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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国农业系统工程学术年会第一轮通知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al Systems Engineering，2019(NCASE2019)

为总结交流我国农业系统工程科学研究与教学等方面的成果，拟于 2019 年 8 月 23

－25 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2019 全国农业系统工程学术年会”。现就相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

吉林农业大学

承办单位：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工程技术学院

协办单位：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战略与决策中心

长春国信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摆渡创新工场有限公司

二、会议主题

主题一：乡村振兴与品牌农业建设

1.美丽乡村与环境整治

2.品牌农业发展与质量标准

3.产教融合与人才开发

主题二：智慧农业与商务智能

1.农业遥感与 3S 技术

2.智能智慧农业及信息技术应用

3.智能智慧与农业机械化

4.农业大数据

5.农村电子商务

6.农产品流通

主题三：中药、健康、营养与双创孵化

1.中药产业发展

2.营养型农业的发展

3.食用菌产业发展

主题四：质量安全与农业绿色发展

主题五：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及在农业领域应用

主题六：农业系统工程教学与研究生培养

主题七：农业系统工程其他相关内容

三、稿件征集

论文作者格式见附录一征文要求。务必于 2019 年 8 月 10 日前将论文电子稿发送至

会议信箱 cem@jlau.edu.cn，联系人：郭柯君，联系电话：13843353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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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安排

（1）会议时间和地点

2019 年 8 月 24-25 日，23 日全天报到。报到地点：睿德名人艺术酒店（长春市新

城大街与天富路交汇处诺瑞德广场北 50 米 D3 栋）。

（2）收费标准

会务费参会代表 7月 30 日前缴费 1200 元/人，现场缴费 1400 元/人；学生代表（凭

学生证）7月 30 日前缴费 600 元/人，现场缴费 700 元/人。会议统一安排住宿，大床房

和标准间 450 元/晚，费用自理。参会汇款账号信息（汇款时请在备注里标明

“NCASE2019”）：

户 名：长春市安格瑞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博学路支行

账 号：0129081000000481

微信支付二维码：

（3）会议服务公司

长春市安格瑞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 会议服务

2. 开具会议费发票

五、特别注意

参会回执请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前发到指定邮箱 cem@jlau.edu.cn，联系人：郭柯

君，联系电话：13843353969。回执详见“附件二”。为做好会议接待工作，希望参会

代表及早报名并及时汇款。

六、会务组联系人

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郝庆升、孙宝鼎

吉林农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王景立、朱凤武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郭鸿鹏

中国农业大学战略与决策研究中心：刘鉴洪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刘斌、王瑞梅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王英

附件一：征文要求

附件二：参会回执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

2019 年 6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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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征文要求

（一）文题

概括文章主题内容，便于检索，不超过 20 个字。语法正确，用词规范、准确。凡属有关基金项

目的论文，须在文题末右上角标识“*”号，在首页末详细注明“××基金资助项目”，并务必在圆

括号内注明项目编号。

（二）摘要

一般应包括目的、方法、结果（或结论），字数一般不超过 200 字。避免叙述常识性内容；尽量

用具体数据说明该研究取得的进展或成效；避免出现公式、文献序号及评价性语言等内容。

中文摘要下接英文摘要 (包括英文文题、作者及单位)。英文摘要应反映论文的主题内容和主要

结论，可不与中文摘要一一对应，字数不得少于 100 个实词。

（三）关键词

要求 3～5 个，应能反映论文所属的专业领域、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方法等。尽量使用专业规

范术语，关键词规范程度直接影响论文的被引用频率，请作者仔细推敲。英文关键词应与中文关键

词一致，并与英文摘要用词一致。

（四）中图分类号

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一书标识分类号，一般标识一个，应用型论文根据内容也

可标识两个。

（五）作者简介

在文稿首页末著录以下项目：所有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注明单位全称及二级单位）（职务），

职称，邮政编码、通讯地址。

（六）正文

要求思路清晰，逻辑性强，语言准确、简洁。内容务求客观、科学、完备，尽量通过实验（客

观实际）和数据说理。各章节的内容不要重复。对论文采用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不必详细阐述，

注出参考文献即可，尽量将研究方法和应用结合起来进行论述。

1．标题 各级标题序号均用阿拉伯数字左起顶格书写。标题层次一般为四级，第一级标题3～5

个，各级标题与该节内容必须相符，标题之间以及标题与论文题目内容不能重复。各级标题应反映

出论文清晰的结构层次。

2．引言 应以简短的篇幅介绍研究目的，以及相关领域目前的研究重点、存在的问题，也可点

明研究的理论依据、实验基础和研究方法等，原则上不超过500字。要求开门见山、言简意赅、突出

重点，不要含有结论性内容，最好不要出现图表和公式。注意不要展开评述，根据需要列出文献即

可。如果引言内容过多，可将其中部分内容提出作为单独章节。引言不编标题序号。

3．结论或结束语 结论或结束语不是正文中各节内容的简单重复，而应以正文中的分析为依据，

完整、准确、精辟、简洁地指出论文研究结果，尽量避免与引言内容重复。

4．插图 须提供图形文件。若是 Office 生成的图形文件，可直接插在 DOC 文件中；若是其他

软件生成的，请提供独立的图形文件。插图的具体要求如下：①图中文字标注均用中文，图上符号

形式（大小写，正斜体，角标，黑白体）及数据应与正文完全一致，每幅图应写出图号(全文连续编

号)、中英文图题和图注。②坐标图不要网格线，须标明横纵坐标所代表的物理量中文名称、物理量

符号及法定计量单位，坐标值应等间距，多个图例应使用易分辨的符号，不要用颜色来区别。③表

达机构原理的插图建议不用照片，而用结构简图表示。④结构图中的部件名称用序号标注，并在图

注中加以解释，序号应按一定方向标注。

5．表格 表格必须按国标做成三线表(可加辅助线)，表头不允许出现斜线；应有中英文表题；

物理量的中文名称、代表符号及法定计量单位三项要著录齐全(如：压力 p/kPa)，并与文中使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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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致。

若不影响正文叙述，不必列出文献中已有的图表。表和图表达同一内容的，只保留其中一个。

6．公式 公式居中排，公式之间的逻辑关系须清晰明了，重要公式后面排序号。公式中的符号

解释用双连线“——”表示，不要接排，同一符号出现在不同公式中只解释一次。

7．符号 来稿必须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注意区别容易混淆的外文字母。注意：① 一个物理量

只能用单个字母表示，不能用多个并排字母表示。②不同的物理量必须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可用不

同的下角标加以区别）。

8．参考文献 正文中引用的文献应按出现次序连续编码，并置于方括号中(［］)作为右上角码

标注出。如文献序号作为文句的组成部分，则写为文献［］，如“方法见文献［３］”。文献序号

不要放在各级标题上。正文中无法标出引用文献具体位置的，可放在所有文献的后面标出。综述性

论文必须有国外文献，并保证一定的文献数量。不要引用网络资料作为参考文献。

说明：中外文作者一律姓在前，名在后，几位作者之间用“，”隔开。外文作者姓名之间空一

格，名字缩写只取字头不写缩略点。例：Adrian R H。作者超过三人的，只著出前三位作者，然后

加“等”，不超过三人的要著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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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9 全国农业系统工程学术研讨会回执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职务/职称 单位（具体到二级部门） 手机 E-mail 住宿要求 是否申请报告？（报告题目） 备注

1

□单人间

□标准双人间

□标准双人间

单人住

2

□单人间

□标准双人间

□标准双人间

单人住

3

□单人间

□标准双人间

□标准双人间

单人住

4

□单人间

□标准双人间

□标准双人间

单人住

5

□单人间

□标准双人间

□标准双人间

单人住

注：参会回执请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前发到指定邮箱 cem@jlau.edu.cn，联系人：郭柯君，联系电话：13843353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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