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2020 学术年会征文投稿联系方式 

序

号 
分支机构名称 秘书长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 微信号 

1 编辑工作委员会 陆海燕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农业机械学报》编辑部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1 号院农机院

新办公楼 B201（邮编：100083） 
njxblu@caams.org.cn 13581650651 kt200903 

2 教育工作委员会 张  强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

院 

长春市人民大街 5988 号吉林大学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邮编：

130022） 

zhangqiang@jlu.edu.cn 13944095597 zhangqiangjlu 

3 普及工作委员会 赵  弢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农

业机械》杂志社 

北京市朝阳区德外北沙滩 1 号综合

楼（邮编：100083） 
2643442831@qq.com 13683370297 13683370297 

4 青年工作委员会 金  鑫 
河南科技大学农业装备工程

学院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 48 号，

（邮编：471003） 
jx.771@163.com 18810559829 jin58933019 

5 标准化分会 陈俊宝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行业技术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1 号院农机院

新办公楼（邮编：100083） 
sactc201@163.com 13671173053 cjb13671173053 

6 
材料与制造技术

分会 
马小斌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北京金轮坤天特种机械有限

公司先进表面技术研发中心 

北京市德胜门外北沙滩一号院 A 座

1011 （邮编：100083） 

 

maxiaobin@caams.org.cn 
13910756263 mxbmti001 

7 畜牧机械分会 吴雅梅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呼和浩特分院有限公司科技

发展部 

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昭乌达路 70

号中国农机院呼和浩特分院科研楼

219（邮编：010020） 

wuyamei527@sina.com 13947158702 13947158702 

8 
地面机器系统分

会 
邹  猛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

院工程仿生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 

长春市人民大街 5988 号，吉大南岭

校区仿生楼 216 室（邮编：130022） 
zoumeng@jlu.edu.cn 15543119757 zoumeng0001 

9 耕作机械分会 刘立晶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现代农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北京朝阳区德胜门外北沙滩 1 号

（邮编：100083） 
xyliulj@sina.com 13651380575 xinya533286 



序

号 
分支机构名称 秘书长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 微信号 

10 
机械化养猪工程

分会 
张荣波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

综合服务部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261 号 （邮

编：510630） 
zhrbo@139.com 13809772195 13809772195 

11 基础技术分会 张俊宁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机电技术应用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1 号中国农机

院机电所（邮编：100083） 
zjn990210@163.com 13811227578 13811227578 

12 能源动力分会 燕晓辉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生物质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综合服务部 

北京市朝阳区德外北沙滩一号中国

农机院新办公楼（邮编：100083） 
13426288656@126.com 13426288656 13426288656 

13 
农副产品加工机

械分会 
赵  丹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

司科技行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德外北沙滩一号中国

农机院新办公楼（邮编：100083） 
bnx@caams.org.cn 15210963406 15210963406 

14 农机监理分会 毕海东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安全监

理总站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96 号农

丰大夏 

农机推广总站（邮编：100122） 

bihd503@sohu.com 13501077926 13501077926 

15 农机维修分会 甘  露 
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

研究院科学技术管理处 

哈尔滨市哈平路 156 号（邮编：

150081） 
ganlu88@126.com 13936178983 

Wxid_dqmaagn

m9cp22 

16 农垦农机化分会 钟思现 
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技术

推广处 

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96 号农丰

大厦（邮编：100122） 

zhongsixian0908@163.co

m 
13701371154 13701371154 

17 农业航空分会 臧  英 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

业大学工程学院土槽实验室 208 
yingzang@scau.edu.cn 13724090346 zy38686975 

18 农业机械化分会 吴  敏 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17 号中国

农业大学东区工学院 50 号信箱

（100083） 

minwu@cau.edu.cn 13810328724 wumin005853 

19 排灌机械分会 王  洋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江苏省镇江市学府路 301 号(邮编

212013) 
Pgwy55@163.com 18651405718 18651405718 

20 市场分会 如  一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北京月坛南街 26 号(邮编：100825) 371218323@qq.com 13801042829 13801042829 

21 
收获加工机械分

会 
郝付平 

现代农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北沙滩一

号，（邮编：100083） 
66603648@qq.com 13466560829 13466560829 



序

号 
分支机构名称 秘书长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 微信号 

22 拖拉机分会 周豫鸽 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有限公司 
河南洛阳涧西区西苑路 39 号（邮

编：471000） 
tuolajixuehui@163.com 15037950607 pigeon2001 

23 
现代物理农业工

程分会 
王艳红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农

业工程》杂志社 

北京市朝阳区德外北沙滩 1号 16信

箱（邮编：100083） 
xiaolin@zhiguker.com 13683189968 13683189968 

24 
丘陵山区农林机

械分会 
崔晋波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

研究所 

重庆市九龙坡区市驿镇九里村农机

所（邮编：401329） 
19098179@qq.com 18983691609 13668033213 

25 
设施园艺与果蔬

机械分会 
王东岳 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 

山东省济南市桑园路 19 号（邮编：

250010） 
jndongyue@126.com 13605405935 dongyue5935 

26 人工智能分会 赵  博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机电技术应用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1 号中国农机

院机电所（邮编：100083） 
zhaoboshi@126.com 13581675960 13581675960 

27 
检验检测技术分

会 
吕树盛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行业技术服务中心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行业技

术服务中心（邮编：100083） 
lsscnq@163.com 13520143296 13520143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