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国际可持续发展实验室高峰论坛暨

国际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协会亚洲峰会 

 

会议日程 
 

8 月 1 日上午 
高峰论坛开幕式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时间 事项 

7:30-9:00 签到 

9:00-9:30 领导致辞 

9:30-9:50 国际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协会致辞 

9:50-10:00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国际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分会致辞 

10:00-10:30 茶歇 

 

分会场 1.政府实验室风险与管理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10:30-11:0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可与检
验检测监督管理司 许新建 司长  

11:00-11:30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肖良 副主任  

11:30-12:00 待定    

12:00-12:30 讨论及总结 

  



 

分会场 2.高校实验室专题 1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余也 

 

分会场 3. 国际优秀科研建筑案例分析 1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叶依谦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10:30-11:00 Grumman/Butkus 
Associates 

Daniel L. 
Doyle（美） 全球总裁 伊利诺伊大学材料研究实验

室及微纳米技术实验室改造 

11:00-11:30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叶依谦 总建筑师 科研建筑的绿色设计 

11:30-12:00 Cannon Design Punit K. 
Jain（美） 全球副总裁 韦伯斯特大学案例分析 

12:00-12:30 讨论及总结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10:15-10:45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 万印华 

研究员、副所长、
生化工程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 

实验室污水的高效处理 

10:45-11:15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可持续发展学院 

Wendell C. 
Brase（美） 副校长 大学实验室最佳设计案例 

11:15-11:45 北京大学医学部 余也 基建处处长 医学院校通用型实验室建设
探索 

11:45-12:15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认可中心 宋桂兰 原副秘书长 中国科研实验室认可制度 

12:15-12:45 讨论及总结 



 

 

 
分会场 4. 科技与金融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赵天立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10:30-11:00 中检启迪（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 赵天立 常务副总 检测行业投融资机会分析 

11:00-11:30 微软加速器 檀林 总裁 基于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服
务 

11:30-12:00 Fera Science Ltd. Damian 
Malins（英） 风险项目总监 

Fera 科学风险-在作物健康、
病虫害、实验室服务和食品
保障与可追溯性方面的创新 

12:00-12:30 讨论及总结 

 
分会场 5. 用户谈实验室 1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邓麦村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10:30-11:00 中国科学院 邓麦村（暂定） 党组成员、秘书
长  

11:00-11:30 耶鲁大学 
Christopher 
D. Incarvito

（美） 
运营与技术总监 实验室可持续发展的设计：

整合安全与运营 

11:30-12:00 华大基因 刘洋 质量与标准化办
公室主任 高通量基因检测实验室建设 

12:00-12:30 圆桌会议 

 
  



 

分会场 6. 化学实验室建设和安全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曹爱兵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10:30-11:00 中国科学院化学
研究所 程岩 基建处处长  

11:00-11:30 中石油石化研究院 朱官来 条件保障处处长 石油化工类研究实验室建设
浅析 

11:30-12:00 中国石油集团安全
环保技术研究院 徐建 基础建设项目部

经理 实验室改造经验分享 

12:00-12:30 讨论及总结 

 
8 月 1 日下午 

分会场 1.医疗实验室建设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李宝山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14:00-14:30 北京筑医台科技有
限公司 李宝山 总编辑 面向未来，探索中国医学实

验室发展之路 

14:30-15:00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院 吴志宏 中心实验室主任 协和医院智慧实验室建设 

15:00-15:30 茶歇 

15:30-16:00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
限公司 杨海宇 

副总建筑师、医
疗科研建筑设计
研究院院长 

 

16:00-16:3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
外心血管病医院 

胡道涛 基建处处长 医院临床实验室建设的探讨 

16:30-17:00 圆桌会议 

 
  



 

 

分会场 2.科研园区管理和建设 1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苏元颖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14:00-14:30 Jacobs 全球建筑 Ellen 
Sisle（美） 设计董事  

14:30-15:00 
FlexLab 

Electronics 
Laboratory  LLC. 

VicktoriaZ
heltova
（俄） 

全球总裁  

15:00-15:30 茶歇 

15:30-16:00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
有限公司 苏元颖 副总裁、总建筑

师  

16:00-16:30 Aircuity GordonP. 
Sharp（美） 总裁 低能耗实验室的极限挑战：净

零能耗实验室设计案例分析 

16:30-17:00 讨论及总结 

 
分会场 3. 高校实验室专题 2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郭敏杰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14:00-14:30 北京大学药学院 郭敏杰 副院长 高校药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与管
理的实践与思考 

14:30-15:00 DLR Group VickiVictoria 
David（美） 总裁 实验室危险品的规划和设计 

15:00-15:30 茶歇 

15:30-16:00 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中心 吕京 研究员 实验室安全相关标准的要求 

16:00-16:30 浙江大学实验室
与设备管理处 冯建跃 处长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规范

化建设的思考 

16:30-17:00 耶鲁大学 Christopher D. 
Incarvito（美） 

运营与技术总

监 
耶鲁大学新建建筑的节能策略 

17:00-17:30 圆桌会议 

 
  



 

分会场 4.实验室新技术应用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迟海鹏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14:00-14:30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许钟麟 研究员 高技术对实验室的要求 

14:30-15:00 

CPP Wind 
Engineering & Air 

Quality 
Consultants 

Bradley 
Charles 

Cochran（美） 
总裁 实验室通风系统分散建模基

础 

15:00-15:30 茶歇 

15:30-16:00 北京戴纳实验科技有
限公司 迟海鹏 总经理 装配式成就实验室不插电实

施 

16:00-16:30 斐崴节能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张振天 中国区首席代表 主动式热回收——新风空调

的未来 

16:30-17:00 讨论及总结 

 
分会场 5.国际优秀科研建筑案例分析 2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周笋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14:00-14:30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 田孟晋 副总经理 科研实验建筑建设经验与展望 

14:30-15:00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周笋 副总工程师 微纳实验室设计研究 

15:00-15:30 茶歇 

15:30-16:00 帕金斯威尔建筑设
计事务所 

Jeffrey R. 
Zynda（美） 

董事、科研建筑
实践主管 

华盛顿大学与卡尔加里大学科
研案例研究 

16:00-16:30 Jacobs 全球建筑 Tejoon 
Jung（美） 总建筑师  

16:30-17:00 圆桌会议 

 
  



 

 

分会场 6.可持续实验室建设 1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徐海燕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14:00-14:30 西门子智能基础设
施集团 

Timothy 
Walsh（英） 全球技术经理 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影响着

实验室的设计 

14:30-15:00 
Atelier Ten  

Environmental 
Design 

ShrutiKasa
rekar（美） 总裁 美国：可持续发展实验室 

15:00-15:30 茶歇 

15:30-16:0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 徐海燕 基建处处长  

16:00-16:30 

STIRLING 
ULTRACOLD A 

Division of Global 
Cooling, Inc. 

Tim Kehrli
（美） 总监 超低温(ULT)冷冻技术的科学

与应用 

16:30-17:00 讨论及总结 

 
8 月 2 日上午 

分会场 1. CAR-T 实验室建设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吕璐璐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9:00-9:30 合源生物科技（天
津）有限公司 吕璐璐 首席执行官 CAR-T 疗法发展现状与趋势 

9:30-10:00 中国医学科学院
血液学研究所 王敏 教授 CAR-T 技术与研发 

10:00-10:30 茶歇 

10:30-11:00 合源生物科技（天
津）有限公司 王月明 首席运营官 CAR-T 药物设施特点 

11:00-11:30 北京国医械华光
认证有限公司 待定   

11:30-12:00 圆桌会议 

 
  



 

分会场 2.动物实验室建设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傅江南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9:00-9:30 暨南大学 傅江南 实验动物管理
中心主任 

我国实验动物设施建筑工艺设
计的原则、热点与关键对策 

9:30-10:00 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军医大学 

刘毅 副教授 中国实验动物设施废气无害化
处理标准与技术现状 

10:00-10:30 茶歇 

10:30-11:00 Aircuity Gordon P. 
Sharp（美） 总裁 

加拿大动物保护协会关于空气
质量监控与动物实验节能准则

的探讨 

11:00-11:30 中科产业控股(深
圳）有限公司 王洪军 董事长 中国实验动物设施与装备智能

化发展的探讨 

11:30-12:00 讨论及总结 

 
分会场 3. 科研园区管理和建设 2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严向炜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9:00-9:30 帕金斯威尔建筑设
计事务所 

Jeffrey R. 
Zynda（美） 

董事、科研建筑
实践主管 实验室净零能耗发展现状分析 

9:30-10:00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 严向炜 工艺总工程师 实验室规划设计经验分享 

10:00-10:30 茶歇 

10:30-11:00 DLR Group 
VickiVicto
ria David
（美） 

总裁 
超越清单:利用预先设计过程
来设定更高、更全面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 

11:00-11:30 Cannon Design Punit K. 
Jain（美） 全球副总裁 普渡大学科研教学楼的设计 

11:30-12:00 圆桌会议 

 
  



 

 

分会场 4.国际优秀科研建筑案例分析 3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徐元卿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9:00-9:30 西门子智能基础设施
集团 

Timothy 
Walsh（英） 全球技术经理 安全有效的实验室综合大楼的

管理系统 

9:30-10:00 QED 

Paul 
Michael 
Carmody
（新） 

全球总裁 翻新装修:非实验室建筑中的
实验室 

10:00-10:30 茶歇 

10:30-11:00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徐元卿 建筑一院二所副

所长  

11:00-11:30 ReadSense LLC. GlebSpeshi
lov（俄） 全球总裁  

11:30-12:00 讨论及总结 

 
分会场 5. 用户谈实验室 2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羊璐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9:00-9:30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物研究所 
北京协和药厂 

羊璐 设备部经理  

9:30-10:00 Rggroupglobal RebekahG.Gl
adson（美） 总裁 如何才能称为灵活的实验室? 

10:00-10:30 茶歇 

10:30-11:00 
Emory University 

and Emory 
Healthcare 

Kelly 
O’DayWeisi
nger（美） 

可持续发展倡
议办公室助理

主任 

实验室分流:上游、下游和实验室
用户创新 

11:00-11:30     

11:30-12:00 讨论及总结 

 

 



 

分会场 6.可持续实验室建设 2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王一航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9:00-9:30 Grumman/Butkus 
Associates 

Daniel L. 
Doyle（美） 全球总裁 设备更换的节能挑战 

9:30-10:00 

CPP Wind 
Engineering & Air 

Quality 
Consultants 

Bradley 
Charles 
Cochran
（美） 

总裁 实验室通风设计 

10:00-10:30 茶歇 

10:30-11:00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可持续发展学院 

Wendell C. 
Brase（美） 副校长 如何使智慧实验室更“智慧” 

11:00-11:30 北京比特赛天科技
有限公司 王一航 总经理 可持续和智慧实验室建设的讨论 

11:30-12:00 讨论及总结 

 
  



 

 

8 月 2 日下午 
专题培训 1.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14:00-15:30 
CPP Wind Engineering 

& Air Quality 
Consultants 

Bradley Charles 
Cochran（美） 总裁 设计更加安全可持续的实

验室通风系统 

15:30-16:00 茶歇 

16:30-18:00 Rggroupglobal Rebekah G.Gladson
（美） 总裁 如何得到你想要的！—项目

的绩效管理 

 
专题培训 2.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 

时间 单位 主讲人 职务 议题 

14:00-15:30 Grumman/Butkus 
Associates 

Daniel L. Doyle
（美） 全球总裁 实验室设施能源效率

最大化 

15:30-16:00 茶歇 

16:30-18:00 Emory University and 
Emory Healthcare 

Kelly 
O’DayWeisinger

（美） 

可持续发展倡议
办公室助理主任 

定制属于自己的“可
持续实验室” 

 
  



 

圆桌会议 1 

主题 1 用户谈实验室（8 月 1日 12:15-12:45）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  

嘉宾 

中国科学院 邓麦村（暂定） 党组成员、秘书长 

耶鲁大学 Christopher D. Incarvito
（美） 运营与技术总监 

华大基因 刘洋 质量与标准化办公室主任 

   

   

   

 
 

圆桌会议 2 

主题 2 医疗实验室建设（8月 1 日 16:30-17:00）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  

嘉宾 

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胡道涛 基建处处长 

北京筑医台科技有限公司 李宝山 总编辑 

北京市医管局 陈虹 基建专班副主任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杨海宇 副总建筑师、医疗科研建筑设计研
究院院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吴志宏 中心实验室主任 

   

 
  



 

 

圆桌会议 3 

主题 3 高校实验室专题（8月 1 日 17:00-17:30）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  

嘉宾 

北京大学药学院 郭敏杰 院长 

浙江大学 冯建跃 处长、常务副主任 

耶鲁大学 Christopher D. Incarvito
（美） 运营与技术总监 

DLR Group VickiVictoria David（美） 总裁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吕京 研究员 

   

 
圆桌会议 4 

主题 4 国际优秀科研建筑案例分析（8月 1日 16:30-17:00）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  

嘉宾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田孟晋 副总经理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周笋 副总工程师 

帕金斯威尔建筑设计事务所 Jeffrey R. Zynda（美） 董事、科研建筑实践主管 

Jacobs 全球建筑 Tejoon Jung（美） 总建筑师 

   

   

   

 
 



 

圆桌会议 5 

主题 5 CAR-T 实验室建设（8月 2日 11:30-12:00）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  

嘉宾 

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吕璐璐 首席执行官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王敏 教授 

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王月明 首席运营官 

北京国医械华光认证有限公司   

   

   

 
圆桌会议 6 

主题 6 科研园区管理和建设（8 月 2 日 11:30-12:00）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主持人  

嘉宾 

帕金斯威尔建筑设计事务所 Jeffrey R. Zynda（美） 董事、科研建筑实践主管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严向炜 工艺总工程师 

Cannon Design Punit K. Jain（美） 全球副总裁 

DLR Group VickiVictoria David（美） 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