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工程学会重要学术会议一览表（2018-2021）
注：2018-2021 年，根据中国科协要求和各分支机构报送的工作计划，学会评审专家每年遴选出部分学术会议报送中国科协并编入中国科协重要学术会议指南，详表如下。
会议名称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参会人数

主

题

云南师范大学

230

培养高质量人才 支撑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第十三届全国高等院校农业工程及相
关学科建设与教学改革学术研讨会

2018.8.17-18

昆明

农业工程学科评议组、教育部农业工程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院校
农业工程相关学科（校长）联谊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产品加工及贮藏
工程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2018.11.24-26

农业工程建设项目规范研究编制工作
研讨会

2018.7.3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
委员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

2018.8.16-17

广州

北京

镇江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
程分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工程标准化专业
委员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委
员会

农产品现代加工技术及装备、农产品贮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700+

藏保鲜与生物智造、农产品品质检测技
术及装备以及食品营养与功能等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80

农业工程建设国家规范研究编制

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和江苏大学镇江流体工程装备

1000+

农业绿色高效用水理论、技术与装备

技术研究院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电气化与信息化
智能农业技术与装备高峰论坛暨
2018 年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电气
化与信息化学术年会

分会、中国农业工程学会青年科技工作
2018.7.20-22

石河子

委员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农电科教专
委会、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
究会农林专委会

石河子大学、新疆农垦科学院、
农业部西北农业装备重点实验室

智能农业装备与技术、农业智能感知技
200

术、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会议名称

2018 中国设施园艺学术年会

时

间

2018.10.21

第六届水产工业化养殖技术国际研讨
会

2018.10.21-23

地

点

烟台

杭州

主办单位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设施园艺工程专业委
员会、中国园艺学会设施园艺分会

承办单位

参会人数

主

题

新型温室建设技术、设施节能技术、温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

500

室环境调控技术、设施园艺作物优质高
产栽培技术、栽培基质的研发与应用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特种水产工程分会、

水产工业化养殖技术与装备产业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农林学科工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浙江大学、

作委员会

大连海洋大学

500+

新时代水产养殖工业化和信息化

90+

土地整治工程专业建设与教材编写

200+

种子繁育技术装备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
第二届土地整治工程专业建设研讨会

2018.12.8

北京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技术学院、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土
地利用工程专业委员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种子机械装备工程专
2018 年全国种子繁育试验机械化装
备技术研讨会

2018.12.15

青岛

业委员会、山东省主要农作物机械化生
产装备协同创新中心、国际田间试验机

青岛农业大学

械化协会（IAMFE）中国分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成立 40 周年学术
报告会暨 2019 年学术年会

2019.12.7-9

杭州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
学学院

不忘初心发展农业工程，牢记使命助力
1000+

乡村振兴

动物环境与福利化养殖国际研究中心
2019 动物环境与福利化养殖国际研
讨会

2019.10.21-24

重庆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Animal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设施农

Environment and Welfare）、中国农业大

业工程重点实验室、重庆市畜牧

学、中国农业工程学会、重庆市荣昌区

科学院

260

畜牧业绿色发展与新型工业化

150+

无人农业系统

人民政府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

中国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学科创新发
展青年科技论坛

2019.12.10

杭州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青年科技工作委员会

学学院、浙江大学智能生物产业
装备创新团队

会议名称

时

间

地

点

2019 中国设施园艺学术年会

2019.10.15-18

南京

田间试验机械化装备研讨会

2019.9.17-18

河北固安

2019.7.18-22

山西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土地利用工程专业
委员会换届暨 2019 年生态文明与现
代土地利用工程技术学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
中国园艺学会设施园艺分会、中国农业
工程学会设施园艺工程专业委员会
种业装备工程专业委员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土地利用工程专业委
员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航空分会、中美

第 12 届国际航空精准学术会议

2019.6.18-19

江苏南京

施药技术联合实验室、农业农村部南京
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承办单位

参会人数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近 500

环境调控、高效栽培

103

种子繁育机械化技术

150

生态文明与现代土地利用工程技术

青岛农业大学、中机美诺科技有
限公司

山西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题

遥感及农情信息采集与解析、农业航空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
所

主

120+

精准施药技术、农业航空大数据、农业
航空施药效果评估
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与装备、食品营养

2019 年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产品加
工与贮藏工程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2019.11.22-24

雅安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工
程专业委员会

四川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与功能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及检
150+

测技术、农产品贮藏保鲜及产地初加工
技术等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
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委员会青年科学家
论坛

2019．9．3-5

杨凌

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委员会

作物水分生理、灌溉制度优化、变化环

工程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旱
区节水农业研究院和农业高效用

境下农业生态系统模拟、人工智能在农
110

水与区域水安全学科群联合承办

田信息感知中的应用以及实体水-虚拟
水统筹管理等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第十四届全国高等院校农业工程及相
关学科建设与教学改革学术研讨会

2020.10.31-11.1

福州

农业工程学科评议组、教育部农业工程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院校

福建农林大学

线下 80+线
上 8500+

新时代农业工程教育与乡村振兴

农业工程相关学科（校长）联谊会
第二届中国（南沙）智慧渔业峰会

2020.12.5-6

广州南沙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特种水产工程分会、
中国数字渔业协同创新平台等

中国农业大学、大连海洋大学

200+

智慧渔业与智能装备

会议名称
2020 设施园艺工程学术年会

时

间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
委员会学术研讨会

点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参会人数

浙江万里学院

600+

主

题

因疫情推迟至 2021 年举办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产品加工与贮藏
工程专业委员会 2020 年学术年会

地

2020.12.6-9

浙江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工
程专业委员会

因疫情推迟至 2021 年召开
国际精准农业航空学会、华南农业大

国际航空精准学术会议

2020.9.13-14

深圳

学、国家精准农业航空施药技术国际联
合研究中心、山东理工大学、中国农业

深圳无人机行业协会、华南农业
大学

农业航空精准施药技术、农业航空施药
100+

效果评估

工程学会农业航空分会等
2020.6.17、
2020.7.10、
中国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学科创新发
展青年科技论坛

2020.7.27、

杭州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青年科技工作委员会

2020.8.19、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
学学院、浙江省农业工程学会

人工智能与农业机器人系列报告（6
500+

期，线上）

2020.9.29、
2020.10.19
国际智慧农业创新发展大会

未举办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设施农

2020 智慧畜牧业亚洲论坛

2020.10.20

北京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中国农业大学和动

业工程重点实验室、北京市畜禽

物环境与福利化养殖国际研究中心

健康养殖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200+

数字技术支撑畜禽养殖信息化

会议名称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参会人数

主

题

长安大学土地工程学院、自然资
土地整治工程专业建设网谈会

2020.12.25-27

陕西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土地利用工程专业委

源部退化及未利用土地整治工程

员会、长安大学

重点实验室、陕西省土地整治重

100+

美丽中国•土地工程

点实验室
“玉米小区播种与收获装备农机农艺
融合”推进交流会
智慧农业创新发展国际研讨会

2020.11.26-28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2021 年
学术年会
2021 动物环境与福利化养殖国际研
讨会

种业装备工程专业委员会

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种业装
备工程专业委员会、海南大学

81

玉米小区播种与收获装备农机农艺融合

未举办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蓖麻经济技术分会
学术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海南海口

2020.9.26

2021 延期

云南建水

成都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蓖麻经济技术分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动物环境与福利国际研究中心、重庆市

2021.10.22

重庆荣昌

荣昌区人民政府、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中国农业大学和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

如何恢复和发展国内蓖麻的种植养殖

衡水京华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天
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

业和谐发展平台

西华大学

农业工程科技创新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和农业农村部
设施农业工程重点实验室

业；如何构建蓖麻种植养殖及深加工产

300+

数字化与福利化赋能畜禽健康高效生产

250+

创新水产工程科技 支撑渔业绿色发展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水产工程分
会，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水产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中国学位与研究生

第七届水产工业化养殖技术国际学术
研讨会

2021.10.15-17

武汉

教育学会（农林学科工作委员会）、华
中农业大学

学院，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
食品科学学院、海洋研究院，工
业化水产养殖技术与装备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设施渔业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大连海洋大
学），湖北省农业工程学会

会议名称
智慧农业创新发展国际研讨会

时

间

地

点

主办单位

2021.4.29

镇江

协会、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中国农业机
械化协会、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2021 中国设施园艺学术年会

2021.10.13-16

海口

2021.8.18-19

杨凌

2021.9.18

大庆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
委员会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
2021 年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产品加
工及贮藏工程分会学术年会
中国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学科创新发
展青年科技论坛
田间试验机械化装备研讨会（线上）
土地利用工程学术研讨会
2021 年全国农业系统工程学术研讨
会

主

题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大学国际联
盟联合

600+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设施园艺工程专业委

海南大学园艺学院、北京慧农信

线下 300+

设施园艺设施结构性能、栽培技术、环

员会、中国园艺学会设施园艺分会

息咨询有限公司

线上 6000+

境调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500+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学院

400+

青岛农业大学

56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委
员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
程专业委员会

现代农业水利与绿色发展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举办
2021.8.8

青岛

种业装备工程专业委员会

田间试验机械化技术研究与探索

因疫情延期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专业委
2021.10.16-17

浙江

员会、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系统工程
专业委员会
国际精准农业航空学会、华南农业大

国际航空精准学术会议

参会人数

未举办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农业机械工业

2021 耒耜国际论坛

承办单位

2021.5.21-23

深圳

学、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
所、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航空分会等

河南农业大学信息与管理科学学

乡村振兴与系统工程

院

深圳无人机行业协会、华南农业
大学

农业航空精准施药技术、农业航空施药
150+

效果评估

会议名称

时

间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蓖麻经济技术分会
学术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2021.9.11-13

地

点

呼和浩特

主办单位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蓖麻经济技术分会

承办单位

参会人数

题

建设高标准蓖麻种植和蓖麻蚕养殖示范

衡水京华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天
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

40

基地，努力稳定和扩大蓖麻原料供应市
场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
农业传感器国际工程科技战略高端论
坛

2021.5.20-22

天津

中国工程院、天津市人民政府、中国农
业工程学会

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江苏大学、中国人工

1000+

创新驱动发展，智能引领未来

200+

深化合作创新、升级中英智慧农场

智能学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中国农业
国际合作促进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国家农业信息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
中英智慧农场科技创新研讨会

2021.5.20-22

天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
与区划所、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所、
天津优质农产品示范中心、农芯科技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届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

因疫情推迟至 2022 年召开

2021 农业遥感学术年会

因疫情推迟至 2022 年召开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江苏大学、中国人工
智能学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中国农业
国际合作促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