑类杀菌剂残留 

P-E-006 孟淑云，王华烽，马

荣娜，王怀生 聊城大学 基于Fe3O4@UiO-66磁性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

磷酸肽富集研究 

P-E-007 臧萌，赵朝成，王永

强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气相色谱应用于整体式钙钛矿催化剂催化燃烧

VOCs的研究 

P-E-008 
黄鹏飞，马晓敏，杜

新贞，卢小泉，王雪

梅 
西北师范大学 分子印迹涂层的毛细管SPME纤维结合HPLC用

于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分析 

P-E-009 
王利涛，Mei Lv，Jie 
Gao ， Yaqi Wu ，

Qinqin Yang，Yanan 
济宁医学院 

β-Cyclodextrin/silica Hybrid Spheres as Chiral 
Stationary Phases for Multiseparation Functions in 
Broad pH Range 

 



 

Liu，Yue Li 

P-E-010 
胡锦霞，卢尉航，姚

胤滋，刘蕾，陈晨，

崔慧昕，王利涛 
济宁医学院 虾/蟹壳中虾青素的测定及不同处理方法对其含

量的影响 

P-E-011 高芳芳，刘惠涛 烟台大学 分散液液微萃取结合毛细管电泳测水中的五种

氯酚化合物 

P-E-012 唐保坤 河北大学 聚低共熔溶剂表面印迹材料协同门冬酰胺酶生

物催化 

P-E-013 曾景斌 中国石油大学 KCC-1/Au复合涂层的制备及在环境水样中苯胺

类污染物检测中的应用 

P-E-014 王洁雪，黄粲，易

霞，杨帆 成都师范学院 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从藏茵陈中制备纯化2种口

山酮单体 

P-E-015 高林晓，毛海立，杨

再波 
黔南民族师范

学院 UV-Vis分光光度法测刺三加叶中总多酚 

P-E-016 张凯歌，李双莹，郑

智，刘闯，樊静 河南师范大学 涡旋辅助液液微萃取-分光光度法间接测定环境

水样中的亚硝酸根 

P-E-017 袁晓艳，陈晓兰，马

志立，余兰 遵义医学院 基于定量模式活性关系的雪莲果叶抗氧化活性

成分快速筛选 

P-E-018 马慧芳，张慧娟 中南民族大学 磁性壳聚糖季铵盐/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富集

性能的研究 

P-E-019 吴姗姗，龚波林 北方民族大学 磁性反相限进材料的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P-E-020 
许引，李明，吕小

健，李士明，龙涛，

徐兰英 
黄冈师范学院 高速逆流色谱制备分离陈皮多甲氧基黄酮 

P-E-021 
许引，李明，吕小

健，李士明，龙涛，

徐兰英 
黄冈师范学院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测定不同品种陈皮中多甲氧

基黄酮含量 

P-E-022 
吕小健，王运利，许

引，李士明，徐兰

英，龙涛 
黄冈师范学院 中压制备液相色谱分离陈皮中多甲氧基黄酮 

P-E-023 
吕小健，王运利，许

引，李士明，徐兰

英，龙涛 
黄冈师范学院 超临界CO2萃取陈皮中多甲氧基黄酮的工艺探

究 

P-E-024 周彦强，龚波林 北方民族大学 表面分子印迹聚合物测定牛奶中恩诺沙星的残

留分析 

P-E-025 余媛媛，张层层，刘

丽丽，陈芳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空心玻璃微珠的漂浮型分散固相萃取吸附

剂及应用 

P-E-026 田央，龚波林 北方民族大学 磁性复合模板分子印迹聚合物制备及对磺胺类

药物识别性的研究 

P-E-027 熊偲凤，王骊丽，张

念喆 西北大学 以羧基甜菜碱为配基的混合模式色谱固定相制

备、表征及性能评价 

P-E-028 孙亚明，董树清，赵

亮 
中科院兰州化

学物理研究所 
纳米直链淀粉衍生物-氧化石墨烯毛细管开管柱

的制备及应用 

P-E-029 胡旭芳，李菲，曹秋

娥 云南大学 SDS-Tween-20混合胶束毛细管电动色谱法分析

龙血竭中的三种龙血素 

P-E-030 卢紫舒，刘萍萍 郑州烟草研究

院 HPLC-TQMS法测定烟叶中多酚类化合物 

P-E-031 
刘萍萍，陈千思，罗

朝鹏，郑庆霞，翟

妞，王晨，张慧，徐

郑州烟草研究

院 超高效液相-质谱联用法测定烟叶中内源性激素 

 



 

国云，金立峰，陈

霞，曹培健，周会娜 

P-E-032 王思尧，张念喆，高

栋，王骊丽 西北大学 基于静电作用的疏水相互作用色谱对重组人

Notch配体Delta-like 1的复性与同时纯化 

P-E-033 陈立钢，梁亭 东北林业大学 制备介孔结构分子印迹聚合物萃取分离大豆样

品中的氯嘧磺隆 

P-E-034 王尚书，陈立钢 东北林业大学 基于金属有机骨架-分子印迹复合材料的基质固

相分散技术萃取分离奶粉中的四环素 
P-E-035 何雅媛，伍翩，丁萍 中南大学 医用血袋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的测定 

P-E-036 李恒，张荣月，韦

巍，安宁，公丕盛 
北京石油化工

学院 高载量大孔阴离子层析介质的制备与应用 

P-E-037 陈方方，王佳宇 西北大学 微波辅助RAFT聚合磁性表面分子印迹微球并用

于固相萃取苹果中苯并咪唑类化合物 

P-E-038 魏彩云，王汇彤，黄

凌，房忱琛，翁娜 
中国石油勘探

开发研究院 一种Y型分子筛分离藿烷和甾烷的方法 

P-E-039 陈连，付凤富 福州大学 基于离子色谱-ICP-MS联用技术研究食用海藻

中砷的形态特征 

P-E-040 冯莹莹，扈晓鹏，曾

百肇 武汉大学 
磁性还原氧化石墨烯/多壁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

制备及废水中磺胺类药物的磁固相萃取与色谱

检测 

P-E-041 刘博静 沧州师范学院 气相色谱法检测水果中高效氯氟氰菊酯和噻虫

嗪残留量 

P-E-042 卢瑶，韦寿莲 肇庆学院化学

化工学院 
磁性多孔分子印迹聚合物选择性萃取酒中痕量
PAEs 

P-E-043 屈锋，杨歌，朱超，

郝晨旭 北京理工大学 基于毛细管电泳技术的蛋白质核酸适配体高效

筛选方法 

P-E-044 高芳芳，李金花，刘

惠涛 烟台大学 毛细管电泳结合压力辅助电动进样测定水样中

的4种酚类雌激素 

P-E-045 邱洪灯，蔡天培，陈

佳，张海娟，李湛 

中国科学院兰

州化学物理研

究所 
新型亲水色谱固定相研究进展 

P-E-046 
杨开广，李森武，刘

路宽，张丽华，张玉

奎 

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 
抗原决定基分子印迹技术：从随机到定向 

P-E-047 宋爱英，魏琳琳 甘肃政法学院 电场促进下的单滴微萃取技术-气相色谱法对尿

中苯丙胺类毒品的分析 
P-E-048 卫引茂，朱建涛 西北大学 硼酸聚合物修饰磁性吸附剂及其富集应用 
P-E-049 卫引茂，朱建涛 西北大学 高密度接枝硼酸磁性吸附剂及富集应用 

P-E-050 闻路红，赵鹏，王佳

圆，周峰，宁录胜 
宁波大学高等

技术研究院 敞开式大气压快速检测质谱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P-E-051 张凌怡，王舒磊，张

维冰 华东理工大学 共价有机框架材料修饰硅胶颗粒制备及其在

HPLC中应用 

P-E-052 
朱书奎，余静，庞丽

玲，陈品，江祥涛，

邸思源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磁性卟啉类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在环境污染物分

析中的应用 

P-E-053 邓亚楠，卫引茂，王

超展 西北大学 聚萘基丙烯酸酯接枝磁性吸附剂制备及其应用 

P-E-054 邓亚楠，高琴，马

娟，卫引茂，王超展 西北大学 高可利用度聚合物链修饰硼亲和材料的制备及

其应用 
  

 



 

P-E-055 薛珊，卫引茂，王超

展 西北大学 基于多酚-金属配合物包覆的磁性碳制备及其在

水中增塑剂富集中的应用 

P-E-056 李春艳，袁景香，卫

引茂，王超展 西北大学 具有独特形状选择性的反相吸附剂的制备及其

应用 

P-E-057 穆莉，欧阳吾烨 
陶氏化学（中

国）投资有限

公司 
离子色谱与单四级杆质谱联用及应用 

P-E-058 
冯娟娟，冯加庆，罗

川南，孙敏，王秀

琴，田雨 
济南大学 离子液体涂层管内固相微萃取材料的研究 

P-E-059 古志远 南京师范大学 基于二维MOFs纳米片的高效分离富集新方法 

P-E-060 杨丽萍，王强，祝凌

燕 南开大学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鱼体双酚A
及其替代品 

P-E-061 
刘琳珍，赵小双，李

娜，杨紫悦，陈丽，

叶建农，楚清脆 
华东师范大学 基于二氧化硅纳米沸石开管柱的异构体拆分研

究 

P-E-062 郭云，张书胜 郑州大学 高效液相色谱法用于药品中的环磷腺苷检测 

P-E-063 夏晒歌，张书胜 郑州大学 多孔芳香骨架材料原位键合毛细管开管柱的制

备及表征 
P-E-064 张红医，石志红 河北大学 标准加入法进展 

P-E-065 李嫣，何心莹 复旦大学 基于硼酸基团修饰的磁性MOF材料结合HPLC-
MS/MS 用于儿茶酚胺类物质的富集与分析 

P-E-066 叶曦雯，牛增元，罗

忻，汤志旭 
山东检验检疫

技术中心 纺织品中禁用偶氮染料的快速筛选法 

P-E-067 
杨淑萍，李凡，杨伟

伟，权菲菲，吴成

新，周雷，蒲巧生 
兰州大学 巯基-烯点击衍生用于毛细管电泳-电容耦合非

接触式电导法分析食品中的丙烯酰胺 

P-E-068 
吴成新，孙圆圆，杨

淑萍，权菲菲，王

威，周雷，蒲巧生 
兰州大学 

7-(二乙胺基)香豆素-3-羧酸作为衍生试剂用于

激光诱导荧光检测：磺酰胺类化合物的灵敏分

析 

P-E-069 
田雨，周洁，冯娟

娟，王秀琴，罗川

南，孙敏 
济南大学 离子液体改性二氧化硅气凝胶用于固相微萃取

涂层的研究 

P-E-070 
田雨，周洁，冯加

庆，王秀琴，冯娟

娟，孙敏 
济南大学 纳米碳化硅用于固相微萃取涂层的研究 

P-E-071 
王秀琴，潘蕾，田

雨，冯加庆，罗川

南，冯娟娟，孙敏 
济南大学 离子液体改性三聚氰胺-甲醛气凝胶用于管内固

相微萃取的研究 

P-E-072 
王秀琴，潘蕾，田

雨，冯加庆，罗川

南，冯娟娟，孙敏 
济南大学 金属氧化物涂层用于管内固相微萃取的研究 

P-E-073 杨秀晗，徐秀青 陶氏化学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聚醚多元醇的临界条件液相色谱分离 

P-E-074 张月芬，李瑞军，季

一兵 中国药科大学 聚合物整体柱固定化酶反应器用于天然产物中

胃蛋白酶抑制剂筛选 

P-E-075 李佳 西北民族大学 中空纤维-搅拌棒吸附萃取测定基质环境中的有

机氯农残 

P-E-076 纪文华，孙日晗 山东省分析测

试中心 MICOFs选择性固相萃取植物样本中拟除虫菊酯 

 



 

P-E-077 李兴红，石志红 河北大学 钴铁氧体磁性固相萃取结合高效液相色谱法测

定果汁中四种人工合成色素 

P-E-078 崔媛媛，杨成雄 南开大学 ZIF-8用于选择性萃取藏药鬼箭锦鸡儿中的一个

抗氧化活性成分 

P-E-079 陈丹，徐晖 华中师范大学 人尿中8-羟基-2'-脱氧鸟苷和单羟基多环芳烃的

同时在线测定 

P-E-080 魏彤，卫引茂，王超

展 西北大学 磁性氮掺杂石墨烯的制备及其用于非甾体类抗

炎药的吸附研究 

P-E-081 吴雪银，卫引茂，王

超展 西北大学 磁性纳米粒子对贵金属纳米粒子的吸附和固定

化 

P-E-082 郑怡婷，王超然，王

薇薇，王彦，闫超 上海交通大学 聚(VPBA-co-PETA)整体柱的制备及其在二维色

谱分离中的应用研究 

P-E-083 潘虹，王薇薇，王

彦，闫超 上海交通大学 丁基甲基丙烯酸酯毛细管整体柱的制备及其在

加压毛细管电色谱中的应用 

P-E-084 刘让东，肖汉，王薇

薇，王彦，闫超 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加压毛细管电色谱-激光诱导荧光联用技术

对微囊藻毒素的检测方法 

P-E-085 
胡静，陈巧梅，申

琳，柳青，王薇薇，

王彦，闫超 
上海交通大学 溶胶种子法制备光子晶体色谱填料及其在加压

毛细管电色谱平台上的应用 

P-E-086 简敬一，赵瑜梅，周

海波，江正瑾 暨南大学 At-line Nanofractionation 药物活性筛选平台的

搭建与应用 

P-E-087 
黄晓玲，何子豪，蔡

松亮，郑盛润，范

军，章伟光 
华南师范大学 键合型腙类手性COF毛细管气相色谱柱的制备

及其分离性能 

P-E-088 唐西武，周兴旺，韩

晓洵 湖北师范大学 基于多孔有机笼的手性交联毛细管柱制备与表

征 

P-E-089 曾嘉炜，刘凯，吴思

琪，陶涛，周兴旺 湖北师范大学 基于UIO-66的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测
定毛发中的甲基苯丙胺 

P-E-090 程滢刘凯刘瑞琪陶涛

周兴旺 湖北师范大学 分散液液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测定毛发中

的氯胺酮 

P-E-091 
陈哲琰，王婷婷，郭

孟楠，常慧，叶建

农，楚清脆 
华东师范大学 基于AuNPs微萃取与电泳联用技术的生物胺分

析方法研究 

P-E-092 
翟佳，黄凌，房忱

琛，魏彩云，张文

龙，吕玥 

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

司勘探开发研

究院 

前处理过程对金刚烷类化合物参数的影响 

P-E-093 刘王玮，张慧娟 中南民族大学 基于磁性聚左旋多巴复合材料的磁性固相萃取-
环境水样中三苯甲烷类杀菌剂 

P-E-094 高薇，茅力，练鸿振 南京大学 两性离子亲水整体柱的制备及其对细胞色素c的
分离富集 

P-E-095 隗玉，夏炎 南开大学 吡啶修饰的金属有机骨架MIL-101(Cr)对水中

LR型微囊藻毒素的吸附与去除 

P-E-096 孙治安，龚波林 北方民族大学 异丙威限进介质-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及其在

菠菜样品中的应用 

P-E-097 冯勇，张少文，彭传

云 洛阳理工学院 氧化石墨烯修饰溶胶-凝胶整体柱的制备及应用 

P-E-098 梁毅勋，刘家玮，白

泉 西北大学 高密度金属亲和磁性石墨烯复合材料选择性分

离纯化血红蛋白 
P-E-099 赵凌艺，牛效莹，吕 兰州大学 分离测定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ACOF-1-CEC新

 



 

文娟，陈宏丽，陈兴

国 
方法 

P-E-100 彭俊钰，李云，黄超

囡，陈吉平 

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 

逐步生长法在介孔中负载沸石咪唑骨架以及生

成的复合材料在双酚快速去除中的应用 

P-E-101 王霞，龚波林 北方民族大学 2,4-二氯苯氧乙酸磁性限进介质-分子印迹聚合

物的制备及其吸附性能研究 

P-E-102 刘华春，龚波林 北方民族大学 甲砜霉素磁性表面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及其

识别特性研究 

P-E-103 郭振昌，田姗姗，翟

贵，金柏雪，张锴 天津医科大学 食管癌细胞蛋白质组和翻译后修饰的系统分析 

P-E-104 王轩，马晓彤，彭

琳，肖新跃，叶能胜 
首都师范大学

化学系 
中空纤维-氧化石墨烯固相微萃取富集环境水样

中的痕量磺胺 

P-E-105 王轩，彭琳，马晓

彤，刘庆晔，叶能胜 
首都师范大学

化学系 
共价有机骨架材料修饰毛细管柱的制备及其应

用 

P-E-106 朴惠兰，宋大千 吉林大学 基于酸性功能化离子液体泡腾辅助原位分散液

液微萃取法测定蜂蜜中的三嗪类除草剂 

P-E-107 周洁，田雨，王秀

琴，冯娟娟，孙敏 济南大学 银丝固相微萃取纤维的研究 

P-E-108 吴春来，彭传云，冯

勇 洛阳理工学院 温度敏感型固载离子液体材料对水中痕量Cd(II)
的固相萃取 

P-E-109 

翟贵金，董瀚阳，郭

振昌，陈聪，田姗

姗，柏雪，张锴，张

玉奎 

天津医科大学 自组装多价光亲和多肽探针选择性富集组蛋白

修饰阅读器 

P-E-110 董瀚阳，郭振昌，田

姗姗，翟贵金，张锴 天津医科大学 变形杆菌中赖氨酸2-羟基异丁酰化蛋白质组学

分析研究 

P-E-111 
陆俊宇，周剑乔，何

锡文，陈朗星，张玉

奎 
南开大学 麦芽糖修饰磁性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用于N-连接

糖肽的高效富集 

P-E-112 卜羽思，胡琪，解笑

瑜，王嗣岑 西安交通大学 磁性仿生样品前处理技术及其在活性化合物筛

选与发现的应用 

P-E-113 张少文，彭传云，冯

勇 

洛阳理工学院

环境工程与化

学系 

点击反应修饰溶胶-凝胶整体柱及在多环芳烃检

测中应用 

P-E-114 薛敏 北京理工大学 离子色谱法测定CL-20及其中间体中无机离子

含量 
P-E-115 关清靖，薛敏 北京理工大学 分子印迹技术在含能材料分析中的应用 
P-E-116 马庆坤，闵俊哲 延边大学 新型巯基化合物手性拆分衍生化试剂的开发 
P-E-117 千清，闵俊哲 延边大学 丙半胱氨酸结构质谱手性衍生化试剂的开发 
P-E-118 赵莉莉，闵俊哲 延边大学 人体唾液中尿酸定量新方法的研究 

P-E-119 许春燕，黄媛，闵俊

哲 延边大学 氨基官能团标记荧光手性衍生化试剂DBD-M-
Pro的开发 

P-E-120 彭传云，张少文，赵

丹，冯勇 洛阳理工学院 多糖-硅胶杂化整体柱制备及在莱克多巴胺检测

中应用 

P-E-121 邱贝贝，闫晶晶，朱

金花 河南大学 HPLC在线筛选河南道地药材中ɑ-葡萄糖苷酶抑

制剂 

P-E-122 闫璐赟，闫晶晶，朱

金花 河南大学 忍冬叶中5-LOX抑制剂的筛选及其抗炎作用研

究 
    

 



 

P-E-123 金璇，王勇 天津大学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of novel cyclodextrin 
chiral stationary phases based on Alkyne-Azide 
"click chemistry" in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P-E-124 孙念荣，李沂霖 复旦大学 介孔亲水性探针用于生物样品中内源性糖肽的

选择性富集 

P-E-125 林海珠，邓春晖 复旦大学 锆金属有机骨架填充柱用于柱上富集磷酸化肽 

P-E-126 陈松庆，朱霞石 扬州大学 磁性氧化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紫外光谱法分离

分析饮料中日落黄 

P-E-127 张煜桁，朱霞石 扬州大学 注射器式固相萃取在线分离分析实际样品中罗

丹明B 

P-E-128 
张丹华，蒋海珠，郝

远强，韦秀华，张银

堂，张书胜，徐茂田 
商丘师范学院 毛细管电泳研究金属硫蛋白与Aβ的相互作用 

P-E-129 钟子涛，贾丽 华南师范大学 聚多巴胺修饰聚丙烯离心管的制备及其在细菌

核酸提取中的应用研究 

P-E-130 韦晓晓，王玉枝，陈

静，倪睿 湖南大学 基于三元巯基型低共熔溶剂的磁性固相萃取技

术用于水中汞的分离分析研究 

P-E-131 冯加庆，王秀琴，田

雨，冯娟娟，孙敏 济南大学 纳米碳酸钙涂层固相微萃取管的研究 

P-E-132 赵碧红，卫引茂 西北大学 聚离子液体修饰的磁性介孔吸附剂及其对菊酯

农药残留的富集 

P-E-133 卫引茂 西北大学 基于选择性吸附剂的样品分离富集方法 

P-E-134 黄念，赵晶瑾 广西师范大学 基于DNA模板点击化学反应的荧光分析法用于

Cu2+的检测 
P-E-135 贺达，赵祥伟 东南大学 3D打印制备微型驱动器用于湿度传感检测 

P-E-136 杨璐，王延华，刘爱

骅，张杨 青岛大学 MoxPy纳米粒子掺杂具有网孔结构的生物质碳

用于甲基蓝和玫瑰红的高效选择性去除 

P-E-137 姚林林，曲广波，史

建波，江桂斌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

心 

渤海软体生物中四溴双酚A/S及其衍生物的分布

特征 

P-E-138 王超，赵强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

心 
利用适配体分子信标探针检测黄曲霉毒素B1 

P-E-139 陈伟芳，刘稷燕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

心 

典型污染区周边玉米体内短链氯化石蜡的赋存

分布 

P-E-140 刘晓蕾，胡立刚 中科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 
LC-ICPMS技术用于检测生物样本中汞细颗粒

研究 

P-E-141 王园园，胡立刚，何

滨 
中科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 全血中重金属元素赋存分析及其健康效应初探 

P-E-142 孙挺，张琪，屈艺 东北大学 薄膜扩散技术测定水环境中的四溴双酚A 

P-E-143 
戴学新，彭开美，贺

银菊，毛海立，杨再

波 

黔南民族师范

学院 
吡咯[2,3-b]并吲哚衍生物对氟离子的裸眼识别

和荧光传感 

P-E-144 王惠宇，宋善军 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 
应用多种萃取技术测定常见塑料中的十溴二苯

醚 

P-E-145 冯钟敏，周荷勋，翟

怡琳，李文 东北大学 薄膜扩散梯度技术累积水环境中四环素 

 



 

P-E-146 
任晓倩，张海军，耿

柠波，王菲迪，陈吉

平 

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 

短、中、长链氯化石蜡对HepG2细胞抗氧化系

统的影响 

P-E-147 盛振环 淮阴师范学院 水热法制备掺氮石墨烯-Ag纳米材料及其对对硝

基苯胺的催化还原 

P-E-148 金绍锋，何丽君 河南工业大学 氧化石墨烯复合物对染料吸附性能研究 

P-E-149 侯明，杨心瀚，罗萍 桂林理工大学 不同品种玉米幼苗中钒的积累和亚细胞分布特

征 

P-E-150 余建平，劳克杰，吴

东旭，王文林，周瑛 浙江工业大学 基于TGA-FTIR技术检测环境中的微塑料 

P-E-151 路云舒，张文亚，孙

挺 东北大学 自然水系中生物膜对DGT扩散系数的影响 

P-E-152 侯明，霍岩，吴荣键 桂林理工大学 不同条件下玉米幼苗对钒的吸收动力学特性研

究 

P-E-153 王志颖，谢婉丽，王

骊丽 西北大学 贝壳粉合成的碳酸钙对土壤的改良 

P-E-154 刘明，高志强，赵

伟，陈来国 

环境保护部华

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 

一种提高水样蒸馏处理过程中烷基汞回收率的

方法 

P-E-155 李娟，陈文静，吴云

英，伍贤学，谢建新 玉溪师范学院 MIL-88(Fe)/H2O2体系高效催化降解罗丹明B 

P-E-156 付凤富，陈志强，程

贤 福州大学 基于适配体模板控制Au-Ag合金纳米粒子可视

化检测有机汞 

P-E-157 管鹏，雷永乾，刘

爽，郭鹏然 

中国广州分析

测 试 研 究 所

（广东省测试

分析研究所） 

金纳米颗粒负载碳布电极的制备及其对铅的电

化学检测 

P-E-158 亓亮，宫继成 
北京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

院 

苯并[a]芘DNA加合物分析及PM暴露-肺癌相关

性研究 

P-E-159 纪文华，王荣雨 山东省分析测

试中心 巯基修饰COFs材料选择性电化学检测Pb2+ 

P-E-160 侯晓虹，王婷 沈阳药科大学 MOFs材料在新型固相萃取样品前处理中的应用 

P-E-161 钟鹭斌，郑煜铭 中国科学院城

市环境研究所 

Facile On-site Aqueous Pollutant Monitoring 
Using a Flexible, Ultra-light and Robust SERS 
Substrate: Interface Self-Assembly of Au@Ag 
Nanocubes on Polyvinyl Chloride Template 

P-E-162 荆涛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卫生学

院） 
分子印迹纸基传感器的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P-E-163 余登斌，董绍俊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生物电化学系统传感器用于水体毒性在线监测

研究 

P-E-164 梁士賢 香港浸會大學

化學系 Probing the Environmental Fate of Acesulfame 

P-E-165 杨治庆，王毅，张盾 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 
基于生物侵蚀光电传感平台策略检测硫酸盐还

原菌 

P-E-166 郑来宝，戚鹏，张盾 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 
基于功能化碳点荧光传感阵列的海洋腐蚀微生

物识别 

 



 

P-E-167 任苏瑜，谭峰 大连理工大学 基于多孔碳结合相的薄膜扩散梯度技术用于环

境水体中抗生素的原位监测 

P-E-168 李金花，王晓艳，张

忠，陈令新 

中国科学院烟

台海岸带研究

所 
新型分子印迹荧光传感器检测海水中藻蓝蛋白 

P-E-169 王莉燕，李金花，陈

令新 

中国科学院烟

台海岸带研究

所 

绿色多功能单体离子印迹聚合物的合成及其用

于水环境中铜离子的选择性去除 

P-E-170 问少华，彭东，姜

伟，梁汝萍，邱建丁 南昌大学 基于CoOOH纳米酶的比色和电化学双模式方法

检测砷酸 

P-E-171 朱晓慧，姜伟，崔伟

荣，梁汝萍，邱建丁 南昌大学 杂环硅烷改性介孔二氧化硅用于去除水溶液中

的砷 

P-E-172 童圆君，于禄丹，梁

汝萍，邱建丁 南昌大学 基于luminol-Tb-GMP比率荧光纳米探针的铜离

子检测方法 

P-E-173 赵齐，袁华，祝宝

慧，严正权 曲阜师范大学 生色团功能化纸基传感材料的构筑及环境检测

应用 

P-E-174 牛湘衡，潘建明，蓝

闽波 江苏大学 基于半胱氨酸修饰磁性纳米酶的活性调控用于

Hg2+的超灵敏比色分析 

P-E-175 闫旭，李红霞 吉林大学 基于二氧化锰纳米片-碳点的传感体系灵敏检测

有机磷农药 

P-E-176 刘倩，黄秀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

心 

新型碳纳米探针应用于环境污染物高通量质谱

筛查与鉴定 

P-E-177 于洪梅，李婷婷，全

艳玲 辽宁科技大学 羊肚菌丝固相萃取水中痕量铜-火焰原子吸收法

测定 

P-E-178 史辰漪，邹健 
陶氏化学 ( 中
国)投资有限公

司 

基于固相萃取-液液微萃取联用技术对水样中低

浓度醛类物质的分析 

P-E-179 

刘则华， Yuan Su-
fen，Yin Hua，Dang 
Zhi，Lin Qing，Peng 
Lu 

华南理工大学 
Fast trace determination of nine odorous and 
estrogenic chloro- and bromo- phenolic 
compounds in surface waters with LC-MS/MS 

P-E-180 张睿佳，张晖，栾天

罡 中山大学 

Evaluation of central carbon metabolism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induced by 
perfluorooctanoic acid with a new approach-
metabolic flux analysis 

P-E-181 王孟，陈军 上海理工大学 炭烟颗粒激光诱导炽光结合光腔衰荡光谱测量

平台 

P-E-182 龚正君，刘玥 西南交通大学 基于二氧化硅负载的分子印迹凝胶基底吸附罗

丹明B在固相荧光检测中的应用 

P-E-183 李海兵，杨官兴，冯

继洋 华中师范大学 A Rapid and Visual Detection Method for Phoxim 
Based on Host-Guest Chemistry 

P-E-184 曾景斌，李蒙蒙 中国石油大学 基于哑铃型Fe3O4/Ag-Pt纳米粒子的消色差比色

检测硫化物方法 

P-E-185 孙琳琳，赵强 中科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 
基于适配体的黄曲霉毒素B1表面等离子体共振

传感分析 

P-E-186 崔靖睿，定雅雪，潘

兰兰，张成孝 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地区大气沉降颗粒物基因毒性评价的研究 

P-E-187 武云清，张诗琴，龚

静鸣 华中师范大学 基于C3N4/生物质碳点的新型电致化学发光体系

特性研究及分析应用 
  
 



 

P-E-188 
曹丹丹，高伟，吴

静，符杰，傅建捷，

王亚韡，江桂斌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

心 
北京室内灰尘中有机磷酸酯阻燃剂污染研究 

P-E-189 孙明霞，张立春，刘

后静，吕弋 四川大学 基于硅纳米粒子的化学发光探针检测环境中活

性氧 

P-E-190 平仙隐，王云龙 东海水产研究

所 
应用生物配体模型预测长江口水域铜离子的 毒
性效应 

P-E-191 李想，樊静 河南师范大学 

A simple highly sensitive and selective biosensor 
for microcystin-LR detection based on TiS2 
nanosheet and nuclease-aided target recycling 
signal amplification 

P-E-192 琚艳君，罗红群，李

念兵 西南大学 基于双发射的BSA-金簇构建比率荧光传感器用

于孔雀石绿检测 

P-E-193 杨振，何丽君，赵文

杰，向国强，江秀明 河南工业大学 功能化离子液体磁性吸附剂对阴/阳离子染料吸

附性能的研究 

P-E-194 张高敏，魏文娴，徐

斌，王赪胤 
扬州大学测试

中心 
电化学沉积与X射线衍射联用技术对环境中有

害物质的检测 

P-E-195 陈银玲，何丽君 河南工业大学 大环多胺功能化氧化石墨烯的制备及吸附性能

研究 

P-E-196 蒋萌，金鑫，孙浩

然，严庆，王晓英 东南大学 新型固相-电致化学发光传感器检测取代苯污染

物 

P-E-197 李果果，吴朝阳 湖南大学 无标记二维胶体晶体水凝胶生物传感用于尿素

和脲酶抑制剂的检测 

P-E-198 史永富 
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东海水

产研究所 

气相色谱法检测水产养殖底泥中10种羟基多联

苯 

P-E-199 高珂，傅建捷，张爱

茜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

心 
职业人群血清中PFASs的富集及消除规律研究 

P-E-200 闫叶寒，陈丽娟 皖西学院 一种"关-开"模式的硫化氢荧光探针 

P-E-201 张睿雪，韩冬梅，顾

福博，王志华 北京化工大学 In2O3纳米颗粒的制备及其气敏性能研究 

P-E-202 池毓务，游绪，吴海

山，王瑞娜 福州大学 基于荧光共轭聚合物功能化气凝胶的二氧化硫

气体传感器 

P-E-203 杨艺欣，秦培鸽，卢

明华 河南大学 g-C3N4/CuO固相微萃取涂层在环境样品中对多

环芳烃分析的应用研究 

P-E-204 李伟涛，陈明丽 东北大学 一种三维光致变色多孔聚合物用于铜离子检测

和去除 

P-E-205 叶洪丽，黄冬梅 
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东海水

产研究所 

全氟烷基化合物在东海区域鱼类水产品中的分

布研究 

P-E-206 
王中瑗，张宏康，李

笑颜，邵丹丹，杨启

津 

仲恺农业工程

学院 
FI-KR-ICP-MS测定海水中痕量溶解态重金属元

素 

P-E-207 王哲，陆跃翔，陈靖 清华大学 等离子体电化学可控快速聚合多巴胺：从表面

功能化到荧光探针 

P-E-208 陈建波，杨秀兰，睢

贺良，孙杰 

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化工材

料研究所 
TKX-50的紫外光降解研究 

  

 



 

P-E-209 郭晶晶，黄汉玺，杨

昌喜，孔令杰 清华大学 掺量子点的水凝胶锥形光波导及其Pb2+检测应

用 

P-E-210 杨春容，杜媛媛，陈

见驰，杨舒，杨千帆 四川大学 基于DNA非运算电路的Pb2+/Ag+智能化检测 

P-E-211 李丽波，由天艳 江苏大学 新型Ru(bpy)3
2+-碳纳米点复合材料电化学发光

传感体系研究 
P-E-212 彭娟，张慧佳 宁夏大学 基于乙二胺功能化MoS2荧光量子点检测抗生素 

P-E-213 李磊林，郑忠，黄志

勇 集美大学 分子印迹光响应薄膜的制备及其对养殖水中磺

胺脒的检测 
P-E-214 李鹏，黄志勇 集美大学 福建沿海地区贝类重金属污染调查与风险评估 

P-E-215 闫晨，周炎，黄志勇 集美大学 双色比率荧光试纸条的研制及其在水中Hg(Ⅱ)
检测的应用 

六、6 月 17 日下午 

P-F-001 张晟瑞，王芹，杨小

峰，李华 西北大学 基于pKa转变机理测定相邻巯基蛋白的荧光探

针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P-F-002 
张力文，尚中博，常

志显，祁志冲，李德

亮 
河南大学 巯基检测研究进展 

P-F-003 曾景斌 中国石油大学 基于金纳米材料的无酶葡萄糖比色传感 

P-F-004 段伟，曾景斌 中国石油大学 一种基于金纳米棒的甲醛可视化传感方法 

P-F-005 李平，唐波 山东师范大学 抑郁症相关活性分子的活体荧光成像分析 

P-F-006 
李 勇 ， 樊 继 林 ， 王

栩 ， 焦 晓 云 ， 解 希

雷，唐波 
山东师范大学 气体信号分子光控释放剂研究 

P-F-007 温思铭，龚青松，宋

思佳，陈冬花 湘潭大学 基于介孔二氧化硅的化学发光信号放大体系及

miRNA-21检测研究 

P-F-008 张红鸽 宝鸡文理学院 利用含有C/C错配发卡型探针非标记荧光法检

测 单核苷酸多态性 

P-F-009 肖玉哲，陈文慧，李

沙沙，张倩，丁彩凤 青岛科技大学 AIE型半花菁染料对活性氧的检测及信号放大 

P-F-010 鲁孝珍，郝文会，贾

红霞，王愈聪 河北大学 基于比率荧光探针的有机磷农药可视化检测方

法研究 

P-F-011 黄梦霞，赖家平，孙

慧，吴伟珍 华南师范大学 off-on-off开关型Al3+、PO4
3-荧光分子探针的合

成及应用 

P-F-012 刘秋伟，姜亚玲，翟

广玉 
郑州工业应用

技术学院 槲皮素邻甲基苯甲酸酯的合成与表征 

P-F-013 唐晓娣，雷小玲，吴

小华，李蕾，尹争志 嘉兴学院 微囊藻毒素的免疫传感器研究 

P-F-014 刘笑岚，郑立炎 云南大学 双发射波长Eu-MOFs用于有机溶剂中水含量比

率型荧光检测 

P-F-015 
汗尼克孜·阿卜杜克热

木，帕提曼 ·尼扎木

丁，阿布力孜·伊米提 
新疆大学 基于质子化卟啉的玻璃光波导传感器在检测胺

类气体中的应用 

P-F-016 
陈淼淼，陈月月，赵

嫚 嫚 ， 左 小 双 ， 李

响，武海 
阜阳师范学院 纳米金刚石与蛋白质的相互作用及细胞毒性研

究 

P-F-017 陈逢灶，韩得满，刘 台州学院 一种同时检测硫化氢和谷胱甘肽的三位点荧光
 



 

恒，王升富 探针及其生物成像应用 

P-F-018 帕热扎提·帕它尔，吐

尔洪·买买提 新疆大学 金胺O化学当量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制备及其吸

附性能研究 

P-F-019 王璐，张月，魏为力 重庆大学 用于多种凝集素的定性定量检测的四通道同步

光学传导的纳米传感器 

P-F-020 史雯静，宋波 大连理工大学 基于二氧化锰纳米片的时间分辨荧光-磁共振双

模式传感器快速检测谷胱甘肽 
P-F-021 田勇，张小玲 北京理工大学 癌细胞内硒代半胱氨酸的比率型荧光成像研究 

P-F-022 龙元丽，唐雨榕 成都理工大学 构建氮化碳材料的新型三维光学传感器及其分

析应用 

P-F-023 彭锌，梁文斌 西南大学 基于滚环扩增的多位点链置换信号放大策略的

超灵敏荧光检测 

P-F-024 文智斌，梁文斌，袁

若，柴雅琴 西南大学 高 效 的 荧 光 共 定 位 方 法 用 于 活 细 胞 内

MicroRNA-21及ATP共定位分析 

P-F-025 柳鹏 东莞理工学院 枝状Ag@PtRu材料电催化氧化乙醇的现场SERS
研究 

P-F-026 薛庆旺 聊城大学 基于非线性杂交链反应介导的多重G-四链体构

建免标记的"树状"DNA荧光分子检测MiRNA 

P-F-027 黄晓萍，严军 广西民族大学 漫反射近红外光谱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快速识

别不同品牌的纸巾 

P-F-028 王 宁 ， 王 璇 ， 王 浩

江，卞伟 山西医科大学 基于石墨相氮化碳量子点的荧光探针检测汞离

子 
P-F-029 董静，王翊如，陈曦 厦门大学 中药材中亚硫酸盐残留量的快速测定 

P-F-030 李钰，谭远航，文秋

林，凌剑，曹秋娥 云南大学 一步法合成巯基-β-环糊精稳定的荧光金纳米簇 

P-F-031 乔华，李波，卞伟 山西医科大学 DDAB-Tween 80 1︰1复配体系对血清蛋白的影

响--光谱学研究 

P-F-032 李梦汝，杜方凯 广西民族大学 选择性检测肌酸酐的荧光探针及在细胞成像中

的应用 

P-F-033 周 慧 ， 张 洁 ， 陈 博

超，周进 潍坊医学院 一种新型长波长荧光探针用于谷胱甘肽的检测 

P-F-034 
肖 艳 ， 盛 玉 豪 ， 周

杰，陈苗苗，文为，

张修华，王升富 
湖北大学 基于银离子结合猝灭g-C3N4纳米片荧光的一种

新型无标记策略用于致病DNA的检测 

P-F-035 牛龙青，王欣欣，何

治柯 武汉大学 温敏材料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的制备极其在

DNA甲基化转移酶 荧光分析检测中的应用 

P-F-036 郑娇，吉邢虎，何治

柯 武汉大学 滚环扩增与DNA步行者级联放大策略结合构建

DNA纳米机器 用于DNA检测 

P-F-037 杜明原，李宁星，何

治柯 武汉大学 自组装比率型稀土荧光探针用于艾滋病抗原检

测 

P-F-038 陆治香，郑立炎 云南大学 高选择性聚集诱导发光荧光探针对银离子的检

测 

P-F-039 于 谦 ， 郝 晓 飞 ， 王

慧，睢贺良，李金山 

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化工材

料研究所 
LLM-105炸药分解过程的XPS研究 

P-F-040 张红红，李苗，张彩

红 山西大学 一种用于灵敏检测硫化氢的高选择性比率荧光

探针 及其在生物成像中的应用 
  

 



 

P-F-041 王太军，唐刚，谢建

新，陈文静，吴云英 玉溪师范学院 含中性水溶基团的氟硼化合物的合成与光谱性

质研究 

P-F-042 欧 阳 磊 ， 姚 玲 ， 戴

沛，朱丽华 华中科技大学 石墨烯包覆的纳米银阵列型柔性SERS芯片用于

孔雀石绿的准确测定 

P-F-043 任晓燕，李扬，逯乐

慧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Operando荧光光谱法直接监测锂离子电池的痕

量水分 

P-F-044 林天然，侯丽，秦雨

欣，李金莹，覃思媛 广西师范大学 基于MIL-53(Fe)的荧光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方法

的构建及其应用 

P-F-045 王颖，张晓丽 山东大学 自清洁可循环使用的固相微萃取－表面增强拉

曼光谱应用 

P-F-046 李欠 甘肃农业大学 基于BODIPY自由基阳离子的天然抗氧化剂检

测 

P-F-047 吴鋆，孙晓悦，毕淑

云 长春师范大学 光谱法及分子对接技术研究橄榄苦苷与DNA的

相互作用 

P-F-048 王钰，沙鸥 淮海工学院 离子液体原位交换分散液相微萃取-紫外分光光

度法测定环境水中的莠去津 

P-F-049 王钰，沙鸥 淮海工学院 二氧化硅修饰磁性纳米粒子-分光光度法测定血

液和尿液中的百草枯含量 

P-F-050 
王少飞，杨善丽，姜

交来，李英儒，褚明

福 

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材料研

究所 

二氧化铪包覆银纳米棒阵列SERS基底对铀酰化

合物的痕量分析 

P-F-051 
李 丹 ， 李 欣 ， 甘 春

萍 ， 刘 庆 业 ， 梁 爱

惠，蒋治良 
广西师范大学 配体调控氧化石墨烯纳米带催化RRS法测定痕

量镍离子 

P-F-052 
姚东梅，何子凝，温

桂清，梁爱惠，蒋治

良 
广西师范大学 富勒烯-丁二酮肟共振瑞利散射光谱法测定尿素 

P-F-053 侯娟，徐傲 东北林业大学 以香蕉皮为原料的碳点快速制备及铁离子的荧

光检测 
P-F-054 胡美华，毕宁 河南理工大学 金银合金纳米粒子比色法测定汞离子 
P-F-055 吕传鑫，顾尧 青岛科技大学 二苯甲烷二异氰酸酯合成的研究 

P-F-056 李晓花，李洪玉，马

会民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一种高选择性的oOH荧光探针 

P-F-057 尹华卿，杨中瑞，尹

学博 南开大学 双发射荧光金属有机骨架的构建及化学检测应

用 

P-F-058 王永祥，耿凤华 商丘师范学院 双链/四链DNA自组装体系构建及其生物传感应

用 

P-F-059 杨嬅嬿，王萌，张艳

敏，杨林，杨守宁 河南师范大学 红外与氢氘交换技术在磁性纳米粒子表面的蛋

白质晕结构分析中的应用 
P-F-060 张斌 复旦大学 PIXE分析上虞、南京地区出土早期越窑青瓷 

P-F-061 王 健 ， 刘 加 军 ， 袁

丹，王妮，黄承志 西南大学 金纳米棒表面的能量转移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P-F-062 张信凤，袁巧梅，黄

承鹏，张惠 成都理工大学 基于DNA调控光敏作用的生物传感分析技术 

P-F-063 欧 阳 岑 昕 ， 王 瑛 殊

婷，李雪萌，周建华 中山大学 血型-红细胞计数同步快速分析仪 

P-F-064 陆跃翔，王哲，魏国

玉，陈靖 清华大学 常压微等离子体电极在功能材料制备中的应用 

P-F-065 魏珍妮，李慧清，任 兰州大学 双发射碳点的制备及其在比率检测ClO-中的应

 



 

翠领 用 

P-F-066 王雪婷，练鸿振 南京大学 分子荧光光谱法快速筛查和测定麦卢卡蜂蜜中

的特征标识物 

P-F-067 刘石刚，罗红群 西南大学 荧光联用二级共振瑞利散射构建比率传感器用

于葡萄糖检测 

P-F-068 冯翠萍，陈春燕，李

勇，杨海军 清华大学 NMR扩散系数法用于弱相互作用体系的化合物

分子量测定研究 

P-F-069 
邵娜，贾敏娜，莫覃

超 ， 庄 佩 凤 ， 杨 思

敏，苏琬婷 
北京师范大学 木瓜蛋白酶-银纳米簇对Fe2+的比率型荧光传感

识别 

P-F-070 杨瑜珠，罗红群 西南大学 氮掺杂碳点和金纳米簇的双发射探针用于细胞

内荧光成像检测Cu(II) 

P-F-071 姜交来，王少飞，陈

钧，张政军，廖俊生 

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材料研

究所 
基于胶带收集的表面增强拉曼检测新方法 

P-F-072 杨 豪 ， 陈 雪 妮 ， 杨

春，杨海朋 深圳大学 基于NaYF4：Yb,Er与RB6G的荧光能量共振转

移方法测定胆固醇 

P-F-073 陈雪妮，杨海朋 深圳大学 
Fluor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from 
NaYF4:Yb,Er to Nano Gold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Glucose Determination 

P-F-074 韩磊，李念兵，罗红

群 西南大学 基于共振瑞利散射和比色法双信号响应检测谷

胱甘肽 

P-F-075 

胡紫微，游嘉怡，王

梓 涛 ， 赵 婷 ， 梁 晓

辰 ， 杨 兴 婕 ， 江 正

瑾，周海波 

暨南大学 基于纳米间隙的新型SERS探针和银包裹的磁性

纳米粒子对C反应蛋白的超灵敏检测 

P-F-076 

孙 山 ， 蒋 凯 ， 乔 丽

娜 ， 徐 文 祥 ， 唐 中

迪 ， 钱 四 化 ， 王 宇

辉，林恒伟 

中国科学院宁

波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 
碳基发光纳米探针构筑及其分析检测应用 

P-F-077 叶为春，刘春燕，胡

文新 兰州大学 制备卷心菜结构Ag及其SERS检测罂粟碱含量

的研究 
P-F-078 甄淑君 西南大学 荧光各向异性放大新策略及其分析应用 

P-F-079 宋昊翰，徐成功，高

文莉，王晓，周艳梅 河南大学 一种用于检测含水量和次氯酸根的双功能荧光

探针的合成、性能研究及应用 

P-F-080 窦彤彤，李文文，周

冰垚，张普敦 北京化工大学 红外成像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研究聚乳酸纳米

复合材料 

P-F-081 周丽贇，郑辰，陆一

东 
陶氏（上海）

投资有限公司 
TGA-FTIR联用技术研究MoS2/C复合材料的热

失重机理 

P-F-082 许苏英，白熙琳，高

晴，汪乐余 北京化工大学 高灵敏荧光探针的构筑及在H2S识别中的应用 

P-F-083 孙笑笑，郇延富 吉林大学 未修饰金纳米粒子用于环境流体中碘离子的比

色检测 

P-F-084 
李莎莎，李保琼，刘

金 金 ， 卢 韶 华 ， 殷

博，翟红林 
兰州大学 紫外-可见光谱结合化学计量学对化妆品中的美

白成分进行定量分析 

P-F-085 刘玲，董绍俊 中国科学院长春

应用化学研究所 用于BOD和WTT监测的流路系统的研发 

P-F-086 余登斌，董绍俊 
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 

生物电化学系统传感器用于水体毒性在线监测

研究 

 



 

P-F-087 雷新响 中南民族大学 残留偶极耦合参数在有机分子结构测定中的应

用 

P-F-088 李盼，杨良保 
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 

表面增强共振拉曼光谱对儿茶酚胺类物质的分

析检测 

P-F-089 王 琇 ， 熊 小 莉 ， 江

雪，罗虹，黄科 四川师范大学 
基于滤头上的硒化镉量子点阳离子交换氢化物

发生原子荧光法的银及纳米银形态分析新方法

研究 

P-F-090 曾楚杰，罗志辉，周

能 玉林师范学院 非水相化学蒸气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无机

汞和甲基汞 

P-F-091 李剑，夏兴华 南京大学 表面增强红外技术在G-四聚体界面构象与生物

传感中的应用 

P-F-092 李常风，来丽娜 长治医学院 
A simple and sensitive assay method for camphor 
by its interaction with cucurbit[7]uril-berberine 
complex 

P-F-093 张四纯，张新荣 清华大学 铱配合物荧光寿命探针用于活细胞中hCE2的成

像分析 

P-F-094 张四纯，张新荣 清华大学 穿膜肽比率型探针用于同时检测溶酶体和细胞

质pH变化 

P-F-095 邹纪娟，杨传孝 华侨大学 碳点/荧光桃红B比率荧光测定阳离子表面活性

剂 

P-F-096 
何 丽 ， 蒋 忠 伟 ， 李

微 ， 李 春 梅 ， 黄 承

志，李原芳 
西南大学 原位合成AuNPs/MOGs杂化材料用于化学发光

灵敏检测有机磷农药 

P-F-097 辛芳云，张小玲 北京理工大学 一个荧光探针用于斑马鱼内内源性甲醛的成像

以及观察甲醛压力诱导的线粒体形态的改变 

P-F-098 陈帅，于永亮，王建

华 东北大学 室温碳点的合成及其在阵列传感中的应用 

P-F-099 刘海玲，蒋秋岑，王

康，夏兴华 南京大学 基于等离子体纳米孔的电场驱动物质输运 

P-F-100 
袁凯松，郭鑫杰，杨

安楠，江正瑾，周海

波 
暨南大学 

基于苯硼酸功能化的GO-Au@Ag的新型SERS基
底和杆菌肽肽识别单元对多种病原菌的选择性

检测 

P-F-101 喻婷，尹国兴，尹鹏 湖南师范大学 双通道区分检测SO3
2-/HSO3

-和HSO4
-的荧光探

针的合成与应用 

P-F-102 李霏霏，孙向英 华侨大学 石墨烯/银纳米复合材料增强自组装膜荧光的研

究 

P-F-103 肖娜，李念兵，罗红

群 西南大学 磁性纳米颗粒和碳点构建的比色和比率荧光传

感器用于双氧水及其相关代谢物的检测 

P-F-104 周骏，刘慧，黄承志 西南大学 等离子体单颗粒暗场颜色信号在光散射分析中

的应用 

P-F-105 梁家宇，李念兵，罗

红群 
西南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 
基于碳点构建荧光探针用于检测人红细胞中的

高铁血红素 

P-F-106 叶文旗，魏逸璇，杨

春光，徐章润 东北大学 基于微流控液滴的多色荧光检测系统用于

MicroRNAs的多重检测 

P-F-107 张潆之，刘姝依，杨

春光，王月，徐章润 东北大学 基于Au@MnO2壳层隔绝纳米粒子的荧光和拉

曼双模式信号增强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P-F-108 张怀彬，杨玉琪，江

中兴，陈世桢，周欣 

中国科学院武

汉物理与数学

研究所 

多功能微乳用于肺癌的超灵敏129Xe/19F双核磁

共振成像 

P-F-109 王丹妮，郭瑞，魏云 东北大学 基于催化发夹自组装和金纳米棒刻蚀的端粒酶

 



 

云，赵夏雨，徐章润 活性可视化检测方法 

P-F-110 邹纪娟，杨传孝 华侨大学 碳点/荧光桃红B比率荧光测定阳离子表面活性

剂 

P-F-111 周洋洋，颜娟 上海海洋大学 基于TdT扩增单碱基核酸链SERS探针的制备及

用于细菌的SERS成像研究 

P-F-112 张男，孙文华，韩晓

锋 东南大学 细胞穿膜肽与模型细胞膜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光

谱研究 

P-F-113 李荣荣，熊浩，杨文

超，杨光富 华中师范大学 首个CPY小分子荧光探针的设计及性质研究 

P-F-114 黄 莉 ， 沈 江 珊 ， 高

萍，曹荧娟，孙向英 华侨大学 基于TMB衍生物的多目标双模式传感体系的研

究 

P-F-115 彭曼舒，那娜，欧阳

津 北京师范大学 单分子荧光探针的合成及其应用 

P-F-116 王静，宗成华，盖宏

伟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芴基荧光探针的铁（Ⅲ）离子传感研究 

P-F-117 任姝环，李念兵，罗

红群 西南大学 二氢硫辛酸和β-环糊精为模板合成的银簇用于

碘离子的识别 

P-F-118 苏梦可，刘洪林 合肥工业大学 
Self-healing Plasmonic Metal Liquid with Inherent 
Internal Standard as a Quantitative SERS Analyzer 
in Complex Media 

P-F-119 何维，孙向英 华侨大学 石墨烯增强碳点自组装膜荧光的研究 

P-F-120 余兰，廖羽 遵义医学院 荷移分光光度法测定西咪替丁制剂的研究 

P-F-121 毛锦鹏，张美宁 中国人民大学 吸收增强型的适配体/纳米金传感探针高灵敏检

测鼠脑内蛋白质 

P-F-122 黄艺鹏，李飞明，林

芳媛，陈曦 厦门大学 
Lead Halide Perovskite Nanocrystals Embedded in 
Hollow Siliceous Nanospheres and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with Enhanced Stability in Polar Media 

P-F-123 余筱筱，陈贝贝，何

蔓，胡斌 武汉大学 液滴微流控芯片与电热蒸发-等离子体质谱联用

检测细胞中的痕量重金属元素 

P-F-124 刘艺，高权坤，张文

珠，宋波，袁景利 大连理工大学 比率型荧光探针检测线粒体中过氧亚硝基 

P-F-125 岳巧丽 聊城大学 可重复使用的适体传感器检测尿8-羟基-2'-脱氧

鸟苷： 氧化应激与空气污染的初步研究 
P-F-126 沈江珊，高萍 华侨大学 Cu-MOFs催化生荧传感研究 

P-F-127 王晓东，樊丽 山西大学 新型咔唑衍生物及其对半胱氨酸的选择性识别

研究 

P-F-128 
郭景星，陈云龙，李

建琦，刘金彤，鞠熀

先 
南京大学 一种内标植入的柔性二维纳米器件用于目标物

的免标记表面增强拉曼定量及分布成像 

P-F-129 于烦烦，苏梦可，田

丽，刘洪林 合肥工业大学 
Organic Solvent as Internal Standards for 
Quantitative and High-Throughput Liquid 
Interfacial SERS Analysis in Complex Media 

P-F-130 杜欢，侯贤灯 四川大学分析

测试中心 
利用"树枝"结构的DNAzyme构建快速DNA纳米

马达用于凝血酶的超灵敏检测 

P-F-131 杨婷，冯国栋 吉林大学 一种可用于检测稀土Eu（III）的荧光化学传

感器 

P-F-132 王泽，费强 吉林大学 采用鲁米诺-过氧化氢化学发光体系测胰蛋白

酶含量 

P-F-133 沈晓彤，王岩，欧阳

津，那娜 北京师范大学 基于纳米SiO2的活细胞内mRNAs扩增及原位

成像 

 



 

P-F-134 穆帅，刘晓燕 兰州大学 可视化检测糜蛋白酶的非肽类近红外荧光探

针的合成及其成像应用 

P-F-135 高华龙，栾云霞，娄

新徽 首都师范大学 基于核酸适配体的交链孢酚倏逝波光纤生物

传感器研究 

P-F-136 贺刘莹，刘月英 首都师范大学 自串级模拟酶体系构建及其用于生物小分子

和金属离子的超灵敏检测 

P-F-137 李英儒，杨善丽，王

少飞，褚明福 

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材料研

究所 

氢氧化钾切割氧化石墨制备碳量子点及其作

为铀酰离子检测荧光探针的应用 

P-F-138 胡静，侯贤灯 四川大学分析

测试中心 

Copper Ion Assisted Photochemical Vapor 
Generation of Chlorine for Its Sensitive 
Determination by Sector Field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P-F-139 
涂昆芳，朱复春，瞿

希铭，姜艳霞，孙世

刚 
厦门大学 不同温度下乙醇电催化氧化的原位红外光谱

研究 

P-F-140 陈千山，吴朝阳 湖南大学 分子印迹光子晶体水凝胶传感器 

P-F-141 王坤 江苏大学 
基于巯基丙酸包覆的锌掺杂碲化镉量子点构

建检测黄曲霉毒素B1均相荧光适配体传感体

系 

P-F-142 张京飞，张宇，施国

跃 华东师范大学 
基于Au@Ag@β-CD咖啡环效应和主客体识别

的表面增强拉曼传感器的构建及其对邻苯二

甲酸酯的灵敏检测 

P-F-143 钱海龙，严秀平 江南大学 双荧光发射共价有机骨架及其痕量水传感应

用 

P-F-144 柳汝信，郇延富 吉林大学 5-甲基水杨醛希夫碱衍生物荧光探针对环境中

铝离子的检测 

P-F-145 
田 丝 竹 ， 姜 佳 ， 王

锟，臧爽，于爱民，

张子微 
吉林大学 电子自旋共振在测定水果抗氧化性测量中应

用 

P-F-146 刘吉林，冯国栋 吉林大学 基于荧光共轭聚合物的金探针 

P-F-147 杨瑞韬，叶芳贵 广西师范大学 基于荧光金属-有机框架UIO-66-NH2的亚硝酸

盐测定 

P-F-148 黄媛林，叶芳贵 广西师范大学 基于Fe(Ⅲ)类过氧化物酶活性的比色传感检测

巯基乙酸 

P-F-149 易芯，袁帅 
必达泰克光电

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透视拉曼光谱在不透明包材内部样品无损检

测中的应用 

P-F-150 母芳雅，周信光，施

国跃 华东师范大学 微渗析活体取样-荧光分析系统检测万古霉素 

P-F-151 李保新 陕西师范大学 以铜纳米簇为荧光探针检测T4 PNKP活性 

P-F-152 李保新 陕西师范大学 金纳米棒比色法手性识别性能的研究 

P-F-153 陈惠，李建章，林金

明 清华大学 金属纳米粒子增强过氧碳酸盐化学发光机理

与应用研究 

P-F-154 翟健，李娜，杨婷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基于适配体-抗体构建的SERS免疫传感器用于

cTnI检测 
P-F-155 王娅娅，张海霞 兰州大学 近红外荧光探针检测次氯酸和过氧亚硝酸根 

    

 



 

P-F-156 林芳媛，陈曦 厦门大学 
MnII-Doped Semiconductor Nanocrystals: 
Oxygen Sensing Based On Luminescent Dopants 
and Host-Dopant Energy Transfer 

P-F-157 陈传霞，赵佳会，逯

一中，孙健，杨秀荣 济南大学 通用型ALP传感器用于构建荧光免疫传感平台

检测癌症标志物 

P-F-158 方浩，吴芳英 南昌大学 一种在水介质中用于Cu2+,Zn2+识别的新型 荧
光传感器 

P-F-159 孟杰，陈旭伟，王建

华 东北大学 碳点与金银纳米簇双发射纳米复合物用于pH
和Cu2+同时传感 

P-F-160 关明明，冯国栋 吉林大学 一种连续识别Cu2+和PPi的共轭聚合物荧光传

感器的研究 
P-F-161 吴霞，崔荣伟 山东大学 多巴胺上/下转换双模式荧光法检测Fe3+ 

P-F-162 孟子晖，高凤，刘文

芳 北京理工大学 表面增强拉曼在TNT定量分析中的应用 

P-F-163 张 玉 林 ， 金 丹 ， 靳

鑫，张国军 
湖北中医药大

学 
原位合成银纳米颗粒用于表面声波生物传感

器核酸分析 

P-F-164 周彬斌，李盼，杨良

保 

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 

SERS活性针灸针的构筑及其在复杂环境中的

性能研究 

P-F-165 
蒋 滨 ， 张 许 ， 李 从

刚，杨运煌，周欣，

刘买利 

中科院武汉物

理与数学研究

所 
多维NMR谱图t1噪声抑制新方法 

P-F-166 
宋胜梅，李明璐，杜

芳芳，弓晓娟，双少

敏，董川 
山西大学 N, S掺杂碳点的制备及应用于Cr2O7

2-的测定

和细胞成像 

P-F-167 聂蓓 中南民族大学 

Revealing Charge Transfer Chemical 
Enhancement of 4-Aminothiophenol on Ag 
Nanoparticles by Synergetic Raman Scattering 
and Matrix-free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P-F-168 倪朋娟，陈传霞，姜

媛媛，逯一中 济南大学 荧光铜纳米粒子在乙酰胆碱酯酶及其抑制剂

检测中的应用 

P-F-169 刘威，朱霞石 扬州大学 氨基酸离子液体介质中量子点"开关型"荧光探

针制备及分析应用 

P-F-170 张京飞，施国跃 华东师范大学 基于碳点-Au@β-CD复合物的荧光探针构建及

其对谷胱甘肽的快速精确检测 

P-F-171 张京飞，施国跃 华东师范大学 基于咖啡环效应和磁场控制的自组装拉曼基

底的构建及其对炭疽杆菌标志物的灵敏检测 

P-F-172 
杨斌武，赵丽萍，姚

陈忠，鱼银虎，刘赵

荣 
运城学院 

Nanometer-sized Zirconium oxide Immobilized 
on Silica  Gel Separation/Preconcentration and 
FAAS Determination of Trace Cadmium in 
Water Samples 

P-F-173 李彭 公安部物证鉴

定中心 
核磁共振技术快速检测哌嗪类精神活性物质

方法研究 

P-F-174 尹华卿，杨中瑞，尹

学博 南开大学 双发射荧光金属有机骨架的构建及化学检测

应用 

P-F-175 张明明 西安交通大学 金属荧光聚合物：当金属配位遇上聚集诱导

发光 

P-F-176 赵征，张鹏飞，唐本

忠 香港科技大学 多炔桥联的红光AIEgen及其纳米颗粒用于肿

瘤细胞靶向成像 
P-F-177 韩文坤，田文晶 吉林大学 含二硒键二苯乙烯基蒽衍生物的自组装行为

 



 

及其生物应用 

P-F-178 张鹏飞，赵琦，蔡林

涛 

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 

全人源抗体修饰AIEdots用于活体靶向成像研

究 

P-F-179 周涛涛，胡蓉，秦安

军，唐本忠 华南理工大学 聚集诱导发光聚合物用于细菌成像与抗菌 

P-F-180 靳国瑞，徐峰 西安交通大学 近红外光调控的聚集诱导发光纳米粒子用于

癌症诊疗研究 

P-F-181 倪侦翔，刘海翔，唐

本忠 香港科技大学 
The Unusual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Type Coplanar Organoboron Fluorophor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P-F-182 顾星桂，唐本忠 香港科技大学 基于光活化聚集诱导发光探针的线粒体超分

辨荧光成像分析 

P-F-183 
何学文，尹丰，熊玲

红，赵正，郭子健，

林荣业，唐本忠 
香港科技大学 

AIE Featured Inorganic-Organic Core@Shell 
Nanocomplex for Highly efficient SiRNA 
Delivery and Real-time Monitoring 

P-F-184 漆樟玉，张亮亮 广西师范大学 基于功能化硅量子点聚集诱导发光效应的汞

离子检测 
P-F-185 杨绍雄，郑立炎 云南大学 AIE分子功能化ZIF-8应用于酒精的检测 

P-F-186 贾龙刚，路福平，刘

夫锋 天津科技大学 淀粉样蛋白聚集诱导发光体系构建及其在聚

集抑制剂筛选中的应用 

P-F-187 刘海翔，郑正，张天

富，唐本忠 香港科技大学 
具有高效率双光子吸收，红光及近红外发射

的AIEgen用于细胞器特异性成像以及成像辅

助治疗 
P-F-188 何威，唐本忠 香港科技大学 生物功能化AIE分子的入胞过程研究 

P-F-189 齐迹，林荣业，唐本

忠 香港科技大学 光声和荧光成像性能可控并最优化提高肿瘤

诊断治疗效果 

P-F-190 党东锋，胥艳子，林

荣业，唐本忠 香港科技大学 新型高效聚集诱导发光材料的构筑及其在生

物成像中的应用研究 

P-F-191 赵征，张鹏飞，唐本

忠 香港科技大学 多炔桥联的红光AIEgen及其纳米颗粒用于肿

瘤细胞靶向成像 

P-F-192 孙菲菲，那娜，欧阳

津 北京师范大学 聚集诱导荧光分子在DNA测序中的应用 

P-F-193 王乐，杨兴龙，王诺

鑫，蒋兴宇 
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 
有机双光子荧光染料的合成及在细胞和微生

物中的应用 

P-F-194 
杜玉群，贾文宁，张

运生，张宇轩，颜红

侠 
西北工业大学 生物基超支化聚酯的合成及其Fe3+荧光探针研

究 

P-F-195 关晓琳，王林，路宝

翠 西北师范大学 一种具有AIE特性的多响应型Pdots的制备及作

为细胞示踪剂的研究 
P-F-196 张泽坤，田锐，吕超 北京化工大学 聚集诱导发光在白色发光二极管中的应用 

P-F-197 仲进攀，管伟，江吕

超 北京化工大学 具有超低临界胶束浓度的聚集诱导发光表面

活性剂实现微藻细胞絮凝过程荧光可视化 

P-F-198 李强，朱为宏 华东理工大学 
Near-Infrared Fluorescent Prodrug: Enhancing 
Therapeutic Effect 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abbit 

P-F-199 郭唱，张阳阳，许苏

英，汪乐余 北京化工大学 荧光/19F MRI双功能纳米探针的制备及应用 

P-F-200 顾开智，郭志前，田

禾，朱为宏 华东理工大学 Tracking β-galactosidase activity in vivo 

P-F-201 朱隆懿，黄静，雷建 南京大学 DNA walker介导的聚集诱导发光构建及生物

 



 

平 传感应用 

P-F-202 焦哲，卢健君，范洪

波，唐本忠 东莞理工学院 基于聚集诱导发光材料的转基因食品快速可

视化鉴别研究 
P-F-203 郭志前 华东理工大学 近红外荧光识别染料活体成像研究 

P-F-204 
王茹茹，张艳艳，郭

旭旭，张国梅，双少

敏 
山西大学 基于丝素蛋白保护的银纳米粒子聚集诱导荧

光增强检测硫离子 

P-F-205 毛慧灵，董宇平 北京理工大学 具有光热敏感荧光增强性质的含丙二腈的六

苯基-1,3-丁二烯衍生物 

P-F-206 康青，王勇 天津大学 

Thermoresponsive AIE supramolecular 
complexes in Dilute solution: sensitively probing 
phase transition from two different temperature-
dependent emission responses 

P-F-207 
刘派，李汪洋，石建

兵，蔡政旭，佟斌，

董宇平 
北京理工大学 新型聚集诱导发光探针用于血清中Al3+检测 

P-F-208 傅妮娜，田思雨，赵

保敏，汪联辉 南京邮电大学 
Long lifetime Fluorescence Organo-nanoprobes 
with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Behavior for 
Time-Resolved Fluorescence Imaging 

P-F-209 
佟 斌 ， 彭 喆 ， 季 迎

春 ， 石 建 兵 ， 蔡 政

旭，董宇平 
北京理工大学 多芳基并吡咯衍生物的AIE特性及其AIE分子

构筑策略 

P-F-210 张象涵，夏玉琼，王

忠良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In vivo and in situ activated AIE probes for 
sensitive tumor imaging using TPE-
trimethincyanines-encapsulated liposomes 

P-F-211 尹学博，尹华卿，杨

中瑞 南开大学 多荧光发射金属有机骨架的设计及分析化学

应用 

P-F-212 娄筱叮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An Intracellular H2O2-Responsive AIEgen for 
the Peroxidase-Mediated Selective Imaging and 
Inhibi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P-F-213 周涛涛，胡蓉，秦安

军，唐本忠 华南理工大学 聚集诱导发光聚合物用于细菌成像与抗菌 

P-F-214 倪侦翔，刘海翔，唐

本忠 
香港科技大学

深圳研究院 

The Unusual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Type Coplanar Organoboron Fluorophor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P-F-215 顾星桂，唐本忠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软物质科

学与工程高精

尖创新中心 

基于光活化聚集诱导发光探针的线粒体超分

辨荧光成像分析 

P-F-216 
何学文，尹丰，熊玲

红，赵正，郭子健，

林荣业 
香港科技大学 

AIE Featured Inorganic-Organic Core@Shell 
Nanocomplex for Highly efficient SiRNA 
Delivery and Real-time Monitoring 

P-F-217 刘海翔，郑正，张天

富，唐本忠 香港科技大学 
具有高效率双光子吸收，红光及近红外发射

的AIEgen用于细胞器特异性成像以及成像辅

助治疗 
P-F-218 何威，唐本忠 香港科技大学 生物功能化AIE分子的入胞过程研究 

P-F-219 齐迹，林荣业，唐本

忠 香港科技大学 光声和荧光成像性能可控并最优化提高肿瘤

诊断治疗效果 

P-F-220 党东锋，胥艳子，林

荣业，唐本忠 
西安交通大学

理学院 
新型高效聚集诱导发光材料的构筑及其在生

物成像中的应用研究 

P-F-221 刘 俊，段泽明，姜其

立，程 琳 北京师范大学 一种新的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解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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