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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前 言

中国科学院每年主办和承办数百个规模不等的国际学术会议，不少

会议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反映国际科技发展最新动态。 为使国、内外同

行及时了解有关会议的信息，特编制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汇总

（中、英文），收录了 １８５ 个会议，今后每年将编制该信息汇总。
如需了解有关会议的更多信息，请按各个会议通讯方式联络获取。

对本国际会议汇总有何意见与建议，欢迎随时与国际合作局联系。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二○一五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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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２０１５ 职业发展与就业管理国际会议 （１７０）…………………………
１７１．第十六届四面体亚洲研讨会 （１７１）……………………………………
１７２．未来天体物理学研究方向国际论坛 （１７２）……………………………
１７３．中英土壤生物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１７３）………………………………
１７４．极端台址条件下望远镜技术研讨会 （１７４）……………………………
１７５．２０１５ 壳斗科基因组学国际研讨会 （１７５）……………………………
１７６．城市建模与可视化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１７６）…………………………
１７７．第三届脑网络组与基因组国际研讨会 （１７７）…………………………
１７８．中国低碳城市国际会议 （１７８）…………………………………………
１７９．亚太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学术交流研讨会 （１７９）………………………
１８０．北京谱仪三物理软件会 （１８０）…………………………………………
１８１．第 １１ 届信息安全与密码学国际会议 （１８１）…………………………
１８２．亚洲应用超导与低温工程大会 （１８２）…………………………………
１８３．第八届广州国际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讨会 （１８３）……………………
１８４．亚洲超导低温加速器学校 （１８４）………………………………………
１８５．智能汽车与信息技术国际研讨会 （１８５）………………………………

·ⅶ·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服务景观和民生的树木规划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１６ 日，昆明

主　 　 席： 许建初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山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昆明市盘龙区蓝黑路 １３２ 号

联 系 人： 王云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７１⁃６５２２３３７７
Ｆａｘ： ８６⁃８７１⁃６５２２３０１４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ｙｕｎｓｈａｎｇ＠ ｍａｉｌ．ｋｉｂ．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无

会议议题：
１．拓展脆弱性分析，树木覆盖变化，土地利用决策，人文景观和地方

机构的研究；
２．在国际和国家农业研究中心有关可持续土地管理方面做出一定的

贡献；
３．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上，将树木纳入到景观恢复与生计发展中；
４．将树木纳入景观恢复和民生发展中具体减少风险和增加收入的良

好做法。

·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未来中国高亮度正负电子对撞物理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１７ 日，合肥

主　 　 席： 彭海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联 系 人： 彭海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２５７
Ｆａｘ：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１１６４
Ｅｍａｉｌ： ｈｉｅｐａ＠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ｉｃｐｉ２０１１．ｌｃｇ．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 ｈｉｅｐａ２０１５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外方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
中方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中方学生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ＱＣＤ 物理

２．味物理（包括夸克和轻子）
３．强子谱及强子产生和衰变机制

４．双光子物理

５．ｔａｕ⁃ＣＰ 破坏、ｔａｕ 轻子味破坏等

６．新型探测技术的研究和加速器的设计等

·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格约化零误差算法及基于格的密码学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１６ 日，重庆

主　 　 席： 冯　 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重庆市北碚区方正大道 ２６６ 号 ４００７１４
联 系 人： 陈经纬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３⁃６５９３５６５８
Ｆａｘ： ８６⁃２３⁃６５９３５０００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ｊｉｎｇｗｅｉ＠ ｃｉｇｉ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ｐｅｏｐｌｅ ／ ｃｈｅｎｊｉｎｇｗｅｉ ／ ｌｒｌｂｃ．ｈｔｍ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９００ 元，
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格约化相关的数值分析；
２．格约化算法的符号数值混合算法；
３．基于格的密码学。

·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中俄空间科学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吴　 季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二条一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李晓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７６８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６３２２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ｘｙ＠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天文学研究（紫外线及 Ｘ 射线）
２．太阳物理

３．ＫＵＡＦＵ，Ａｒｔｉｃ⁃Ｍ、ＭＩＴ
４．月表研究

５．地球化学

６．相关技术合作

７．宇宙射线、高能电子及子午地基观测

８．微重力科学及空间生物科学

·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生物材料与干细胞用于骨组织工程研究
最新进展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２６ 日，长春

主　 　 席： Ｙｏｓｈｉｈｉｒｏ ＩＴＯ
主办单位：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

联 系 人： 章培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０５８
Ｆａｘ：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０５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ｐｂ＠ ｃｉａｃ．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生物材料与干细胞；
２．骨组织工程与临床骨修复。

·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污染监测遥感图像数据同化国际团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３０ 日，北京

主　 　 席： Ｃｏｒｐｅｔｔｉ Ｔ．
主办单位：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分部

联 系 人： 恩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１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ｉｂｊ．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找到图像数据同化的有效方法。
２．通过有效方法，运用到海洋漏油监控和探测，城市污染物估计和预

测等方面。

·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中泰可再生能源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３０ 日，广州

主　 　 席： 马隆龙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能源路 ２ 号 ５１０６４０
联 系 人： 李海滨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０⁃８７０５７７３２
Ｆａｘ： ８６⁃２０⁃８７０５７６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ｈｂ＠ ｍｓ．ｇｉｅｃ．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交流探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生物质能源、太阳能和建筑节能方面

中泰两国科技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
２．探讨两国对可再生能源领域现有的激励政策；
３．了解双方研究内容，建立双边研究人员和研究所的交流互换机制。

·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２２ 届亚洲未来加速器委员会暨
第五届亚洲高能物理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３１ 日，东莞

主　 　 席： 王贻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乙 １０００４９
联 系 人： 唐靖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９０８
Ｅｍａｉｌ： ｔａｎｇｊｙ＠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ｐｙ？ ｏｖｗ＝Ｔｒｕｅ＆
ｃｏｎｆＩｄ ＝ ４６４８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无

会议议题：
１．加强成员单位之间在粒子加速器发展和应用方面的合作和协调

２．报告几个区域内主要加速器项目的进展情况

３．报告几个专业组开展活动的情况

４．加强地区间各国在高能物理、核物理、粒子天体物理和应用方面的

合作

·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初步概念设计报告
研究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１６ 日，北京

主　 　 席： 秦　 庆

主办单位： 高能所加速器中心

联 系 人： 赵　 宁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７７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３３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ｎｉｎｇ＠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Ｎｏｎｅ

会议议题：
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加速器初步概念设计报告评审

·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大口径太阳望远镜及自适应光学高分辨力
成像技术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成都

主　 　 席： 饶长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 ３５０ 信箱 ６１０２０９
联 系 人： 兰荣清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８⁃８５１００５２⁃８２２
Ｆａｘ： ８６⁃２８⁃８５１００４３３
Ｅｍａｉｌ： ｋｊｃ＠ ｉｏ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ｏｅ．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太阳精细结构物理研究现状及趋势；
２．大口径太阳望远镜技术；
３．太阳自适应光学技术；
４．太阳高分辨力观测及图像处理技术。

·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１００ 万亿电子伏特能区的味物理和顶夸克
物理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６ 日，北京

主　 　 席： Ｎｉｍａ Ａｒｋａｎｉ⁃Ｈａｍｅｄ　 吕才典

主办单位： 中科院高能所

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

联 系 人： 党　 蕾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００９７４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０８５
Ｅｍａｉｌ： ｄａｎｇｌ＠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ｐｙ？ ｃｏｎｆＩｄ＝４６６４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会议议题：
１．１００ＴｅＶ 能区的味物理和顶夸克物理

２．标准模型的精确检验

３．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

·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北京谱仪 ＩＩＩ 春季物理软件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７－１０ 日，北京

主　 　 席： 郑阳恒　 沈肖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联 系 人： 吕晓睿　 兰江西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５６４４６；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３８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０８３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ａｏｒｕｉ＠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ｌａｎｊｉａｎｇｘｉ＠ ｕｃ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１１００

会议议题：
１．展示 ＢＥＳＩＩＩ 合作组各科研小组的近期工作成果

２．分配下一阶段的科研工作任务

３．进行合作组报告文章发表的讨论

４．各科研小组加强深层次交流

·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中日韩超快激光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张志刚　 周维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邓庄南路 ９ 号 １０００９４
联 系 人： 纪荣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６７５，１３７１６１２１８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ｒｏｎｇｙｉ＠ ａｏ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ｏｅ．ｃａｓ．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高重频飞秒激光频率梳技术

２．面向空间应用的飞秒激光频率梳技术

３．飞秒激光稳频与稳相技术

４．小型化、高可靠飞秒激光频率梳技术

５．飞秒激光超精密测距技术

６．飞秒激光三维形貌测量技术

７．飞秒激光跟踪测量技术

８．飞秒激光测量折射率修正技术

９．飞秒激光频率测量技术

１０．飞秒激光光谱测量技术

·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皇后镇分子生物学会议
暨第七届全国药物筛选新技术研讨会和

中国热带病药物与诊断创新网络
第四次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２０ 日，上海

主　 　 席： 王明伟　 Ｐｅｔｅｒ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国家新药筛选中心

新西兰皇后镇分子生物学会议机构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寄生虫病研究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工程师协会

联 系 人： 张宏娜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０８０１３１３⁃２４８
Ｆａｘ： ８６⁃２１⁃５０８００７２１
Ｅｍａｉｌ： ｈｎｚｈａｎｇ＠ ｓｉｍ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ｎｃｌ．ｏｒｇ．ｃｎ ／ ２６０４ ／ ５５１４９ ／ ６２４２０．ｓｈｔｍ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药物发现与前沿技术

２．没有

·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国际细胞自噬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２３ 日，安徽

主　 　 席： 张　 宏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 １５ 号 １００１０１
联 系 人： 张　 慧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８５５９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５３９２５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ｉｚｈａｎｇ＠ ｍｏｏｎ．ｉｂ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７ｔｈｉｓａ．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４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５７

会议议题：
１．细胞自噬的分子机制

２．细胞自噬的调控机理

３．在模式生物中研究细胞自噬

４．细胞自噬的生理功能

·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中德恒星和行星形成研讨会：
多波段大规模巡天带来的全景认识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２６ 日，南京

主　 　 席： 王红池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Ｗｏｌｆ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联 系 人： 王红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１０７
Ｆａｘ：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１０７
Ｅｍａｉｌ： ｈｃｗａｎｇ＠ ｐｍ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暂无，会议前将建立）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无（申请中德科学中心的资助）

会议议题：
１．分子云：从近邻到遥远

２．贯穿整个质量谱的恒星形成

３．行星形成：从原行星盘到残骸盘

４．中德合作项目进展评估和新合作项目探讨

５．中德联合培养研究生和联合培训年轻研究者

·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先进封装材料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２７ 日，深圳

主　 　 席： 汪正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联 系 人： 孙　 蓉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１５８
Ｆａｘ：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２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ｒｏｎｇ．ｓｕｎ＠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待定

会议议题：
１．纳米功能材料与器件

２．先进封装：３Ｄ ／ ＴＳＶ 等

３．底填、密封剂、粘合剂和热材料

４．高密度基板材料

５．新材料

·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莫纳克亚 １０ 米光谱望远镜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２７ 日，南京

主　 　 席： Ｒｉｃｋ Ｍｕｒｏｗｉｎｓｋｉ　 朱永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天文光学技术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 １８８ 号

联 系 人： 林　 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５４８２２９３
Ｆａｘ： ８６⁃２５⁃８５４１２２２４
Ｅｍａｉｌ： ｓｌｉｎ＠ ｎｉａｏｔ．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讨论 ＭＳＥ 项目的技术方案

２．讨论 ＭＳＥ 项目国际合作模式

·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全国可穿戴计算学术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深圳

主　 　 席： 樊建平　 俞梦孙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深圳大学城学苑大道 １０６８ 号 ５１８０５５
联 系 人： 邹　 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２９８
Ｆａｘ：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２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ｈａｏ．ｚｏｕ＠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ｅａｒａｂｌｅ⁃２０１５．ｃｏｍ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５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穿戴计算；
２．讨论贴身智能；
３．讨论人机交互。

·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第二届国际生物基高分子材料论坛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潍坊

主　 　 席： 朱　 锦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承办单位：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工程塑料专业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联 系 人： 胡　 婷 １８９１８１９９３６０
杜　 明 １８６１６３８３０９１
周泉军 １３６４６６５７８７５
郑　 静 １８０６７５１０２４１
赵明佑 １８８８８６６１１１８
潘伟国 １３００３７８８１６８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７４⁃８６６８８９２６，８６⁃５７４⁃８６６８８９２５，８６⁃５７４⁃８６６８８９２３
Ｆａｘ： ８６⁃５７４⁃８６６８８９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ｓｉｎｏｅｐａ＠ １６３．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ｎｔｌｆｍｓｐｃ．ｃｏｍ ／ （暂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２８００，ＲＭＢ ￥ ２５００，会前 ２ 月报名 ８ 折

会议议题：
１．欧美生物塑料市场现状及展望

２．中国生物塑料现状以及其产品改性情况

３．生物基高分子材料最新研究成果解析

４．生物质代替塑料的加工装备研发

５．从潜在中国终端客户角度解读中国未来生物塑料市场

６．国内外生物降解塑料标准化现状和动向

·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微重力基础物理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６－７ 日，北京

主　 　 席： 高　 铭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邓庄南路 ９ 号 １０００９４
联 系 人： 杨　 扬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２６７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２１６
Ｅｍａｉｌ： ｙｙ＠ ｃｓｕ．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本次研讨会定位于微重力基础物理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前沿

和进展，与会者共同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
２．介绍中国空间站基础物理的发展规划和国际合作设想。
３．通过宽松的交流讨论，对我国基础物理发展提出建议。

·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空间材料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９ 日，北京

主　 　 席： 高　 铭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邓庄南路 ９ 号 １０００９４
联 系 人： 杨　 扬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２６７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２１６
Ｅｍａｉｌ： ｙｙ＠ ｃｓｕ．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本次研讨会定位于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空间材料的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的前沿和进展，与会者共同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
２．就简单流体的新体系、气 ／液两相流、复杂流体力学等方面进行交

流讨论。
３．结合空间材料科学，针对载人航天所必须的材料，如防护、推进、润
滑和空间存在的物质等进行讨论。

·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有机功能材料及化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
海峡两岸交流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１０ 日，北京

主　 　 席： 张德清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中关村北一街 ２ 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张宗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２２８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６９５６４
Ｅｍａｉｌ： ｃｌｏｎｅ＠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无

会议议题：
１．新型有机功能材料的设计与构筑；
２．有机功能材料与纳米技术的应用；
３．化学与生命科学交叉科学前沿。

·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第八次
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１０ 日，合肥

主　 　 席：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ｕ⁃ＡＲＴＩＮＥＡＵ⁃ＨＵＹＮＨ　 陈　 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联 系 人： 刘衍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２７５３
Ｆａｘ：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１１６４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ｗｅｎ＠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ｆｆ．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 ～ ｙａｎｗｅ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法方代表免费，中方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中方学生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年度内各合作项目进展情况

２．讨论将来开展合作研究规划

·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大连化物所科学论坛：药物代谢及药代 ／药效
动力学研究高端论坛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１０ 日，大连

主　 　 席： 杨　 凌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４５７ 号 １１６０２３
联 系 人： 葛广波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４１⁃８４３７９３１７
Ｆａｘ： ８６⁃４４１⁃８４６７６９６１
Ｅｍａｉｌ： ｇｅｇｕａｎｇｂｏ＠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药物代谢和药物代谢酶研究新技术与新方法

２．药物转运及转运蛋白研究新进展

３．ＬＣ ／ ＭＳ 和生物标记在药物代谢和生物分析中的应用

４．新药发现与早期 ＡＤＭＥ ／ Ｔｏｘ 研究中的高通量筛选和评估技术

５．生理药代动力学研究新进展及其在新药研发中的应用

６．基于药物代谢的药效动力学和毒效动力学

·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亚洲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１２ 日，桂林

主　 　 席： 马克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辛村 ２０ 号 １０００９３
联 系 人： 罗茂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２３４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５９１７８１
Ｅｍａｉｌ： Ｍａｏｆａｎｇ＠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ｃ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ｏｒｇ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数据共享协议；
２．讨论亚洲地区红色物种名录和亚洲物种名录两个项目的进展情

况；
３．讨论项目网站的内容和管理；
４．《亚洲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现状、挑战与机遇》的编写和实施计划；
５．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下一步计划。

·６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伽马射线爆发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１７ 日，北京

主　 　 席： Ｄｉｅｇｏ Ｇöｔｚ　 Ｅｍｅｒｉｃ Ｌｅ Ｆｌｏｃ’ｈ　 Ｚｉｇａｏ Ｄａｉ　 Ｂ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Ｆａｌａｎｇａ　 Ｎｅｉｌ Ｇｅｈｒｅｌｓ　 Ｎｉａｌ Ｔａｎｖｉｒ

主办单位：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分部

联 系 人： 恩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１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ｉｂｊ．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通过伽马射线爆发探索新宇宙。
２．基于伽马射线爆发理论，通过分析伽马射线爆发的现象来推断伽

马射线爆发的属性及起源。

·７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届国际高能天文标定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２３ 日，北京

主　 　 席： Ｍａｔｔｅｏ Ｇｕａｉｎａｚｚ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乙

联 系 人： 李小波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８２３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１１０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ｘｂ＠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ｅｂ．ｍｉｔ．ｅｄｕ ／ ｉａｃｈｅｃ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１００，国外代表 ＲＭＢ ￥ ２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国际上在轨运行卫星的标定现状及存在的相关问题

２．在轨运行卫星的标定更新工作

３．不同卫星之间的交叉标定

４．标定数据及误差分析

５．即将发射的天文卫星地面标定现状和未来上天后的标定计划

·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理论及实验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３０ 日，北京和西藏

主　 　 席： 张新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乙 １０００４９
联 系 人： 夏俊卿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６５３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ａｊｑ＠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ＣＭＢ 物理的最新研究进展

２．讨论西藏阿里天文观测站开展 ＣＭＢ 实验的可行性

３．实地考察西藏阿里天文观测站

４．讨论未来工作计划

·９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国际基因组学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２６ 日，北京

主　 　 席： 朱伟民　 罗静初　 章　 张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协办单位：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

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联 系 人： 马利娜　 许三岗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８４５，８６⁃１０⁃６９１５６９５６
Ｅｍａｉｌ： ｍａｌｉｎａ＠ ｂｉｇ．ａｃ．ｃｎ，ｘｕｓａｎｇａｎｇ＠ １６３．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ｂｉｏｃｕ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ｂｉｇ．ａｃ．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非学术的 ＩＳＢ 会员 ＵＳ ＄ ６００，非学术的非 ＩＳＢ
会员 ＵＳ ＄ ７００；学术的 ＩＳＢ 会员 ＵＳ ＄ ３５０，学术的非 ＩＳＢ 会员

ＵＳ ＄ ４５０；ＩＳＢ 会员的学生 ＵＳ ＄ １５０，非 ＩＳＢ 会员的学生 ＵＳ
＄ ２５０

会议议题：
１．数据编审与注释：从分子到社区

２．编审：从基因型到表型

３．生物数据库、工具及框架

４．药物与小分子

５．数据标准化与本体

６．文献挖掘

·０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硬 Ｘ 射线调制望远镜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张双南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乙

联 系 人： 李小波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８２３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１１０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ｘｂ＠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ｈｘｍｔ．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会议议题：
１．硬 Ｘ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的科学目标和观测计划安排

２．硬 Ｘ 射线调制望远镜载荷的介绍

３．硬 Ｘ 射线调制望远镜的标定工作及 ＣＡＬＤＢ 的设计

４．硬 Ｘ 射线调制望远镜在轨标定的考虑

５．交叉标定的讨论和要求

６．硬 Ｘ 射线调制望远镜本底估计方法

·１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国际信息科学与技术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 ２６ 日，长沙

主　 　 席： 刘德荣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９５ 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刘德荣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７６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７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ｄｅｒｏｎｇ．ｌｉｕ＠ ｉａ．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２３．ｏｒｇ ／ ｉｃｉｓｔ２０１５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４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信息科学：信息科学基础理论，包括信息论、控制论、计算机理论、
人工智能理论、系统论等。

２．信息技术：网络与智能传感技术、通信与信号处理、模式识别与自

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处理、生物信息学与生物医学工

程、智能计算与机器学习、系统控制与自动化、智能机器人、汽车电

子与智能车辆、大数据处理与管理等。

·２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中国－加拿大新能源研究与发展
合作联盟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２６ 日，上海

主　 　 席： 黄伟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电工所

联 系 人： 陈静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２０３２５１７２
Ｆａｘ： ８６⁃２１⁃２０３２５０７４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ｊｗ＠ ｓａｒｉ．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暂无

会议议题：
１．智能城网

２．可再生能源

３．电动汽车

４．能源微网

·３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中－英页岩气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中下旬，广州

主　 　 席： 彭平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 ５１１ 号 ５１０６４０
联 系 人： 王云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０⁃８５２９０１９７
Ｆａｘ： ８６⁃２０⁃８５２９０１９７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ｙｐ＠ ｇｉｇ．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１００ 英镑

会议议题：
１．页岩气资源配置与开发战略优化；
２．页岩气模拟与非均质性；
３．中－英页岩气比较及国际对比；
４．页岩气与碳排放及温室气体排放；
５．页岩气开发与水资源与环境污染。

·４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分子影像与纳米医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２８ 日，苏州

主　 　 席： 高明远　 柴之芳　 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 Ｇａｌｌ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中关村北一街 ２ 号 １００１９０
协办单位：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 １９９ 号，２１５１２３
联 系 人： 荆莉红　 汪　 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３６２５４０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１３２１４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ｇｌｈ＠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ａｏｍｉｎｇｙｕａｎ．ｃｏｍ ／ ｍｅｅｔｉｎｇ６ ／ ｉｎｄｅｘ＿ｅ．ｈｔｍ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５０，
国外邀请报告免注册费

会议议题：
１．新型纳米分子探针的设计与构筑；
２．纳米材料与纳米技术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
３．肿瘤的分子生物学机制与临床诊断研究；
４．肿瘤活体成像等。

·５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中科院高能所与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
先进光源合作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北京

主　 　 席： 姜晓明　 秦　 庆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乙

联 系 人： 于梅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ｍ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会议议题：
在中科院高能所与美国 ＡＰＳ 光源已有的合作框架协议下，具体研讨

双方就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项目和 ＡＰＳ 升级改造计划项目在加

速器、光束线站等方面开展的具体技术合作。

·６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五届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国际
计算机学会集群、云计算、网格计算

国际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７ 日，深圳

主　 　 席： Ｐａｖａｎ Ｂａｌａｊｉ　 须成忠

主办单位： Ａｒｇｏｎｎｅ 国家实验室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联 系 人： 须成忠　 喻之斌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３５３８２９５２５１ ／ １８０２６９７１１３２
Ｆａｘ：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３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ｃｚ．ｘｕ＠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 ｚｂ．ｙｕ＠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ｌｏｕｄ．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 ｃｃｇｒｉｄ２０１５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会议议题：
１．应用：针对真实和复杂问题的解决新出现的理论与平台

２．架构：新的架构的设计与使用

３．自主计算、数据中心、高级的计算机基础设施

４．云计算：针对云计算的软件工具和技术

５．性能建模、分析、评估

６．编程模型与运行时系统

７．调度与资源管理

８．存储与 Ｉ ／ Ｏ

·７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国际膜工程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１０ 日，北京

主　 　 席： 万印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二街 １ 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陈向荣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９９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９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ｘｒｃｈｅｎ＠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ｗｍ２０１５．ｏｒｇ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８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生物相互作用

２．应用于生物炼制中的膜和膜过程

３．应用于生物医药中的膜和膜过程

４．废水处理过程中的生物污染和污染控制

５．膜的功能化及仿生膜

·８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九届亚洲生物物理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９－１２ 日，浙江

主　 　 席： 阎锡蕴

主办单位：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 １５ 号 １００１０１
联 系 人： 马　 丽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７２２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９８９２
Ｅｍａｉｌ： ｍａｌｉ＠ ｍｏｏｎ．ｉｂ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ａｂａ２０１５．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４００，国外代表 ＲＭＢ ￥ ２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医学生物物理

２．膜生物物理

３．结构生物学

４．生物信息学

５．纳米生物物理

６．超微显微技术

７．磁共振成像

８．神经生命科学

９．基因组学

·９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奇特强子态专题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赵　 强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所

联 系 人： 陈　 丽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１４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ｌｉ＠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会议议题：
奇特强子态（例如：多夸克态、混杂态、或者强子分子态等），发展和

确认更为恰当和有效地处理非微扰 ＱＣＤ 效应的方法，提取能更有效地表

征奇特强子态性质的新判据。

·０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模型在湖泊生态系统中的应用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２０ 日，无锡

主　 　 席： 秦伯强

主办单位：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联 系 人： 罗潋葱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６８８２１７４
Ｆａｘ： ８６⁃２５⁃５７７１４７５９
Ｅｍａｉｌ： ｌｃｌｕｏ＠ ｎｉｇｌ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ｉｎｇ）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ｎｏ ｆｅｅ

会议议题：
１．湖泊生态模型应用的前景和存在的问题；
２．湖泊生态模型、流域模型和气候模型的耦合研究；
３．湖泊生态系统自动监测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４．中国和新西兰浅水湖泊对比研究；
５．世界现存湖泊生态模型的对比研究；
６．数学方法在水环境模型自动率定中的应用。

·１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ＧＮＳＳ 空间信号质量评估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洛南

主　 　 席： 卢晓春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书院东路 ３ 号

联 系 人： 贺成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９⁃８３８９４０８３
Ｆａｘ： ８６⁃２９⁃８３８９０３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ｈｅｃｈｅｎｇｙａｎ＠ ｎｔｓｃ．ａｃ．ｃｎ
注册费：无

会议议题：
１．ＭＢＯＣ、ＡｌｔＢＯＣ 等调制方式信号质量评估方法；
２．ＧＮＳＳ 信号质量评估参数集讨论；
３．接收通道对信号质量评估的影响分析；
４．信号质量评估参数如何反映卫星系统工作状态及用户测距性能。

·２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日冕 Ｘ 射线信号反射国际团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Ｋｒｅｔｓｃｈｍａｒ Ｐ．
主办单位：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分部

联 系 人： 恩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１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ｉｂｊ．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侧重于即将于 ２０１５ 年发射的中国硬 Ｘ 射线卫星的地面观测；
２．拓展、挖掘对放射日冕 Ｘ 射线特性的了解。

·３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１５ 日，西安

主　 　 席： 孙家栋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邓庄南路 ９ 号 １０００９４
联 系 人： 郝巍娜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６６３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０３４
Ｅｍａｉｌ： ｗｅｉｎａｈａｏ＠ １６３．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ｅｉｄｏｕ．ｏｒｇ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北斗 ／ ＧＮＳＳ 导航应用；
２．卫星导航信号体制及兼容与互操作；
３．精密定轨与精密定位；
４．原子钟技术与时频系统；
５．卫星导航增强与完好性监测；
６．北斗 ／ ＧＮＳＳ 测试评估技术；
７．北斗 ／ ＧＮＳＳ 用户终端技术；
８．卫星导航模型与方法和组合导航与导航新方法。

·４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届基于图表示的模式识别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刘成林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北京中关村东路 ９５ 号

联 系 人： 张燕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３５４４６４７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５９４
Ｅｍａｉｌ： ｙｍｚｈａｎｇ＠ ｎｌｐｒ．ｉａ．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ｌｐｒ．ｉａ．ａｃ．ｃｎ ／ ｇｂｒ２０１５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５０

会议议题：
１．基于图的模式表示；
２．图上的基础算法：图匹配算法，图分割算法，置信传播算法等；
３．基于图的机器学习方法：基于图的分类、聚类和半监督学习方法，
基于图的核方法，ｇｒａｐｈ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等；

４．图方法在模式识别问题中的应用：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生物信

息学，社交网络中的数据挖掘等。

·５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营养基因组学的研究与应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北京

主　 　 席： 杨胜利　 林　 旭

主办单位：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营养科学研究所

上海徐汇区太原路 ２９４ 号 ２０００３１
联 系 人： 林　 旭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０２４９
Ｆａｘ：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０２４９
Ｅｍａｉｌ： ｘｌｉｎ＠ ｓｉｂ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ｓｏｃ．ｃｎｓｏｃ．ｏｒｇ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营养基因组学的前沿研究概况；
２．从基础生物学至临床多层面，深入探讨营养素与基因表达的相互

作用，如：基因变异与膳食感应，营养素对基因表达的影响，基因对

膳食需要量的影响等；
３．营养基因组学与代谢性疾病及其生物标志物；
４．个体化营养健康管理———营养基因组学的应用。

·６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国际腕足动物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２５ 日，南京

主　 　 席： 沈树忠　 詹仁斌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东路 ３９ 号 ２１０００８
联 系 人： 黄　 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２８２１８９
Ｆａｘ： ８６⁃２５⁃８３２８２１３１
Ｅｍａｉｌ： ｂｈｕａｎｇ＠ ｎｉｇｐ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７ｉｂｃ．ｏｒｇ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５０

会议议题：
１．腕足类系统学、谱系演化和形态发育模式；
２．腕足动物古生态、埋藏学以及与其它生物的相互作用；
３．生物地层、化学地层以及过去的环境和气候变化；
４．腕足动物起源、多样性演化和灭绝模式；
５．腕足动物生物古地理、纬度梯度及其古地理和古海洋模式的指示

意义；
６．现代腕足动物生物学和生态学。

·７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国际流体力学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４－２７ 日，青岛

主　 　 席： 李家春　 樊　 菁

主办单位： 中国力学学会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联 系 人： 周济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２０３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６１２８４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ｏｕｊｆ＠ ｉｍｅｃｈ．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ｃｆｍ７．ｏｒｇ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ＵＳ ＄ ５５０，学生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流动稳定性与湍流、空气动力学与气体动力学、是动力学、工业与环

境流体力学、生物力体力学、地质流体力学、等离子体与磁流体动力学、多
相流、非牛顿流动和多孔介质流动、微尺度流动和微 ／纳米流体力学、实验

流体力学、计算流体力学等。

·８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面向晶体学家的冷冻单颗粒
技术学习班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５－２９ 日，北京

主　 　 席： 孙　 飞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 １５ 号 １００１０１
联 系 人： 张　 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８１３７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８３７６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ｚｈａｎｇ＠ ｍｏｏｎ．ｉｂ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９０

会议议题：
１．电子显微学的基本原理；
２．冷冻电子显微学图形处理的基本原理；
３．大分子复合体负染色样品制备；
４．大分子复合体的冷冻制样技术；
５．冷冻电子显微镜的使用；
６．冷冻电镜单颗粒数据收集；
７．单颗粒三维重构的技术流程。

·９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通量数据挖掘与整合分析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于贵瑞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ｉａｉｓ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 １１ 号

联 系 人： 牛书丽　 王秋凤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８０６２，８６⁃１０⁃６８８９８０８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６８９６２
Ｅｍａｉｌ： ｓｎｉｕ＠ 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ｑｆｗａｎｇ＠ 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ＦＬＵＸＮＥＴ 数据使用现状

２．跨站点整合生态系统通量的时空变异

３．通过通量数据挖掘 ／整合分析理解生态系统的过程与机制

４．通量数据整合分析未来展望

·０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非线性偏微分方程
及其数值分析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３０ 日，杭州

主　 　 席： 丁夏畦　 陈贵强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５５ 号

联 系 人： 王　 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６５１３３９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４１６８９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ｙｉ＠ ａｍｓｓ．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１．交流及讨论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数学理论及其数值分析方面的一

些最新进展；
２．探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在理论、计算和应用等方面的进一步进展。

·１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先进材料及其能源应用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３１ 日，北京

主　 　 席： 王　 丹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二条 １ 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王　 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３６１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６３１１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ｄａｎｗａｎｇ＠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５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４０

会议议题：
１．太阳能转换与光伏电池；
２．燃料电池；
３．储氢与制氢；
４．能源工艺与系统相关材料；
５．人工光合作用；
６．生物燃料。

·２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核磁共振国际研讨会暨 ２０１５ 年
药物开发暑期学校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６ 月 ２ 日，上海

主　 　 席： 周界文　 雷　 鸣

主办单位：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海科路 ３３３ 号

联 系 人： 何　 弦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２０７７８０３３
Ｆａｘ： 暂未开通

Ｅｍａｉｌ： ｈｅｘｉａｎ＠ ｓｉｂｃｂ．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ｃｐｓ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ｃｏｍ（暂未开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膜蛋白质溶液结构与功能研究

２．超大分子复合体与相互作用研究

３．蛋白质分子动力学与功能关系研究

４．核磁共振新技术新方法

５．基于液体核磁共振的药物开发

·３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十五届国际环黄海镁合金
学术交流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６ 月 ３ 日，上海

主　 　 席： 张士宏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７２ 号 １１００１６
联 系 人： 程　 明　 宋鸿武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４⁃８３９７８２６６，８６⁃２４⁃８３９７０１９６
Ｆａｘ： ８６⁃２４⁃２３９０６８３１
Ｅｍａｉｌ： ｍｃｈｅｎｇ＠ ｉｍｒ．ａｃ．ｃｎ；ｈｗｓｏｎｇ＠ ｉｍｒ．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板料成形技术、自动化生产、数值模拟设计、绿色节能制造、轻量化与

柔性制造。

·４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质子发射原子核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６ 月 ５ 日，兰州

主　 　 席： 张玉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兰州市南昌路 ５０９ 号 ７３００００
联 系 人： 王　 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９３２４
Ｆａｘ：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９３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ｍ＠ ｉｍｐｃｓ．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质子滴线核丰质子核结合能；
２．丰质子核结构的实验进展；
３．核天体物理；
４．丰质子核理论研究进展；
５．未来实验的技术发展。

·５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黑洞吸积及活动星系核反馈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６ 月 ６ 日，上海

主　 　 席： 袁　 峰　 何子山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８０ 号 ２０００３０
联 系 人： 杨　 炀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３４７７５３００
Ｆａｘ： ８６⁃２１⁃６４３８４６１８
Ｅｍａｉｌ： ｙｙａｎｇ＠ ｓｈａ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２４００（ＵＳＤ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黑洞吸积：辐射机制，不同尺度的角动量转移等

２．喷流以及风（外流）的形成理论

３．喷流以及风（外流）的各种观测结果

４．黑洞外流与星际介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观测和理论

５．星系演化及活动星系核反馈效应

·６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项目
成果发布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北京

主　 　 席： 于秀波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 １１ 号 １００１０１
联 系 人： 刘　 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９８２０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９０３１
Ｅｍａｉｌ： ｆｌｙｗａｙ＠ ｃｅｒｎ．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滨海湿地保护现状评估

２．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与制图

３．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候鸟关键栖息地保护

４．滨海湿地保护与管理的优化模式

５．滨海湿地保护战略与管理行动计划

·７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发掘星系中心区域的活动过程的
新方法国际团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Ｃｈｅｎｇ Ｋ．Ｓ．（ＣＮ） ＆ Ｄｏｇｉｅｌ Ｖ．（ＲＵ）
主办单位：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分部

联 系 人： 恩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１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ｉｂｊ．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研究非常特别银河系中心区域的形成过程及起源。
２．探讨及分析与银河中心区域相关的非同寻常的现象发生的物理原

因。

·８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东北亚地质与地球物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北京

主　 　 席： 翟明国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联 系 人： 吕川川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８１０４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８１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ｃｌｕ＠ ｍａｉｌ．ｉｇｇｃａｓ．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东北亚地区的构造演化格局和地球动力学背景

２．不同亚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受太平洋板块俯冲作用的影响

３．我国与韩国等国家进一步的黄海地质研究合作计划

·９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陆相古新世生物群及古生物地理学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５ 日，潜山

主　 　 席： 王元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 １４２ 号 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 孙德慧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８３５４６６９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８３３７００１
Ｅｍａｉｌ： ｋｊｃ＠ ｉｖｐ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免

会议议题：
１．陆相古新世生物群组成及演变；
２．陆相古新世生物群的洲际对比；
３．古新世生物地理学。

·０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小分子体系动力学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８ 日，大连

主　 　 席： 张东辉　 韩克利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５７ 号 １１６０２３
联 系 人： 徐　 昕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４１⁃８４３７９３６９
Ｆａｘ： ８６⁃４４１⁃８４６７５５８４
Ｅｍａｉｌ： ｘｕｘｉｎ＠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多原子分子体系动力学研究；
２．反应共振态和过渡态动力学研究；
３．态－态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
４．非绝热效应研究。

·１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免疫、干细胞与疾病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７ 日，上海

主　 　 席： 时玉舫　 Ｇｅｒｒｙ Ｍｅｌｉｎｏ　 杨黄恬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健康科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干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自然出版集团（Ｎａ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ＭＲＣ）和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 Ｄｉｓｅａｓｅ 杂志

联 系 人： 王　 瑾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３２３２５２
Ｆａｘ：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３２５８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ｊｉｎ０１＠ ｓｉｂ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免疫调控和细胞死亡

２．干细胞生物学及其应用

３．肿瘤信号转导和基因调控

４．肿瘤代谢和临床研究

５．如何在 ｎａｔｕｒｅ 期刊上发表文章

·２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机械化学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７ 日，合肥

主　 　 席： 王官武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ｕａｒｔ
主办单位： 英国皇家化学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联 系 人： 王官武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７８６４
Ｆａｘ：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７８６４
Ｅｍａｉｌ： ｇｗａｎｇ＠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建设中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４００，国外代表 ＵＫ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有机合成

２．无机及超分子合成

３．金属框架结构与材料

４．催化

·３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化学所—香港大学分子科学前沿
双边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８ 日，北京

主　 　 席： 张德清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中关村北一街 ２ 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张宗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２２８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６９５６４
Ｅｍａｉｌ： ｃｌｏｎｅ＠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无

会议议题：
１．新型纳米材料的设计与构筑；
２．纳米材料与纳米技术的应用；
３．分子器件的设计、构筑与表征；
４．分子器件的电子传输机理。

·４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国际信息网络技术：自动化、
控制和智能系统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１２ 日，沈阳

主　 　 席： 于海斌

主办单位：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沈阳市沈河区南塔街 １１４ 号 １１００１６
联 系 人： 刘天翔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４⁃２３９７０１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ｉｅｅｅｃｙｂｅｒ２０１５＠ 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ｅｅｅ⁃ｃｙｂｅｒ．ｏｒｇ ／ ２０１５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网络物理系统：（１）嵌入式系统；（２）集成的传感，通信和计算系
统；（３）化学，生物，物理诊断和植入系统；（４）复杂系统；（５）移动
智能系统；（６）微电网，电力网络和电网，可持续发展和分布式能源
系统

２．控制 ／自动化：（１）自适应控制，网络控制与非线性控制，智能自动
化，智能控制；（２）多智能体系统，合作控制；（３）控制能源系统，混
合动力控制；（４）工厂建模与仿真；５）智能家居，实验室及服务自
动化；（６）自动化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

３．机器人技术：（１）远程机器人技术，包括人机交互与感知系统；（２）
神经控制的机器和机器人；（３）微 ／纳米 ／生物操纵和组装；（４）搜
索，救援和野外机器人，空间、水下机器人；（５）机器人传感与数据
融合，机器人定位，导航；６）医疗机器人和生物机器人。

４．物联网和传感器网络：（１）技术和应用先进的“物联网”；（２）电子
商务，移动商务；（３）物流、运输相关的问题；（４）能源和通信基础
设施的网络安全；（５）无线，光学，和混合通信系统。

·５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发展中国家生态系统监测与管理
高级培训班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１３ 日，北京

主　 　 席： Ｈｅｎｒｙ Ｗ．Ｌｏｅｓｃｈｅｒ　 傅伯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联 系 人： 于秀波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９８２０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９０３１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ｘｂ＠ 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ｇｒｅｅ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２０１４．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生态系统长期与联网监测

２．数据管理与共享

３．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

·６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ＣＥＲＮ⁃ＮＥＯＮ 联合研讨会：加强联网监测研究
深入认识全球生态系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１３ 日，北京

主　 　 席： Ｈｅｎｒｙ Ｗ．Ｌｏｅｓｃｈｅｒ　 傅伯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联 系 人： 于秀波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９８２０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９０３１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ｘｂ＠ 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长期观测生态研究进展

２．新兴环境观测在应对全球问题中的作用

３．跨大陆环境状况比较

４．生态预测新进展

·７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异构融合网络专题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伦敦

主　 　 席： 芮　 赟　 谭　 巍　 Ｍｏｓｈｅｎ Ｇｕｉｚａｎｉ　 李明齐

主办单位：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联 系 人： 芮　 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２０３２５１３５
Ｆａｘ： ８６⁃２１⁃２０３２５０７４
Ｅｍａｉｌ： ｒｕｉｙ＠ ｓａｒｉ．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ｈｃｎ．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ｎｏ

会议议题：
１．异构融合网络新型网络架构和融合机制

２．异构融合系统的新型统一的协议栈结构

３．异构融合系统的融合空中接口设计、网络容量、能效等关键问题

·８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全球清洁炉灶联盟第二届中国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１６ 日，西安

主　 　 席： 曹军骥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陕西省西安市雁翔路 ９７ 号 ７１００６１
联 系 人： 牛馨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８６０２９７５５３６
Ｆａｘ： ８６⁃２９⁃８８３２０４５６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ｌｌｔａｌｅｎｔ＠ １２６．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ｅｅｘａ．ｃａｓ．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５０
（暂定）

会议议题：
１．讨论中国居民生活燃烧排放污染和户外燃烧排放污染问题及两者

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此类污染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２．讨论人体暴露于室内以及室外燃烧源的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相

关健康影响，与流行病学的研究相结合；
３．探讨清洁炉灶相关问题，具体从燃料改进和设备改进方面讨论；
４．讨论各研究组以及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５．讨论并制定国际清洁炉灶联盟中国部的未来工作计划。

·９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中美空间科学杰出青年前沿论坛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１６ 日，北京

主　 　 席： 吴　 季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二条一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李晓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７６８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６３２２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ｘｙ＠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中美空间天文前沿研讨

２．中美空间物理前沿研讨

·０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自然免疫学
杂志联合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１９ 日，合肥

主　 　 席： 田志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联 系 人： 魏海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８４４
Ｆａｘ：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６７８３
Ｅｍａｉｌ： ｃｍｉ＠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ｎｉ⁃ｃｍｉｊｃ２０１５＠ ｕｓ．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 ／ ｃｍｉ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ｍｉ．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５０

会议议题：
１．炎症压力下的免疫动态平衡

２．压力和免疫力

３．天然免疫信号

４．炎症和自发炎症疾病

５．肠道炎症和内稳态

６．过敏性炎症

７．炎症和代谢

８．炎症和癌症

·１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经济与金融系统预测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２１ 日，北京

主　 　 席： 汪寿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５５ 号

联 系 人： 张　 珣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８６１１３００２９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１８１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ｘｕｎ＠ ａｍｓ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ｆｅｆｓ２０１５．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非学生 ＲＭＢ ￥ ２４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１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经济金融系统预测在理论、方法、模型与应用等方面的最新进

展

２．就经济金融系统预测的未来发展趋势和主流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２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第三次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２－２５ 日，西安

主　 　 席： 张双南　 胡炳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西安市高新区新型工业园信息大道 １７ 号

联 系 人： 马　 腾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９⁃８８８８７６３８
Ｆａｘ： ８６⁃２９⁃８８８８７６３６
Ｅｍａｉｌ： ｍａｔｅｎｇ＠ ｏｐｔ．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ｓｉｔ．ｏｐｔ．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在空间暗物质探测、宇宙线物理、高能伽玛天文方面的最新观测进

展和理论进展；
２．ＨＥＲＤ 科学目标；
３．ＨＥＲＤ 载荷配置方案、需求和可行性；
４．ＨＥＲＤ 技术进展和解决方案；
５．其他相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３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国际学生前沿与交叉科学
暑期学校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２－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吴岳良　 萧文礼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８０ 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陈　 锋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８０９５９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８０９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ｆ＠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ｅｎ．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国际学生与国内外知名科学家和各领域专家学者进行面对面交

流。
２．国际学生进入国家 ／中科院一流重点实验室参观实习，提高学生的

科研能力，活跃学生的学术思想，使学生充分借鉴相近领域的新成

果和新发展。
３．为国际学生将提供学业、学术和实验室等方面合作的机会，搭建学

生未来科学研究合作的开放平台。

·４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４０ 届国际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学术年会
青年学者地质学史分会与理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２７ 日，北京

主　 　 席： 邓　 军

主办单位：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联 系 人： 张九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７５５２５６７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５７５５２５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ｚｊｃ＠ ｉｈｎ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ｎｈｉｇｅｏ２０１５．ｃｏｍ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会议议题：
１．地质科学与技术发展史

２．矿业发展史研究

３．地质遗迹保护

４．地学人物研究

·５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太阳风气流的向异性和间歇性
国际团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７ 月 ３ 日，北京

主　 　 席： Ｃｈｅｎ Ｃ．　 Ｈｅ Ｊ．
主办单位：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分部

联 系 人： 恩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１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ｉｂｊ．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太阳风气流的各向异性和间歇性对理解等离子体发热，确定高能

粒子的传播和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有关太阳风各向异型和间歇性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所具有

的重要意义。

·６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新兴电子材料和器件物理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７ 月 ６ 日，北京

主　 　 席： 高鸿钧　 郭　 鸿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 ８ 号 １００１９０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市玉泉路 １９ 号 １０００４９
联 系 人： 冯雅岚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８０７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６５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ｎａｎｏ＠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ｎａｎｏ．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 ＥＥＭＤ２０１５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８００，国外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电子输运基本理论的机遇和挑战

２．低维电子信息材料及其器件物理

３．量子点与单电子学

４．分子电子学

５．自旋电子学

６．谷电子学

７．热相关电子学

８．拓扑电子学

９．其他新兴电子材料与器件

·７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中科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绿色
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北京

主　 　 席： 张锁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联 系 人： 何宏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８６０１３３４２５０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８７５
Ｅｍａｉｌ： ｈｙｈｅ＠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待定

会议议题：
１．原子经济性反应

２．绿色溶剂 ／介质

３．可再生能源

４．环境友好的化工过程

５．固废等再利用过程

·８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无机膜材料新概念、新方法和新应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大连

主　 　 席： 杨维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联 系 人： 李砚硕　 朱雪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４１⁃８４３７９１３７，８６⁃４４１⁃８４３７９３０１
Ｆａｘ： ８６⁃４４１⁃８４６９４４４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ｅｅｙｓ＠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ｚｈｕｘｆ＠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无注册费

会议议题：
无机膜材料在能源、环境、资源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本论坛

围绕近年来新涌现的无机膜材料组成－结构新概念，合成－表征新方法，
以及新过程和新应用等交叉领域开展深入研讨和学术交流，议题包括以

下四个方面：
１．离子导体陶瓷膜

２．金属膜

３．分子筛膜

４．膜催化与膜反应器

·９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世界中联中药分析专业委员会
第六届学术年会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比利时

主　 　 席： 果德安

主办单位： 世界中联中药分析专业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药标准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联 系 人： 屈　 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２２１７
Ｆａｘ： ８６⁃２１⁃５０２７２７８９
Ｅｍａｉｌ： ｑｖｈｕａ＠ １２６．ｃｏｍ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待定

会议议题：
１．各国药典草药标准现状及协调建议；
２．中药质量控制新技术、新方法及未来发展趋势；
３．中药及饮片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技术；
４．中药体内分析新技术、新方法、新进展；
５．与中药分析学科相关的其他研究内容。

·０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计算地球动力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石耀霖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甲）１０００４９
联 系 人： 张　 怀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５６４８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５６４８８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ａｉｚｈａｎｇ＠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ｇｄｌａｂ．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ｆｒｅｅ

会议议题：
１．国际计算地球动力学前沿研究进展；
２．汶川地震后，我国地球动力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３．计算模拟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
４．地幔对流与地球深部物理的数值建模与模拟等。

·１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国际整合植物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９ 日，陵水

主　 　 席： 许智宏

主办单位： 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理及分子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细胞生物学会植物器官发生专业委员会

北京香山南辛村 ２０ 号 １０００９３
联 系 人： 贺　 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１３３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５９２６３６
Ｅｍａｉｌ： ｈｅ１００１＠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ｉｐｂ．ｎｅｔ ／ ｊｉｐｂ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ｌｉ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５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细胞与发育生物学

２．代谢与生物化学

３．植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４．分子生理学

５．植物有性生殖生物学

６．功能组学与系统生物学

·２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高红移巡天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１２ 日，西安

主　 　 席： 王力帆

主办单位： 紫金山天文台

联 系 人： 谢　 洁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８７６１６４１３８３，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２２８
Ｆａｘ：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２２８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ｅｊｉｅ＠ ｐｍｏ．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１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高红移超新星、伽玛暴

２．高红移星系与宇宙大尺度结构

３．南极暗宇宙巡天望远镜（ＫＤＵＳＴ）的科学与设计

·３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三届世界寄生植物学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１５ 日，昆明

主　 　 席： 李爱荣　 管开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省昆明市蓝黑路 １３２ 号

联 系 人： 李爱荣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３５１８７５３０６５
Ｆａｘ： ８６⁃８７１⁃６５２２３６１３
Ｅｍａｉｌ： ａｉｒｏｎｇｌｉ＠ ｍａｉｌ．ｋｉｂ．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ｃｐｐ１３．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６５５４０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５０

会议议题：
１．寄生植物的组学研究；
２．寄生植物的生物学和生理生化学研究；
３．寄生植物与寄主的信号交流；
４．寄生植物的生态学和居群生物学研究；
５．非杂草性寄生植物的利用；
６．寄生性杂草的预警、防控和治理；
７．作物对寄生性杂草的抗性和耐受性。

·４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光子物理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１８ 日，兰州

主　 　 席： Ｓｅｒｇｅｉ Ｍａｎｙａｎｙｕｋ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兰州市南昌路 ５０９ 号 ７３００００
联 系 人： 张鹏鸣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９１８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ｐｍ＠ 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原子核碰撞中的光子

２．核衰变中的光子

３．熔合和聚变过程中的光子

４．宇宙中的光子

·５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微系统与纳米工程第二届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２９ 日，北京

主　 　 席： 吴一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１９ 号

联 系 人： 刘团结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８８８７５３８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５８８８７５３９
Ｅｍａｉｌ： ｍｅｍｓ＿ｎａｎｏ＠ ｍａｉｌ．ｉ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ｍａｎｃ．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９００

会议议题：
１．会议的主题是“微系统与纳米工程及应用”。
２．会议的主要内容为“微系统与纳米工程的新原理、设计仿真、加工

方法、测试技术、工程应用”。

·６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基因组学前沿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 ３０ 日，北京

主　 　 席： 于　 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１０４ 号楼 １００１０１
联 系 人： 谢珊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４２５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７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ｅｄｉｔｏｒ＠ ｂｉｇ．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１．表观基因组学 ／ Ｌ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ｉｃ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 ＲＮＡ 修饰；
２．大数据 ／临床生物信息学

·７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３１ 日，合肥

主　 　 席： 陈恩红

主办单位： 中国科大计算机学院

语音及语言信息处理国家工程实验室

联 系 人： 刘　 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３８２３
Ｆａｘ：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１５５８
Ｅｍａｉｌ： ｑｉｌｉｕｑｌ＠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ｄｍ．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 ｗｂｄａａ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无

会议议题：
本次研讨会旨在为跨学科领域、跨学术界与工业界的数据专家搭建

国际级的学术交流平台，讨论大数据分析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驱动重要性，
探索大数据应用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引领数据科学前沿领域深入发展。
具体而言，本次研讨会着重关注于用户的社会化行为所产生的大数据研

究，研究的主题包括：
１．情境感知和个性化

２．社交用户建模和移动数据挖掘

３．跨领域和跨平台分析

４．大数据应用

·８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环境健康遥感诊断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廊坊

主　 　 席： 曹春香　 曹务春

主办单位： 公共卫生领域空间信息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 ２０ 号北

联 系 人： 倪希亮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３６２０５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３６２０５
Ｅｍａｉｌ： ｎｉｘｌ＠ ｒａｄｉ．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ｌｏｒｓ．ｃｎ ／ 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５０

会议议题：
１．继续讨论空间信息技术与传染病预测预警研究；
２．研讨多源遥感技术与环境健康的新模型与新方法；
３．探讨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健康的新问题；
４．讨论并分析空间信息技术区域应用的方案。

·９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纳米光子学与光伏技术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宁波

主　 　 席： 戴　 宁　 宋伟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联 系 人： 忻敏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７４⁃８６３２４６８２
Ｅｍａｉｌ： ｍｊｘｉｎ＠ ｎｉｍｔｅ．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纳米光子学理论和实验进展

２．纳米光子学在光伏器件中应用

３．新型光伏材料与器件

·０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万亿电子伏特物理国际暑期学校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北京

主　 　 席： 陈　 斌　 吕才典

主办单位： 中科院高能所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

联 系 人： 党　 蕾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００９７４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０８５
Ｅｍａｉｌ： ｄａｎｇｌ＠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会议议题：
１．ＴｅＶ 物理理论、物理目标

２．标准模型的精确检验

３．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

·１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植物生物互作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南京

主　 　 席： 康　 乐　 董欣年

主办单位：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３００ 号 ２０００３０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上海市徐汇区岳阳路 ３１９ 号 ２０００３１
联 系 人： 林　 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４００４
Ｆａｘ：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４００４
Ｅｍａｉｌ： ｎｌｉｎ＠ ｓｉｂ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建设中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待定

会议议题：
１．植物与病原真菌互作；
２．植物与病原细菌互作；
３．植物与病毒互作；
４．植物与昆虫互作；
５．植物根瘤与菌根共生；
６．植物生物互作中的表观遗传；
７．植物抗病虫分子设计。

·２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符号数值计算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７ 日，重庆

主　 　 席： Ｍａｒｃ Ｍｏｒｅｎｏ Ｍａｚ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重庆市北碚区方正大道 ２６６ 号 ４００７１４
联 系 人： 陈长波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３⁃６５９３５５１５
Ｆａｘ： ８６⁃２３⁃６５９３５０００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ｃｈａｎｇｂｏ＠ ｃｉｇｉ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ｐｅｏｐｌｅ ／ ｃｃｈｅｎ ／ ｉｗｓｎｃ．ｈｔｍ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９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混合符号数值计算；
２．并行符号数值计算；
３．符号数值计算与优化；
４．符号数值计算在工程，科学，教育等中的应用。

·３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首届分子植物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５－８ 日，上海

主　 　 席： 栾　 升　 韩　 斌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

上海市岳阳路 ３１９ 号 ３１Ｂ 楼 ４１０
联 系 人： 崔晓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２９５８
Ｆａｘ：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２８３６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ｓｉｂ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２８００（暂定）

会议议题：
１．模式生物 ／作物近年来的发展进展与发展趋势；
２．讨论基因组与系统生物学，植物激素，生物与非生物胁迫，生物技

术。

·４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届数值优化与数值代数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９ 日，延安

主　 　 席： 袁亚湘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５５ 号

联 系 人： 吴继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１７３８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１９９３
Ｅｍａｉｌ： ｗｊｐ＠ ｌｓｅｃ．ｃ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ｓｅｃ．ｃｃ．ａｃ．ｃｎ ／ ～ ｉｃｎｏｎｌａ１５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９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数值优化和数值代数在理论、计算和应用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２．就数值优化和数值代数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和主流进行学术交流

和探讨

·５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奇特原子核与非对称核物质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７－１２ 日，兰州

主　 　 席： 张玉虎　 徐甫荣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兰州市南昌路 ５０９ 号

联 系 人： 左　 维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８５０９３１６３５３
Ｆａｘ： ８６⁃９３１⁃８２７２１０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ｕｏｗｅｉ＠ 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近物所网站，会议网页待建）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围绕与兰州重离子碰撞加速器实验装置以及近代物理所正在申请建

设的国家“十二五”大科学工程建设项目———强流离子加速器（ＨＩＡＦ）相
关的奇特核性质和非对称核物质性质等方面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开展学

术研讨和交流，特别是讨论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及未来发展趋势，为
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提供沟通平台，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６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中美生态草业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１３ 日，北京

主　 　 席： 方精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辛村 ２０ 号 １０００９３
联 系 人： 张文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６９７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９２４３０
Ｅｍａｉｌ： ｗｈｚｈａｎｇ＠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牧草养分高效利用及抗逆生物学基础

２．牧草品种选育与人工草地栽培管理

３．牧草收获、加工与储藏

４．中美草业研究联合实验室

·７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１４ 日，北京

主　 　 席： 郭　 雷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

联 系 人： 高小山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１７７８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１７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ｘｇａｏ＠ ｍｍｒｃ．ｉｓ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ｃｉａｍ２０１５．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会议议题：
计算数学，组合数学，微分方程，统计学，运筹学等

·８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逆流色谱发展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１４ 日，兰州

主　 　 席： 邸多隆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省兰州市天水中路 １８ 号 ７３００００
联 系 人： 黄新异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８２１２
Ｆａｘ：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８０９４
Ｅｍａｉｌ： ｙｓｓｌ＠ ｌｉｃｐ．ｃａｓ．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当前逆流色谱理论、技术和应用的最新发展（包括逆流色谱新

工艺、工业化应用、仪器和过程系统集成、流体建模、连续处理以及

在各个领域的最新应用等）；
２．研讨逆流色谱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３．讨论各国学者之间相互合作发展的事宜。

·９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五届国际电分析化学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１６ 日，长春

主　 　 席： 逯乐慧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电化学和光谱分析研究中心

长春分析仪器研究和技术开放中心

联 系 人： 徐国宝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７４７
Ｆａｘ：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７４７
Ｅｍａｉｌ： ｉｓｅａｃ１５ｇｂｘｕ＠ ｃｉａ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ｓｅａｃ２０１５．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电化学分析新技术方法和仪器装置：可转换电催化，电化学生物微
系统；分子电子装置，荧光光谱电化学，扫描隧道显微镜，差分电化
学质谱，纳米扫描电化学显微镜。

２．纳米及超分子电化学：金属纳米粒子、石墨烯、碳点及相关复合物
的可控合成、表征及在电分析和电催化方面的应用；超分子生物组
装等。

３．生物电化学与电分析化学：光生物电化学燃料电池，碳纳米管在细
胞研究中的应用，例如作为纳米药物、注射通道等；ＤＮＡ 逻辑及机
器，体内电分析化学和及时现场诊断。

４．液相色谱与毛细管电泳 ／电化学发光及微全分析检测：样品有效分
离后通过毛细管电泳 ／电化学发光技术进行微全分析；电化学发光
用于免标记生物分析和指纹分析；微流控芯片和基于纸的分析装
置。

５．电化学扫描探针显微法及伏安分析等电分析化学各方面：电化学
扫描探针显微镜的新应用例如活细胞表面表征和微 ／纳米合成，传
统伏安电化学的新发展。

·０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材料化学亚太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７－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汪鹏飞　 李　 嫕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联 系 人： 王丽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３６２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６４０４９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ａｎｇｈｕａｘｕｅ＠ ｍａｉｌ．ｉｐｃ．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ＵＳ ＄ ５００；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ｎｔ，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有机光功能材料；
２．光催化材料；
３．化学与生物传感、标记和影像。

·１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计算材料设计及模拟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７－２０ 日，沈阳

主　 　 席： 李依依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７２ 号 １１００１６
联 系 人： 陈星秋　 李淑彦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４⁃８３９７０１０２，２３９７１５００
Ｆａｘ： ８６⁃２４⁃２３８９１３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ｎｇｑｉｕ．ｃｈｅｎ＠ ｉｍｒ．ａｃ．ｃｎ；ｓｙｌｉ＠ ｉｍｒ．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材料设计与多尺度模型

２．材料制备工艺模拟

３．高通量计算与大数据

４．界面计算模拟

·２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海峡两岸化学动力学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７－２１ 日，大连

主　 　 席： 张东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５７ 号 １１６０２３
联 系 人： 徐　 昕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４１⁃８４３７９３６９
Ｆａｘ： ８６⁃４４１⁃８４６７５５８４
Ｅｍａｉｌ： ｘｕｘｉｎ＠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没有

会议议题：
１．多原子分子体系动力学研究；
２．反应共振态和过渡态动力学研究；
３．态－态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
４．非绝热效应研究。

·３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工程塑料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２１ 日，西宁

主　 　 席： 何嘉松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中关村北一街 ２ 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乌　 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１２８５７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１２８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ｗｕ＠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ｐｌａｐ．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 ｅｐ２０１５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正在确定之中

会议议题：
１．可持续世界的高分子材料；
２．从催化剂到高分子的合成路径；
３．大分子表征新手段；
４．高分子加工、复杂流体及流变学；
５．多相多组分高分子体系；
６．先进工程塑料和热固性材料；
７．生物技术用聚合物。

·４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北京国际血液发育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２２ 日，北京

主　 　 席： 孟安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５ 号

联 系 人： 刘　 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３０７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３１３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ｆ＠ ｉｏｚ．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ｉｏ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ｉｏｚ．ａｃ．ｃｎ ／ ｙｊｚ ／ ｌｉｕｆｅｎｇ ／ ｐｉ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１．人和小鼠血液发育

２．斑马鱼血液发育

３．应用小鼠和斑马鱼等模式动物建立人类血液发育的疾病模型

·５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３ 届中日煤与碳一化学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２４ 日，敦煌

主　 　 席： 王建国　 三浦孝一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省太原市桃园南路 ２７ 号 ０３０００１
联 系 人： 韩怡卓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３５１⁃４０４９７４７，１３８０３４６２３５２
Ｆａｘ： ８６⁃３５１⁃４０５０３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ｈａｎｙｚ＠ ｓｘｉｃ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ｘｉｃｃ．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普通代表：２２００ 元或等值外币，学生代表：
１６００ 元或等值外币

会议议题：
１．讨论进一步拓展在低阶煤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领域的

合作研发

２．燃煤污染物控制与脱除技术领域的中日合作开发与市场推广

３．有关煤、生物质、以及非常规油气资源利用的最新研发进展的交流

·６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城镇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人类福祉亚
全球评估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１－２３，海拉尔

主　 　 席： 邓祥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联 系 人： 张　 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８９７９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５６５３３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ｑ．ｃｃａｐ＠ 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ｆｒｅｅ

会议议题：
１．全球变化背景下城镇化的时空演变及未来情景模拟

２．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概念性框架与评估方法实证探讨

３．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评估方法及国际案例

４．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城镇化的响应机制研究及国际案例

５．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机制研究及国际案例

６．讨论筹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亚太区域节点办公室，制定工作

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７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一届中韩双边高分子材料科学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３－２７ 日，长春

主　 　 席： 名誉主席：安立佳　 Ｄｏｏ Ｓｕｎｇ Ｌｅｅ
会议主席：门永锋　 Ｄｕｋｊｏｏｎ Ｋｉｍ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

联 系 人： 石彤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３０９
Ｆａｘ：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９６９
Ｅｍａｉｌ： ｔｆｓｈｉ＠ ｃｉａｃ．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主要就高分子材料科学最新进展，特别是关于生物、医学以及能源等

领域的先进高分子材料设计、合成、结构表征及性能开发等方面进行探讨

和研究。 会议分以下五个主题：
１．高分子复杂体系；
２．环境友好高分子和生物医学高分子；
３．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
４．高分子材料结构性能与表征；
５．新能源高分子材料。

·８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磁重联的小型结构与传输国际团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４－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Ｄｕｎｌｏｐ Ｍ．（ＵＫ）
主办单位：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分部

联 系 人： 恩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１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ｉｂｊ．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通过 ＭＭＳ，观测星簇在向阳面磁层顶上的重联现象，并建立可能

会发生的观测信号。
２．探讨和整合星簇四星技术，并在更小的四面体下，如何运用技术。

·９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３ 届国际气体地球化学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４－３０ 日，成都

主　 　 席： 彭平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 ５１１ 号 ５１０６４０
联 系 人： 王云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０⁃８５２９０１９７
Ｆａｘ： ８６⁃２０⁃８５２９０１９７
Ｅｍａｉｌ： ｉｃｇｇ１３＠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ｉｃｇｇ１３．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３００ 欧元

会议议题：
１．火山气与地热系统

２．沉积盆地与油藏气

３．稀有气体及应用

４．非常规天然气（页岩气、致密气、深部气、煤层气）
５．气体分析方法与技术

·０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４ 生物医学光学与超声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深圳

主　 　 席： 汪立宏　 郑海荣　 宋　 亮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生物医学光学与分子影像研究室

医工所劳特伯生物医学影像研究中心

联 系 人： 潘　 迪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８６８２３１８６００
Ｆａｘ：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２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ｄｉ．ｐａｎ＠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无

会议议题：
１．光 ／声多模成像与传感技术

２．用于生物医学成像与传感的光 ／声技术

·１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分子识别与功能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北京

主　 　 席： 罗三中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街 ２ 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李唯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４４４９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４４４９
Ｅｍａｉｌ： ｌｍｒｆ＠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ｍｒｆ．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无

会议议题：
１．围绕分子识别与功能研究领域内的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２．讨论相关领域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２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快速磁共振成像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深圳

主　 　 席： 梁　 栋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深圳大学城学苑大道 １０６８ 号 ５１８０５５
联 系 人： 安一硕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２６８
Ｅｍａｉｌ： ｙｓ．ａｎ＠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讨论快速磁共振。

·３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次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
国际合作组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会期 ３ 天，北京 ｏｒ 西安

主　 　 席： 张双南

主办单位： 高能所 ＆ 西光所

联 系 人： 徐　 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６３０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４３１６
Ｅｍａｉｌ： ｍｉｎｇｘｕ＠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ｈｅｒｄ．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ＮＡ

会议议题：
１．太空探测暗物质

２．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科学目标及设计

·４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ＩＳＳＩ⁃ＢＪ 夏令营－空间科学任务策划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１ 日，北京

主　 　 席： Ｍ．Ｆａｌａｎｇａ（ＩＳＳＩ⁃ＢＪ，ＣＮ）
主办单位：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分部

联 系 人： 恩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１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ｉｂｊ．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高能天文物理，如观察黑洞、中子星、白矮星等。

·５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国际纳米科学与技术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５ 日，北京

主　 　 席： 白春礼

主办单位：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中关村北一条 １１ 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唐智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５５８０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６５６７６５
Ｅｍａｉｌ： ｚｙｔａｎｇ＠ ｎａｎｏｃｔｒ．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ａｎｏｃｔｒ．ｃｎ ／ ｚｈｉｙｏｎｇｔａｎｇ ／ ｋｅｔｉｚｕ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无机纳米材料

２．碳纳米材料

３．软物质纳米材料

４．纳米医药与纳米生物技术

５．能源与环境纳米技术

６．纳米光子与光电子技术

７．纳米器件与纳米系统

８．纳米表征与方法学

９．纳米结构的模拟计算

·６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几何模型、核物理与强子物理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５－８ 日，兰州

主　 　 席： Ｎｉｃｋ Ｍａｎｔｏ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兰州市南昌路 ５０９ 号 ７３００００
联 系 人： 张鹏鸣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９１８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ｐｍ＠ 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几何模型（例如 Ｓｋｙｒｍｅ 模型）等的研究进展

２．Ｓｋｙｒｍｅ 模型与原子核性质

３．Ｓｋｙｒｍｅ 模型与强子物理及 ＱＣＤ 有效理论

４．Ｈｏ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ＱＣＤ

·７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中国页岩气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６－８ 日，武汉

主　 　 席： 刘继山　 冯夏庭　 Ｄｅｒｅｋ Ｅｌｓｗｏｒｔｈ　 周福宝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小洪山 ２ 号

联 系 人： 魏明尧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８９８６００９９６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ｇ２０１５．ｏｒｇ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普通代表 ＵＳ ＄ ５００，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代表

ＵＳ ＄ ６８０，学生代表 ＵＳ ＄ ３４０

会议议题：
１．页岩气与煤层气开采中的地球科学问题

２．页岩气与煤层气开采中的地质力学问题

３．页岩与煤岩中的水力压裂

４．页岩与煤岩中的多相流动问题

５．页岩与煤岩的特性描述

６．页岩与煤岩的传导性能

７．多尺度问题及其综合研究

８．多物理场问题及其综合研究

９．中国页岩气开发的挑战与经验

１０．中国煤层气开发的挑战与经验

１１．中国页岩气工业发展远景

１２．中国煤层气工业发展远景

１３．水相关问题

１４．引发地震问题

·８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６ 届半导体缺陷识别、成像与物理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６－１０ 日，苏州

主　 　 席： 杨德仁　 康俊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苏州工业园区若水路 ３９８ 号

联 系 人： 王　 海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１２⁃６２８７２８０７
Ｆａｘ： ８６⁃５１２⁃６２８７２８０７
Ｅｍａｉｌ： ｈｗａｎｇ２０１３＠ ｓｉｎａｎ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ｄｒｉｐｘｖｉ．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２５００，
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半导体中点缺陷和扩展缺陷物理（缺陷的起源、电学、光学和磁性

缺陷）
２．晶体或晶圆的大面积成像技术

３．器件性能和可靠性评估的成像技术

４．光电子和电子器件失效的缺陷分析

５．成像技术（非接触探测，Ｘ 射线、电子束、电学、光学和热成像技术

等非接触式方法）
６．空间高分辨及原子尺度分辨成像技术（扫描隧道显微镜、原子力显

微镜、扫描近场光学显微镜、弹道电子能量显微镜等前沿新技术）

·９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３ 届辐射物理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１３ 日，北京

主　 　 席： 吴自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联 系 人： 储旺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２０７５
Ｆａｘ： ８６⁃５５１⁃６５１４１０７８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ｕｗｓ＠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ｒｐ１３．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老师 ＲＭＢ ￥ ５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３５０

会议议题：
１．辐射物理学理论研究和定量分析技术

２．先进辐射装置、探测器和技术

３．吸收光谱和荧光光谱（ＸＡＦＳ、荧光、拉曼等）
４．辐射物理在材料科学、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中的应用研究

５．辐射物理在生物学和医学中的应用研究

６．辐射物理在太空、地球、能源与环境科学中的应用研究

７．辐射物理在考古、文化遗产和艺术中的应用

８．辐射物理在工业中的应用

９．辐射物理与核燃料循环

·０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恒星观测网络项目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９－１１ 日，昆明

主　 　 席： 王国民　 邓李才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天文光学技术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 １８８ 号

联 系 人： 林　 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５４８２２９３
Ｆａｘ： ８６⁃２５⁃８５４１２２２４
Ｅｍａｉｌ： ｓｌｉｎ＠ ｎｉａｏ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待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ＳＯＮＧ 项目科学目标研讨（如恒星天体物理、系外行星等）；
２．ＳＯＮＧ 项目科学目标实现方法研讨（如星震学、视向速度法、微引

力透镜观测、幸运成像法等）；
３．ＳＯＮＧ 项目望远镜及仪器研讨；
４．ＳＯＮＧ 项目国际合作及运作模式研讨。

·１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金属组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９－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柴之芳　 张新荣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乙

清华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联 系 人： 丰伟悦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２０９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２０９
Ｅｍａｉｌ： ｆｅｎｇｗｙ＠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４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生物学中金属：功能和命运

２．金属药物：诊断和治疗

３．岩石圈－生物圈相互作用

４．生物纳米材料

５．分析方法和仪器

·２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复合材料计算与实验方法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１３ 日，宁波

主　 　 席：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主办单位：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中官西路 １２１９ 号 ３１５２０１
联 系 人： 祝颖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７４⁃８６６８８２０３
Ｆａｘ： ８６⁃５７４⁃８６６８５８０２
Ｅｍａｉｌ： ｙ．ｚｈｕ＠ ｎｉｍｔ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ｎｉｍｔｅ．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３５０ 欧元

会议议题：
１．聚合物基、陶瓷基、金属基复合材料

２．损伤与断裂

３．实验技术

４．健康诊断

５．连接和承载行为

６．力学和物理性能

７．多尺度建模

８．无损测试技术

９．成型技术

１０．结构设计

１１．测试与表征

·３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亚太发育生物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１４ 日，西安

主　 　 席： 孟安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５ 号 １００１０１
联 系 人： 范利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３１３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３１３
Ｅｍａｉｌ： ｆａｎｌｈ＠ ｉｏｚ．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ａｐｄｂｃ２０１５．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８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发育与进化

２．发育和疾病相关信号通路

３．神经发育生物学

４．调控网络

５．干细胞 ／再生医学

６．新技术和新方法

·４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国际空间天气子午圈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王　 赤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二条一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李晓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７６８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６３２２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ｘｙ＠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地磁观测研究

２．雷达观测研究

３．国际子午圈多边合作

４．中科院空间天气南美实验室运行研究及建议

·５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基于大数据的疾病基因组学研究与合作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１７ 日，北京

主　 　 席： 米双利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Ｒ．Ｈｕａｎ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一号院 １００１０１
联 系 人： 李　 蒙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６８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７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ｍｅｎｇ＠ ｂｉｇ．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讨论大数据的计算、存储和传输技术的发展现状；
２．探讨基于大数据的肿瘤基因组学研究进展；
３．探讨基于大数据的其他疾病基因组学研究进展；
４．探讨新的合作意向；
５．讨论如何加强研究小组的国际间合作与协调问题。

·６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北京谱仪三合作组年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中旬，北京

主　 　 席： 沈肖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所

联 系 人： 邢天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０８３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ｎｇｔｈ＠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ＢＥＳＩＩＩ 国际合作组实验最新进展

·７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物理有机前沿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６－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罗三中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街 ２ 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罗三中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４４４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４４４９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ｏｓｚ＠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无

会议议题：
１．探讨惰性键活化与转化中的物理有机问题

２．探讨惰性键活化与转化的新方法、新策略

·８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地球空间研究国际论坛
———面临的严峻挑战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７－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Ｅｒｉｃ Ｄｏｎｏｖａｎ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Ｖａｎ Ｅｙｋｅｎ　 Ｃｈｉ Ｗａｎｇ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Ｆａｌａｎｇａ

主办单位：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分部

联 系 人： 恩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１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ｉｂｊ．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探讨世界地球空间学高水平科学任务；
２．明确地球空间学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及探讨地球空间卫星任务及

未来 ２０ 年可运行的主要地基任务。

·９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成体神经干细胞与神经退行性
疾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８－１９ 日，北京

主　 　 席： 王晓群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 １５ 号 １００１０１
联 系 人： 吴　 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７９９４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７３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ａｏｑｕｎｗａｎｇ＠ ｉｂ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国内学生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国外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成体神经干细胞的起源和功能

２．成体神经干细胞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中的应用

３．生物信息学、生物影像学、多能干细胞培养与分化等技术在研究成

体神经干细胞及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及创新

·０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中巴城市与区域转型发展比较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８－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刘　 毅

主办单位： 中国

联 系 人： 刘卫东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９８０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９３０２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ｗｄ＠ 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会议议题：
１．转型发展中的中巴区域政策比较；
２．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区域管理；
３．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
４．问题城市区域转型；
５．资源开发与保护；
６．城市区域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
７．创新系统与新兴产业发展；
８．乡村转型与农业发展。

·１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国际能量转换材料与器件
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８－２１ 日，合肥

主　 　 席： 陆亚林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物质科学技术中心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联 系 人： 刘媛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９７７
Ｆａｘ：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９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ｈｃｐｓｔ＠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ｐｓｔ．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研讨能量转换材料和器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前沿和进展

２．研讨材料计算和模拟

３．研讨能量转换的先进表征技术过程

４．与会者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并探讨开展科研合作的可能性

５．讨论下一届会议工作计划

·２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九届感染与免疫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８－２１ 日，武汉

主　 　 席： 唐　 宏

主办单位： 中国免疫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武汉

中国免疫学会感染免疫专业委员会，北京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病理中心，武汉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感染免疫重点实验室，北京

联 系 人： 张　 纯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７⁃８７１９７０８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ｗｈ．ｉｏｖ．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５０

会议议题：
１．免疫系统、细胞分化与发育

２．免疫细胞信号与调控机制

３．病毒性感染与免疫应答、调节机制

４．细菌性感染与免疫应答、调节机制

５．新型疫苗策略

·３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功能代谢组学科学论坛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９－２０ 日，大连

主　 　 席： 许国旺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联 系 人： 侯晓莉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４１⁃８４３７９５２０
Ｆａｘ： ８６⁃４４１⁃８４３７９５５９
Ｅｍａｉｌ： ｈｏｕｘｌ＠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不收注册费

会议议题：
１．讨论交流功能代谢组学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２．讨论交流功能代谢组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３．对功能代谢组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等进行

研讨，推动并促进学科交叉与合作。

·４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高分子乳液聚合和功能高分子
微球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０－２５ 日，成都或昆明

主　 　 席： 马光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二街 １ 号

联 系 人： 王莉军　 韦　 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３４６６７１９９３１，１３４６６５７１５２３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１７０７２
Ｅｍａｉｌ： ｌｊｗａｎｇ＠ ｉｐｅ．ａｃ．ｃｎ，ｙｗｅｉ＠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ＵＳ ＄ ２００（暂定）

会议议题：
１．高分子纳微球合成机理

２．高分子纳微球新型表征技术

３．高分子纳微球结构控制

４．高分子复合微球的制备

５．高分子纳微球的应用

·５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广义相对论的 １００ 年暨 ２０１５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国际光年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２３ 日，北京

主　 　 席： 吴岳良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学院、ＫＩＴＰ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８０ 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陈　 锋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８０９５９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８０９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ｆ＠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ｅｎ．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４．广义相对论的 １００ 年

５．２０１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年

·６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核电站材料与可靠性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２４ 日，沈阳

主　 　 席： 韩恩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７２ 号 １１００１６
联 系 人： 李淑彦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４⁃２３９７１５００
Ｆａｘ： ８６⁃２４⁃２３８９１３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ｓｙｌｉ＠ ｉｍｒ．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核岛重要部件的研究、设计与制造中的材料问题；
２．核电站运行中的现场材料损伤；
３．关键部件中材料环境损伤的行为和机制；
４．减缓、防护和监测 ／检测核电站材料损伤的技术；
５．核电站关键部件的寿命、安全性与可靠性评估的理论和技术；
６．与核电材料制备和服役相关的其他方面。

·７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届国际正负电子对撞物理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２６ 日，合肥

主　 　 席： 赵政国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联 系 人： 黄光顺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１８３
Ｆａｘ：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３４３２
Ｅｍａｉｌ： ｈｇｓ＠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ｐｎｐ．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 ｐｈｉｐｓｉ２０１５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Ｒ 值的精确测量及物理应用

２．辐射修正与真空极化测量

３．Ｍｕ 子反常磁矩的测量与计算

４．介子与强子形状因子

５．强子谱与产生和衰变机制

６．味物理（包括夸克和轻子）
７．双光子物理

８．探测技术与未来实验设备

·８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整合动物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３０ 日，北京、长白山

主　 　 席： 张知彬

主办单位： 国际动物学会

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联 系 人： 熊文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２９５
Ｆａｘ： ００⁃６４８０７２９５
Ｅｍａｉｌ： ｉｓｚｓ＠ ｉｏｚ．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ｚｏｏｌｏｇｙ．ｏｒｇ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气候变化的生物学效应

２．种群动态与生态学

·９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脑功能成像研究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北京

主　 　 席： 何　 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

联 系 人： 施立楠　 周　 馨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９７１２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７１２９３
Ｅｍａｉｌ： ｓｈｉｌｉｎａｎ＠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未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９００

会议议题：
１．脑功能成像技术

２．脑功能成像应用

·０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项目
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北京

主　 　 席：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乙

联 系 人： 于梅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ｍ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会议议题：
评审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项目建设方案的可行性，并提出修

改意见和建议。

·１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辐射物理会议卫星会议：
成像方法和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北京

主　 　 席： 吴自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乙

联 系 人： 于梅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ｍ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会议议题：
作为第 １３ 届国际辐射物理会议（ＩＳＲＰ１３）的卫星会议，主要开展成

像理论、方法和实验技术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交流和研讨。

·２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基建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北京

主　 　 席：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乙

联 系 人： 于梅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ｍ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会议议题：
评审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拟建设土地的地质和微振动水平是否满足建

设要求。

·３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健康河流与可持续水资源管理
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重庆

主　 　 席： 郭劲松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重庆市北碚区方正大道 ２６６ 号 ４００７１４
联 系 人： 欧阳文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３⁃６５９３５９３３
ｈｔｔｐ： ／ ／ ｗｊｏｕｙａｎｇ＠ ｃｉｇｉｔ．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生态水文学和水资源管理；
２．生态水文学与生态技术在水源管理中的应用；
３．流域可持续发展：控制水体富营养化、有害藻类滋生；防止异种入

侵，保持生物多样性；
４．生态水文学与水污染过程控制；
５．大型水利工程水域生物多样性重建的水文生态方案。

·４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未来高能环形对撞机物理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北京

主　 　 席： Ｎｉｍａ Ａｒｋａｎｉ⁃Ｈａｍｅｄ　 吕才典

主办单位： 中科院高能所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

联 系 人： 党　 蕾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００９７４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０８５
Ｅｍａｉｌ： ｄａｎｇｌ＠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会议议题：
１．未来环形加速器相关物理

２．ＴｅＶ 物理理论

·５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亚澳火安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１１ 日，苏州

主　 　 席： 胡　 源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亚澳火安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

联 系 人： 宋　 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０８１
Ｆａｘ：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１６６９
Ｅｍａｉｌ： ａｏｆｓｍ＠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０

会议议题：
１．阻燃材料与技术

２．火和热防护材料

３．耐火材料

４．灭火剂

５．消防安全法规和测试

６．环境、烟气与毒性

·６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乳腺癌干细胞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１２ 日，南京

主　 　 席： 陈策实　 王　 水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昆明市教场东路 ３２ 号 ６５０２２３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市广州路 ３００ 号

联 系 人： 孔燕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７１⁃６５１８１９４５
Ｆａｘ： ８６⁃８７１⁃６５１８１９４５
Ｅｍａｉｌ： ｋｏｎｇｙａｎｊｉｅ２６＠ １６３．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ｋｉｚｃｓｃｓ２０１４．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１．乳腺癌干细胞的研究前沿进展和热点；
２．乳腺癌干细胞的研究临床转化与应用；
３．乳腺癌干细胞研究新策略与平台建设。

·７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风成沉积研究进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丁仲礼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１９ 号 １０００２９
联 系 人： 杨石岭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８５２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０１０８４６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ｇｓｌ＠ ｍａｉｌ．ｉｇｇ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网站正在建设中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５０

会议议题：
１．现代风积过程

２．风成沉积和古环境重建

３．风积过程和古气候模拟

·８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有关高层大气物理学中的行星大小的
物体研究国际团队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１６ 日，北京

主　 　 席： Ｍｕｅｌｌｅｒ⁃Ｗｏｄａｒｇ Ｉ．
主办单位：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分部

联 系 人： 恩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１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ｉｂｊ．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会议围绕四个议题：小尺度的结构和扰动，大尺度的背景结构，太
阳周期 ／季节 ／日变动和电离层的结构、变动和化学；

２．通过对具有不同边界条件的行星的了解，延伸出对其性质的更基

础的实质性的理解。

·９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二届国际非连续变形分析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１９ 日，武汉

主　 　 席： 焦玉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武汉市武昌小洪山 ２ 号 ４３００７１
联 系 人： 张秀丽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７⁃８７１９７３２０
Ｆａｘ： ８６⁃２７⁃８７１９７３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ｘｌ＠ ｗｈｒｓ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ｃａｄｄ１２．ｏｒｇ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２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关键块体理论及工程应用

２．非连续变形分析（ＤＤＡ）方法

３．数值流形元法

４．离散单元法（ＤＥＭ）及无网格法

５．非连续－连续耦合方法

６．非连续变形试验与测量

７．接触算法与节理接触模型

８．岩石节理与岩体中的波传播

９．非均质材料变形分析

１０．多尺度多物理场非连续模拟

１１．岩土工程中其它先进解析与数值方法

１２．水电工程高边坡非连续性

１３．工程案例研究

·０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亚热带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２０ 日，长沙

主　 　 席： 吴金水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联 系 人： 何寻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３１⁃８４６１５２４４
Ｆａｘ： ８６⁃７３１⁃８４６１２６８５
Ｅｍａｉｌ： ｈｂｈｐｊｈｎ＠ ｉｓａ．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ｓｓａｓｒ２０１５．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２１ 世纪亚热带地区食品安全

２．农业创新提高农业生产力

３．农业、环境、气候变换

４．下一代农民培育

·１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经验软件工程国际会议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２４ 日，北京

主　 　 席： 王　 青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 Ｒｕｈｅ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北京中关村南四街四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王　 青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６６１８１８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６６１８１９
Ｅｍａｉｌ： ｗｑ＠ ｉｓ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ｓｅｉｗ．ｉｓｃａｓ．ａｃ．ｃｎ ／ ｅｓｅｉｗ２０１５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４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７５０

会议议题：
１．经验软件工程方法，工业案例研究

２．系统调研研究

３．元分析，定量和定性综合分析方法

４．基于经验的决策支持

５．经验软件方法涉及的度量，评价，比较和开发的新思想

６．经验预测系统和软件估算模型的开发和评价

７．数据挖掘与经验方法

８．质量度量与保证

９．度量软件过程改进，软件项目经验和知识管理

１０．软件工程中基于仿真的研究

·２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过程工程中的多尺度结构
和系统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李静海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联 系 人： 杨　 宁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９１３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８０６５
Ｅｍａｉｌ： ｎｙａｎｇ＠ ｈｏｍｅ．ｉｐ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ｍｍｓ．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化学和过程工程中的多尺度和介尺度结构的实验研究

２．多相反应器层次的多尺度计算流体力学模拟

３．材料 ／反应 ／表界面层次的介尺度结构

４．多尺度物理和计算方法

·３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空间认知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郭华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联 系 人： 李新武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９０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９５９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ｘｗ＠ ｒａｄｉ．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ａｄｉ．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无

会议议题：
１．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环境现状，生态环境改善的必要性及发展方

向；
２．丝绸之路经济带主导性中心城市群、城镇化与交通布局中存在的

问题，未来发展思路、主要制约因素；
３．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空间信息技术合作现状、存在的问题、未
来的发展方向；

４．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农业规模和水资源利用现状

·４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七届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
系统辨识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２１ 日，北京

主　 　 席： 会议不设大会主席

程序委员会主席：白尔维　 张纪峰

组织委员会主席：方海涛

主办单位： ＩＦＡＣ 建模、辨识与信号处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中国自动化学会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５５ 号

联 系 人： 武宁哲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１９６５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７３４３
Ｅｍａｉ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ｓｙｓｉｄ２０１５．ｉｎｆ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ｙｓｉｄ２０１５．ｉｎｆｏ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１３６０，学生 ＲＭＢ ￥ ７５０

会议议题：
１．可辨识性；２．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时变系统、多变量系统、混杂

系统、分布式系统辨识；３．线性和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４．时空数据估算；
５．状态估计与参数跟踪；６．辨识中的鲁棒问题研究；７．序列蒙特卡罗方法，
含粒子滤波；８．学习、数据挖掘和贝叶斯方法；９．参数估计与逆向建模；１０．
建模与量子化系统辨识；１１．面向控制、适应控制和基于数据控制器设计
的辨识；１２．随机分析与不确定性描述；１３．实验设计；１４．模型验证；１５．监
控与故障检测；１６．应用（包括但不限于：物理测量、运输、通信、航空、自动
化、过程控制、运动控制、机器人、计量经济学、模态分析与结构安全监控、
生物工程与医疗系统、生态系统、能源与信息网络）

·５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地下水污染与水系统安全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２２ 日，北京

主　 　 席： Ｄａｖｉｄ Ｊｅｗｅｔｔ　 中方待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甲 １０００４９
联 系 人： 王慧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３８１１４９４０３２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５６４１５
Ｅｍａｉｌ： ｗｈｆ２００８＠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ｇｃｗｓｓ．ｇ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地下水污染调查、监测预警与应急

２．地下水与地表水相互转化时空演变与定量评价

３．地下水污染模拟新进展

４．地下水污染人体健康与生态风险评估

５．全球变化与地下水环境响应

６．地下水污染控制与修复新进展

７．地下水风险管理平台与法律法规建设

８．地下水污染流域尺度水环境系统优化调控

·６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半导体功能材料基因组计划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２３ 日，北京

主　 　 席： 李树深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甲 ３５ 号 １０００８３
联 系 人： 骆军委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３０４０１９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３０５０５６
Ｅｍａｉｌ： ｊｗｌｕｏ＠ ｓｅｍｉ．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免注册费

会议议题：
１．讨论开发用于预测各种材料性质的高性能计算方法

２．讨论预测不同材料性质的高通量大规模计算技术

３．讨论微结构和动力学过程的多尺度模拟

４．讨论构建不同材料的基础数据库

·７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体域网绿色解决方案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２３ 日，北京

主　 　 席： 陈　 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３ 号 １０００２９
联 系 人： 张庭园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８３８⁃８０４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３６２２６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ｔｉｎｇｙｕａｎ＠ ｉｍｅ．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４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８０

会议议题：
１．探讨面向体域网的近人体通信关键技术；
２．探讨面向体域网的芯片设计；
３．探讨面向体域网的生物工程技术；
４．探讨面向体域网的系统及应用（包括医疗与健康）；
５．探讨面向体域网的能量自获取技术（包括能源获取及无线能量传

输）；
６．探讨体域网标准；
７．讨论体域网未来发展趋势及国际间研究小组的合作。

·８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届世界华人鱼虾营养与饲料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２６ 日，武汉

主　 　 席： 麦康森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市武昌区东湖南路 ７ 号 ４３００７２
联 系 人： 解绶启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７⁃６８７７０６６７
Ｆａｘ： ８６⁃２７⁃６８７８００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ｓｑｘｉｅ＠ ｉｈｂ．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１０ｓｗｃｓｎｆｆｓ．ｃｏｍ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营养需求与原料利用

２．营养生理与健康

３．水产品安全与品质控制

４．饲料质量控制与加工工艺

５．摄食生理与投喂技术

·９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国际基因组学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２５ 日，西安

主　 　 席： 于　 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联 系 人： 孟庆姝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５４６
Ｅｍａｉｌ： ｍｅｎｇｑｉｎｇｓｈｕ＠ ｂｉ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ｃｇ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１２００ 元（学生 １０００ 元），国外

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主题：
基因组学和医学大数据的整合与分析

１．基因组学与大数据

２．表观组学与转录调控

３．基因组科学与信息在法医学中的应用

４．海洋基因组学与国家战略

·０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届中日双边金属原子簇化合物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２７ 日，福州

主　 　 席： 曹　 荣　 酒井健

主办单位：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联 系 人： 陈玉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９１⁃８３７１５５４４
Ｆａｘ： ８６⁃５９１⁃８３７１４９４６
Ｅｍａｉｌ： ｃｙｂ＠ ｆｊｉｒｓ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ｊｉｒｓｍ．ｃａｓ．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金属原子簇的合成、结构及理论研究

２．过渡金属配合物的合成、结构及应用

３．超分子自组装及晶体工程

４．生命过程中的结构化学

·１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
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２６ 日，北京

主　 　 席： 邓祥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 １１ 号 １００１０１
联 系 人： 张　 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８９７９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５６５３３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ｑ．ｃｃａｐ＠ 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内陆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和水资源调控的国际案例与提升流域

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的国际经验；
２．社会经济水循环过程的驱动机制；
３．多尺度水资源动态优化配置的建模与应用；
４．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流域规划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流域水资

源制约与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用水需求的影响；
５．典型内陆河流域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水文过程之间的耦合规律；
６．水－生态－社会经济耦合系统演变的多情景模拟。

·２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大数据发展高层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２６ 日，北京

主　 　 席： 石　 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８０ 号 ６ 号楼 ２０３ 室

联 系 人： 石　 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８０６９８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８０６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ｙｓｈｉ＠ ｇ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讨论大数据问题

２．讨论集群计算和性能问题

３．讨论云计算问题

４．社会计算问题

５．讨论可信计算和软件问题

６．讨论无线技术与性能问题

７．讨论层次分析问题

８．讨论决策分析问题

９．讨论商务智能问题

１０．讨论复杂系统问题

１１．讨论计算经济学问题

·３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中国－瑞士天然产物与创新药物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２７ 日，宁海

主　 　 席： 丁　 健　 叶　 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联 系 人： 林艳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０８０５９０２
Ｆａｘ： ８６⁃２１⁃５０８０５９０２
Ｅｍａｉｌ： ｙｌｌ＠ ｓｉｍｍ．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仅通过邀请参会

会议议题：
１．陆地和海洋天然产物结构解析、合成研究；
２．活性天然产物生物合成及合成生物学研究；
３．基于活性天然产物的药物发现研究。

·４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干细胞组织及伦理委员会
２０１５ 年年会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周　 琪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５ 号 １００１０１
联 系 人： 李　 晴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３０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３０６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ｑｉｎｇ＠ ｉｏｚ．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干细胞研究学会年会

２．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科学与伦理

３．干细胞研究学会伦理委员会工作会议

·５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３０ 日，上海

主　 　 席： 宋力昕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１２９５ 号

联 系 人： 陈　 思　 田俊京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２４１１１０８，５２４１１１０７
Ｆａｘ： ８６⁃２１⁃５２４１１１０８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ｓｉ＠ ｍａｉｌ．ｓｉｃ．ａｃ．ｃｎ，ｊｊｔｉａｎ＠ ｍａｉｌ．ｓｉ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ａｃ．ｏｒｇ．ｃｎ ／ ｇｊｈｙ ／ ２０１３１２ ／ ｔ２０１３１２３０＿１５０３３９．ｈｔｍ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古陶瓷科学技术

２．考古

３．古陶瓷贸易

４．工艺技术与美术

５．测试方法

６．保护与修复

·６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林冠生态学与生物多样性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２９ 日，昆明

主　 　 席： 曹　 敏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昆明市学府路 ８８ 号 ６５０２２３
联 系 人： 孙振华　 江　 南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３８８８７１３２９６，１３６６８７０９６７３
Ｆａｘ： ８６⁃８７１⁃６５１６０９１６
Ｅｍａｉｌ： ｓｕｎｚｈｅｎｈｕａ＠ ｘｔｂｇ．ａｃ．ｃｎ，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交流林冠生态学及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和热点问题；
２．讨论基于塔吊的林冠联网研究领域和模式。 在已有研究领域、资
源和人才的基础上，探讨双方今后合作的方式和方法，全面拓展我

园与国际和国内林冠组织（或机构）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中的合作，
建立长期关系，突出我国的国际影响；

３．讨论全面建设和完善地区性林冠联网的思路。

·７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深圳

主　 　 席： 郑海荣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深圳大学城学苑大道 １０６８ 号 ５１８０５５
联 系 人： 安一硕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２６８
Ｅｍａｉｌ： ｙｓ．ａｎ＠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讨论生物医学工程相关课题。

·８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先进功能材料高通量制备与表征技术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７ 日，合肥

主　 　 席： 陆亚林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物质科学技术中心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联 系 人： 刘媛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９７７
Ｆａｘ：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９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ｈｃｐｓｔ＠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ｐｓｔ．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未定

会议议题：
１．研讨先进功能材料高通量制备与表征技术的最新发展

２．探讨如何发展和完善先进功能材料的高通量计算、高通量组合实

验以及数据库技术

３．讨论加强国家之间在先进功能材料领域的学术交流

４．讨论下一年会议计划

·９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职业发展与就业管理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６－８ 日，合肥

主　 　 席： 余玉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联 系 人： 翁清雄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５４３
Ｅｍａｉｌ： ｗｑｘ８８６＠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 Ｎｅｗｓ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２０１４０８ ／
ｔ２０１４０８１２＿１９９７９８．ｈｔｍ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就业能力、就业指导与就业政策

２．创业教育、创业行为与成功创业

３．职业心理、职业行为与职业发展

４．组织行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５．职业测评与咨询的理论、方法及应用

·０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六届四面体亚洲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１３ 日，上海

主　 　 席： 马大为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３４５ 号 ２０００３２
联 系 人： 朱　 影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５６０９
Ｆａｘ： ８６⁃２１⁃６４１６６１２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ｕｙｉｎｇ＠ ｓｉｏ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建设中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企业代表 ＵＳ ＄ ６６０，学术教授 ＵＳ ＄ ４５０，国内

学生 ＵＳ ＄ １５０，国外学生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有机合成

－化学生物

·１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未来天体物理学研究方向国际论坛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Ｍ．Ｆａｌａｎｇａ
主办单位：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分部

联 系 人： 恩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１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ｉｂｊ．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在中瑞天体物理国际研讨会的探讨基础上，为将来潜在的天体物

理科学任务建立合作平台；
２．面向国际天基天体物理界，探讨科学影响力及技术需求。

·２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中英土壤生物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１５ 日，广州

主　 　 席： 罗春玲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 ５１１ 号 ５１０６４０
联 系 人： 周佳怡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０⁃８５２９０１７８
Ｆａｘ： ８６⁃２０⁃８５２９０７０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ｏｕｊｉａｙｉ＠ ｇｉｇ．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土壤生物多样性

２．土壤质量与食品安全

３．土壤生物与气候变化

·３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极端台址条件下望远镜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１９ 日，南京

主　 　 席： 崔向群　 杨　 戟　 史生才　 陈永平　 袁祥岩

主办单位： 紫金山天文台，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东南大学

南京市北京西路 ２ 号 ２１０００８
联 系 人： 毛瑞青

Ｐｈｏｎｅ： ０２５⁃８３３３２０１８
Ｅｍａｉｌ： ｒｑｍａｏ＠ ｐｍｏ．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８０

会议议题：
１．极端台址条件下光学望远镜关键技术

２．极端台址条件下太赫兹望远镜关键技术

３．极端台址条件下望远镜支撑技术

·４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壳斗科基因组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２１ 日，西双版纳

主　 　 席： Ｃｈｕｃｋ ｃａｎｏｎ　 陈　 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省勐腊县勐仑镇

联 系 人： 高　 洁

Ｐｈｏｎｅ： ０６９１⁃８７１３０６６
Ｅｍａｉｌ： ｇａｏｊｉｅ＠ ｘｔｂｇ．ｏｒｇ．ｃｎ

会议议题：
１．壳斗科树种的进化历史，系统发育及生物地理学；
２．壳斗科树种的繁育系统及基因交流；
３．壳斗科树种的比较基因组学；
４．壳斗科树种的杂交和物种形成；
５．壳斗科树种基因组数据库开发。

·５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城市建模与可视化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１９ 日，深圳

主　 　 席： 黄　 惠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联 系 人： 黄　 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３９６
Ｆａｘ：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２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ｉ．ｈｕａｎｇ＠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ｖｃｃ．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ＮＵＬＬ

会议议题：
１．３Ｄ 内容获取与建模

２．智慧城市

３．虚拟现实应用

４．点云识别

５．可视分析与计算

６．数据融合

７．三维表面重建与交互式应用

８．基于图像的建模

·６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脑网络组与基因组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１９ 日，北京

主　 　 席： 蒋田仔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联 系 人： 王少梅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７９５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７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ｓｍｗａｎｇ＠ ｎｌｐｒ．ｉａ．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ｒａｉｎｎｅｔｏｍｅ．ｏｒｇ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会议议题：
１．脑网络的遗传学基础

２．基于连接的脑图谱研究

３．脑网络的临床应用

·７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中国低碳城市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２２ 日，上海

主　 　 席： 黄伟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联 系 人： 汪　 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２０３２５１７１
Ｆａｘ： ８６⁃２１⁃２０３２５０７４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ｊｕｎ＠ ｓａｒｉ．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暂无

会议议题：
１．低碳城市的新技术和产品

２．区域和城市智慧能源网络

３．低碳城市的基础设施改造

４．智慧城市领域

５．生态城市领域

·８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亚太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学术交流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吴岳良　 萧文礼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８０ 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陈　 锋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８０９５９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８０９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ｆ＠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ｅｎ．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０

会议议题：
１．粒子物理前沿进展交流

２．暗物质、暗能量研究进展研讨

·９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北京谱仪三物理软件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下旬，北京

主　 　 席： 沈肖雁

主办单位： 高能所

联 系 人： 邢天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０８３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ｎｇｔｈ＠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ＢＥＳＩＩＩ 国际合作组物理软件升级相关工作

·０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１ 届信息安全与密码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北京

主　 　 席： 林东岱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联 系 人： 于凤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６６１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６５６４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ｆｅｎｇｊｉａｏ＠ ｉｉ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ｎｓｃｒｙｐｔ．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一般 ＵＳ ＄ ５００，学生 ＵＳ ＄ ４５０

会议议题：
主要包括访问控制、匿名性、鉴别与授权、生物安全技术、数据和系统

完整性、数据库安全、分布式系统安全、电子商务安全、网格安全、欺骗控

制、信息隐藏和水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入侵检测、密钥管理和密钥恢

复、基于语言的安全、操作系统安全、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和安全验证、移
动计算安全、安全模型、安全协议、可信计算、病毒和蠕虫防范、密码学基

础理论、可证明安全性、多方安全计算、密码系统的实现、大数据与云计算

安全和物联网安全等。

·１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亚洲应用超导与低温工程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杭州

主　 　 席： 林良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浙江大学

联 系 人： 高金水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７０１２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７０００
Ｅｍａｉｌ： ｇａｏｊｓ＠ ｍａｉｌ．ｉｅｅ．ａｃ．ｃ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亚洲应用超导技术进展

２．亚洲低温工程技术进展

·２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广州国际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１８ 日，广州

主　 　 席： 裴端卿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再生细胞生物学分会

联 系 人： 李　 婷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０⁃３２０１５３３２
Ｆａｘ： ８６⁃２０⁃３２０１５２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ｔｉｎｇ０８＠ ｇｉｂｈ．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待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重编程与多能性；
２．干细胞、血液与新技术；
３．干细胞、神经发生与神经系统疾病；
４．植物干细胞；
５．干细胞、成体细胞与疾病模型。

·３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亚洲超导低温加速器学校
２０１５ 年末，北京

主　 　 席： 高　 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乙 １０００４９
联 系 人： 高　 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９２９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３３
Ｅｍａｉｌ： ｇａｏ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无

会议议题：
本次学校将围绕超导低温加速器相关的基本理论和各项技术进行介

绍，并通过实验操作课程使学员掌握实际工作的具体流程和方法，课程内

容如下：
１．加速器物理基础

２．电磁学理论

３．射频工程

４．超导基础理论

５．超导材料

６．低温学

７．超导腔技术

８．超导磁铁技术

９．低温恒温器技术

·４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５ 年度国际会议

智能汽车与信息技术国际研讨会

主　 　 席： 待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联 系 人： 徐国卿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１８９
Ｆａｘ：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２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ｇｑ．ｘｕ＠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待定

会议议题：
待定

·５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