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首届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首届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大会将于2017年11月在西安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WCBME-2017的目标是为学术界、工业界和国家实验室的专家们提供讨论关于国际生物医药工程领域最新热门研究
和成就的平台。会议为期三天，包括主题论坛，企业高端论坛，热门领域研讨会，平行专场，展览，欢迎晚宴等活
动。议题涵盖的领域有：生物力学和力学生物学、生物医学成像、医疗机器人，精准医疗，数字化医疗，康复工
程，生物材料、生物传感器和生物电子学，细胞和组织工程、纳米医学，生物光学和生物医学仪器和设备等。届
时，我们将邀请国内外知名机构协会的主席，世界五百强企业的高管，医院院长等参加本届会议。预计参会规模达
到1000人，参会国家将达到50多个。我们相信国内外的专家们将为与会者提供非常精彩的演讲，与会者将听到世界
级的演讲者共同讨论面临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机遇和挑战。 

大会议题大会议题 

版块一：主会版块一：主会 

第一部分：开幕式与主题论坛 第二部分：工业论坛：市场趋势、政策与法规

版块二：专题讨论会版块二：专题讨论会 

专题讨论会一: 神经工程 专题讨论会二: 精准医疗

专题讨论会三: 生物芯片和微流控技术 专题讨论会四: 介入技术和治疗

专题讨论会五: 人工器官与移植 专题讨论会六：医疗设备技术和创新

版块三：平行论坛版块三：平行论坛 

论坛一：生物力学与力学生物学 论坛六：细胞与组织工程



论坛二：生物医学成像 论坛七：纳米医学和工程

论坛三：生物材料 论坛八：生物光子学和生物医学光学

论坛四：生物信息学 论坛九：康复工程

论坛五：生物传感器与生物电子 论坛十：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大大 会会 日日 程程

第一章：主第一章：主 会会

部分1：开幕式与主题论坛 部分 2：工业论坛：市场趋势，政策与法规

第二章：专题讨论会第二章：专题讨论会

专题讨论会一: 神经工程 专题讨论会二: 精准医疗

专题讨论会三: 生物芯片和微流控技术 专题讨论会四: 介入技术和治疗

专题讨论会五: 人工器官与移植 专题讨论会六：医疗设备技术和创新

第三章：平行论坛第三章：平行论坛

专题一：生物力学与力学生物学

专场 1-1：生物物理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 专场1-2：力学生物学在医学治疗的应用

专场1-3：临床与运动生物力学  

专题二：生物医学成像

专场 2-1：医学影像与诊断进展 专场 2-2：放射学与核医学

专场 2-3：神经影像学技术与应用 专场 2-4：PET, SPECT 与 MRI

专场 2-5：X-ray 与 CT 影响技术 专场 2-6：超声成像技术

专场 2-7：显微镜技术  

专题三：生物材料



专场 3-1：骨骼肌系统修复材料 专场 3-2：新型生物材料的生物医学应用

专场 3-3：心血管系统材料 专场 3-4：先进3D打印技术与材料

专场 3-5：仿生材料 专场 3-6：药物递送和药物材料

专场 3-7：生物材料和再生医学 专场 3-8：牙科材料

专题四：生物信息学

专场 4-1：计算系统生物学 专场 4-2：蛋白质组学和基因组学

专场 4-3：健康信息学 专场 4-4：数字化医学与医学信息

专场 4-5：成像信息学   

专题五：生物传感器与生物电子

专场 5-1：先进的生物传感器 专场 5-2：新型生物芯片技术

专场 5-3：生物电子学、生物运算与生物燃料电池 专场 5-4：信号转导技术

专题六：细胞与组织工程

专场 6-1：细胞工程 专场 6-2：组织工程

专场 6-3：组织修复和再生医学 专场 6-4：干细胞治疗

专题七：纳米医学和工程

专场7-1：纳米医学与技术前沿 专场 7-2：纳米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专场 7-3：纳米技术与药物递送 专场 7-4：纳米药物

专场 7-5：纳米材料和纳米生物  

专题八：生物光子学和生物医学光学

专场 8-1：光子在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专场 8-2：纳米生物光子学



专场 8-3：有机与生物光子  

专题九：康复工程

专场 9-1：康复与辅助技术进展 专场 9-2：物理治疗与康复治疗

专场 9-3：假肢与矫形 专场 9-4：虚拟康复

专题十：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

专场 10-1：理论、技术和人工智能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专场 10-2：康复、护理和机器人技术

专场 10-3：智能健康监测系统  

第四章：海报和展览第四章：海报和展览

第五章：第五章：社会社会文化活动文化活动

活动一：欢迎宴会和艺术表演 活动二：工业赞助鸡尾酒会

活动三：工业园区/大学考察 活动四：地方印象科技之旅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此价格只针对常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常住居民。包括持有中国公民身份的外籍人士。）



★ 价格付款

（此价格只针对常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常住居民。包括持有中国公民身份的外籍人士。） 

参会项目 包括内容 8月31日前 9月30日前 10月31日前 现场注册



学术学术餐餐
饮饮票票

· 会议资料袋

2700元 2800元 2900元 3100元

· 可投递会议论文A4-1页 

（投递者请提前联系会务组）

· 会议期间茶歇

· 可参加所有论坛

· 会议期间午餐

· 欢迎晚餐（会议第一天）

· 赠学术展板一块 

(需要者请提前联系会务组)

学术参会学术参会
票票

· 会议资料袋

1800元 1900元 2000元 2200元· 可参加所有论坛

· 会议期间茶歇

学术演讲学术演讲

· 在某一专题下做报告 （20－30分
钟）

2600元 2700元 2800元 机会截止

· 可投递会议论文1页 

（投递者请提前联系会务组）

· 会议期间午餐

· 欢迎晚餐（会议第一天）

· 会议期间茶歇

· 会议资料

· 赠学术展板一块 

(需要者请提前联系会务组)

企业参会企业参会

· 可投递会议论文1页 

（投递者请提前联系会务组）

4200元 4300元 4400元 4600元

· 会议期间午餐

· 欢迎晚餐（会议第一天）

· 会议期间茶歇

· 会议资料

· 赠学术展板一块 (需要者请提前联系
会务组)

企业演讲企业演讲

·1张餐饮票

5600元 5700元 5800元 机会截止

· 可介绍企业，产品说明，技术演讲

· 赠送会刊广告一页

· 赠送项目展板一块 

(需要者请提前联系会务组)

· 演讲时间20-30分钟

企业卫星企业卫星
会会

根据企业要求安排
请联系组委会0411-84575669，或发邮件到：
emma@bmecongress.com

学术展板学术展板 展板一块（70cm*90cm） 500元 机会截止

论文投递论文投递 A4-1页（只投论文，赠一本会刊） 500元 机会截止



广告价格广告价格

广告广告
项目项目

价格价格 描述及备注描述及备注

会刊会刊
封底封底
广告广告

30000

元

大会会刊，登载有所有参展商名录、介绍及联系方式，同时，收录国内外演讲人报告摘要和参会人
提交的论文资料。是非常有价值的市场报告和研究趋势报告，有较强的广告效果和收藏价值。会议
期间，发给所有的参会人员，会后发送给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印刷3000本。规格为：高
210mm*宽140mm，请于四边各留出3mm出血。

会刊会刊
封二封二
广告广告

20000

元

会刊会刊
封三封三
广告广告

15000

元

会刊会刊
扉页扉页
广告广告

15000

元

会刊会刊
彩色彩色
内页内页
广告广告

5000 元

海报海报
楣板楣板
广告广告

5000元/

组
规格：宽100mm×高20mm，广告版面为单面彩色。10块展板为一组，也可以独家买断。

商务商务
请柬请柬

5000

元/500

张
广告规格：高90mm×宽210mm，四色印刷。

手袋手袋
30000

元

手袋，组委会主要用于给专业观众及嘉宾发放展览会会刊、礼品和相关资料，是专业观众在展会服
务台登记领证后，入场前第一个拿到手上，并穿梭于整个会场的权威媒体。 

标准尺寸：宽38cm ×高28cm×厚5cm

会议会议
用笔用笔

5000

元/1000

个
组委会承担制笔

会议会议
用本用本

8000

元/1000

个

组委会承担制本

5000



参会参会
吊牌吊牌

元/500

个
参观证，是所有参观客商进场时所佩戴的证件，背面全版广告，是挖掘潜在客户的有效途径之一。
广告规格：宽105mm×高140mm

彩虹彩虹
拱门拱门
广告广告

20000

元
会议中心正门前

行架行架
广告广告

6000元/

块
4米×6米 (会场醒目位置)

备注：备注：
（1）3人以上报名可享受团体优惠，请联系我们。 

（2）学生凭学生证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只限参会票）。 

（3）现场缴费，在原价格的基础上，增加200元。
（4）每个展位，赠送1张餐饮票，可参加所有论坛，再赠送5张免费参会票，可邀请客户参会和观展 （不含资料和
餐饮）。 

（5）所有代表请务必到网上注册，并留取E-mail，因为会务组将在会前会后通过E-mail发送会议进展、会议指南、
会议通知及会后照片、通讯录等信息。 

（6）取消注册，必须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通知会务组，退还50％的注册费。超过此截止期，恕不退还费用。
（7）请参会者在会场注册台报到时出示汇款底单原件或复印件。
（8）此价格只针对常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常住居民。包括持有中国公民身份的外籍人士。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