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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艳峰 教授 (主席), 南京农业大学 副校长 

• 韩志国 博士, 慧诺瑞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 Grégoire HUMMEL 博士, Phenospex公司 

• 姜   东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 李新海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 刘春明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 

• 孙国庆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科研处长 

• 王喜庆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 王秀娥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长 

• 杨万能 副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 张春义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 

• 朱   艳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 

• 万建民 院士(主席),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 程   涛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 Malcolm HAWKESFORD教授, 英国洛桑实验站 

• David M. KRAMER教授,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 

• 刘春明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 

• Seishi NINOMIYA教授, 日本东京大学 

• Ulrich SCHURR教授, 德国Jülich研究中心，IPPN主席 

• Xavier SIRAULT教授, 澳大利亚CSIRO，IPPN副主席 

• Vincent VADEZ教授, 印度国际半干旱热带农业研究所 

• 王喜庆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 王秀娥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长 

• 熊立仲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 张春义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 

• 朱   艳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 

重要日期 

• 开放注册: 2017年5月1日 

• 早鸟注册截止日期: 2017年11月30日 

• 摘要提交截止日期: 2018年1月15日 

• 在线注册截止日期: 2018年3月1日 

时间地点 

2018年3月23-25日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陵四方城2号 

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 

• 后基因组时代的表型组学 

旅行资助 

本次会议将对部分青年科研人员提供旅行资助: 

• 青年学生、博士后、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员 

• 男性年龄35周岁以下，女性年龄38周岁以下 (按截

止2018年1月1日计算) 

• 提交摘要并被接收为口头报告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支持单位 

(In alphabetical order) 

(In alphabetic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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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 BARET教授 
法国农业科学院 

FPPN田间表型学术带头人 

April Agee CARROLL教授 
普渡大学 

IPPN副主席 
NAPPN主席 

Scott CHAPMAN教授 
澳大利亚CSIRO 

田间表型学术带头人 

程涛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储成才研究员 
中科院遗传所百人计划、

杰青 

丁艳峰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 

David KRAMER教授 
密西根州立大学 

Trevor GARNETT教授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 

澳大利亚国家植物表型设施 

盖钧镒教授、院士 
南京农业大学 

Malcolm HAWKESFORD教授 
英国洛桑实验站 

姜东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科研院副院长 

杰青 

二宫正士教授 
东京大学 

Ulrich SCHURR教授  
德国Jülich中心 

IPPN主席 

Xavier SIRAULT教授 
澳大利亚CSIRO 

澳大利亚国际植物表型设施 
IPPN副主席 

Vincent VADEZ教授 
印度国际半干旱热带农业

研究所 

Rick VAN DE ZEDDE教授 
瓦赫宁根大学 

熊立仲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长江学者、杰青 

张春义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 

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John DOONAN教授  
英国亚伯大学 

UKPPN主席 

万建民教授、院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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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ue and exhibition place 

Venue 

Surrounded by green  

Nanj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tel, No.2 Sifang City, Zhongshanling,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陵四方城2号 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 



尊敬的各位厂商代表：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指出，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90亿。因此，确保食品、饲料、纤维等安全供

应是未来的重大挑战。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大幅提高作物产量，增强作物对各种不良环境的适应性和抵抗力。这不仅需

要深入解析作物复杂性状形成的遗传学基础，更需要了解不同环境对性状形成的影响。作物产量、抗病、抗逆等性状多

是基因与环境相互复杂作用的结果，因此，了解特定基因型在特定环境下如何表达不仅是实现作物全球可持续安全生产

的重大需求，也是现代生物学的重大科学问题。 

        高通量植物表型准确获取是制约现代作物育种的主要瓶颈之一。近年来，全球植物表型研究越来越受到作物遗传

育种家和植物生物学家的广泛关注，高通量植物表型技术快速发展并得到广泛利用，植物表型组学时代已经来临！ 

        植物表型组学是一个跨学科的新领域，植物表型组学理论和技术的研究与利用需要植物学、信息技术、物理等学

科的科学家之间深入交流，协同创新。为满足这一需求，2016年10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亚太植物表型国际会议，这

一聚焦植物表型组学研究的专业会议，吸引了来自13个国家67个单位的200多位代表参加。 

        为促进亚太地区植物表型领域科学家进一步交流最新研究进展，兹定于2018年3月23-25日在南京举办第二届亚

太植物表型国际会议。 

        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参与这一农业科研和农业育种领域的国际性学术盛会，并成为本次会议的赞助商。本次会议不

仅是您了解植物表型、植物功能基因组学、农业育种、精准农业等领域最新进展的窗口，亦是您和本领域相关客户深入

洽谈达成合作意向的舞台！本次会议将是展示贵公司最新产品、技术和方案的一个大好机遇！ 

        我们相信，有了您的热情参与，大会必将圆满成功！ 

金牌赞助商 银牌赞助商 铜牌赞助商 

一个展台(2m x 3m)，带一桌两椅、电源接口 x x x 

2个会议注册名额 x x x 

公司logo显示在会议网站赞助商页面 x x x 

公司logo显示在主会场报告人背景板上 x x x 

公司logo印刷在会议论文集致谢赞助商页面 x x x 

3月24日晚上Technology Session做20分钟的报告 x 

3月24日晚上Technology Session做12分钟的报告 x 

3月24日晚上Technology Session做8分钟的报告 x 

公司（产品）介绍放入会议资料袋 x x   

会议论文集中印刷1页A4大小彩色广告 x x   

公司logo印刷在会议资料袋上 x     

  CNY 30 000 CNY 20 000 CNY 15 000 

2nd Asia-Pacific Plant Phenotyping Conference 

 

2018年3月23-25日，中国 南京 

www.appp-con.org 

赞助取消政策: 如果您在2018年2月1日前取消赞助合约，我们将返还您80%的赞助费。在2018年2月1日之后取消合约，将没有赞助费返还。 

如果您希望赞助本次会议，请将您的需求发送给：韩志国  david.han@phenotrait.com,  139 0191 4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