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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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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年度国际会议汇总

（中、英文），收录了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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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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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２０１７ 国际基因组学大会 （１６７）………………………………………
１６８．第一届偏振遥感载荷国际研讨会 （１６８）………………………………
１６９．第 ４３ 届国际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学会工业电子年会 （１６９）…………
１７０．中德颗粒流体多相流研讨会 （１７０）……………………………………
１７１．低碳循环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对话 （１７１）……………………………
１７２．第八届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前沿重点实验室－杜布纳联合核

子研究所理论物理实验室联合强相互作用物理研讨会 （１７２）………
１７３．生物传感 ／生物芯片及纳米生物学前沿 （１７３）………………………
１７４．国际律师联盟生物技术法律与政策前沿展望 （１７４）…………………
１７５．第二届盖亚时代双星国际研讨会 （１７５）………………………………
１７６．第十届广州国际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讨会 （１７６）……………………
１７７．大陆破裂过程的国际研讨会 （１７７）……………………………………
１７８．亚印太地区大气与海洋科学大会 （１７８）………………………………
１７９．大气中热带及亚热带气旋活动国际研讨会 （１７９）……………………
１８０．协同效应方法国际研讨会 （１８０）………………………………………
１８１．第七届费米亚洲研讨会 （１８１）…………………………………………
１８２．清洁能源与绿色过程工程国际研讨会 （１８２）…………………………
１８３．第 １５ 届亚洲程序设计语言和系统会议 （１８３）………………………

·ⅶ·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与综合减灾
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 ／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成都 ／西安 ／北京

主　 　 席： 崔　 鹏

主办单位：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山地中心、亚洲泥石流学会（网络）、联合国减灾署，国际

科学理事会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ＩＲＤＲ）
所属学科： 地球科学

联 系 人： 周公旦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９８０６６０１８２
Ｅｍａｉｌ： ｇｏｒｄｏｎ＠ ｉｍｄ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

２．“一带一路”自然灾害综合减灾

３．“一带一路”各国之间的减灾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５．成立“一带一路”减灾国际联盟

·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月球及行星地震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１－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ｏｇｎｏｎｎé　 Ｉｐ Ｗｉｎｇ Ｈｕｅｎ　 Ｙｏｓｉｏ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Ｍａｒｋ Ｗｉｅｃｚｏｒｅｋ　 王炎斌　 Ｔｉｌｍａｎ Ｓｐｏｈｎ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Ｆａｌａｎｇａ
Ｍｉｃｈｅｌ Ｂｌａｎｃ

主办单位：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国际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恩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１１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ｉｂｊ．ａｃ．ｃｎ
注册费： ０

会议议题：
１．回顾阿波罗地震实验过去近 ４０ 多年的研究成果，尤其关注最近 １５
年的数据分析；并且论证“阿波罗”之后的月球返回任务的科学目

标。 此次国际研讨会不仅聚集于月球内部，还将针对与月球使用

（由于其低本底地震嗓声，可将月球作为平台以探测引力波）相关

的科学目标进行研究

２．回顾有关太阳系中其它行星的地震研究成果，例如火星、金星、水
星及小行星。 研究成果评估不仅针对正在研发中的科学任务，而
且将对地震波和源建模进行研究，尤其对地球和行星间的差别

·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中日生物材料与生物医学器件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１－１３ 日，深圳

主　 　 席： 樊建平　 郑海荣　 吴天准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学城学苑大道 １０６８ 号

所属学科： 微机电系统

联 系 人： 孙　 滨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８１８５０８９１３
Ｅｍａｉｌ： ｂｉｎ．ｓｕｎ＠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注册费： ０

会议议题：
１．Ｂｉｏ⁃ＭＥＭＳ 相关技术展示与讨论

２．微流控相关技术展示与讨论

３．生物材料与医学器件现状与发展前景讨论

４．双方项目合作与协调问题

·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健康大数据共享计划
科学顾问委员会首次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章　 张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国际组织： 日本国立遗传研究所

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新加坡生物信息研究所

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英国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

所属学科： 生物信息学

联 系 人： 章　 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２６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ｂｉ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大数据中心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２．联盟建立及组织结构

３．拓展国际网络和战略伙伴关系

·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度麦克斯威望远镜用户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３－１５ 日，南京

主　 　 席： 杨　 戟　 Ｐａｕｌ Ｈｏ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Ｄｅｍｐｓｅｙ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 ２ 号

国际组织： 东亚天文台（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李　 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２８８　 １３７７０９６０８９０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ｌｉｎ＠ ｐｍ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ｍ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麦克斯威望远镜现状

２．麦克斯威望远镜大型巡天项目

３．科学亮点与分组研讨

４．数据整理与分析研讨

·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清洁炉灶论坛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３－２５ 日，西安

主　 　 席： 曹军骥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西安市雁塔区雁翔路 ９７ 号 ７１００６１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周家茂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９⁃６２３３６２７２
Ｅｍａｉｌ： ｃｏｎｆ＠ ｉｅｅ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８００

会议议题：
１．室内空气污染探讨及污染控制

２．民用能源对室内空气的污染

３．民用能源及清洁炉灶的发展

４．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碳交易政策制度及碳交易碳核查体系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２－３ 月，北京

主　 　 席： 刘　 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１５ 号

国际组织： 能源基金会（中国）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９ 号国际大厦 ２４０３ 室

所属学科： 能源经济

联 系 人： 陈　 然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２６１７６８５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ｒａｎ＠ ｃａｓｉｐ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探讨碳交易政策框架，包括立法、检测和核查等

２．碳交易碳核查体系构建

·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６ 年天文信号处理和电子研究合作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５－２０ 日，贵阳

主　 　 席： 李　 菂　 段　 然

主办单位： 国家天文台

国际组织： ＣＡＳＰＥＲ
所属学科： 天文技术

联 系 人： 段　 然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９１１５１７３２５
Ｅｍａｉｌ： ｄｕａｎｒａｎ＠ ｎａｏ．ｃａｓ．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ａｓｐｅｒ．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ｅｄｕ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接收机技术与进展

２．后端技术与进展

３．国际合作推动天文信号处理的发展

４．ＣＡＳＰＥＲ 为中国天文技术上的合作战略

·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皇后镇分子生物学会议－药物发现与
基础科学暨第九届全国药物筛选新技术

研讨会和中国热带病药物与诊断
创新网络第六次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６－１７ 日，上海

主　 　 席： 王明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所属学科： 分子生物医学

联 系 人： 张宏娜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０８０１３１３⁃２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ｈｎｚｈａｎｇ＠ ｓｉｍ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ｎ．ｃｎｃｌ．ｏｒｇ．ｃｎ ／ ２６８１ ／ ５５１４９ ／ １３５２４４．ｓｈｔｍｌ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５０

会议议题：
药物发现和基础科学

·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铀钍氦年代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０－２２ 日，北京

主　 　 席： 王　 非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１９ 号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王　 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８４１０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ｆｅｉ＠ ｍａｉｌ．ｉｇｇ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ｓｏｕｒｃｅｄｂ．ｉｇｇ．ｃａｓ．ｃｎ ／ ｃｎ ／ ｚｊｒｃｋ ／ ２００９０７ ／ ｔ２００９０７１３＿２０６５５
１０．ｈｔｍｌ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Ｕ⁃Ｔｈ） ／ Ｈｅ 年代学理论、方法与应用

２．中国（Ｕ⁃Ｔｈ） ／ Ｈｅ 年代学研究现状、问题与发展

·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光谱成像技术与光谱
数据分析应用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西安

主　 　 席： 侯　 洵

主办单位： 西安光精密机械研究所

所属学科： 光谱学

联 系 人： 刘伟华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６９１７１９２３３
Ｅｍａｉｌ： ｌｗｈ８６１１７＠ １６３．ｃｏｍ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光谱数据处理技术

２．高光谱成像技术的应用

３．机载和星载高光谱遥感应用（海洋、林业、农业、环境、地质、测绘）
４．光谱成像技术在物证鉴定领域的应用

５．高光谱遥感影像典型军事应用

６．高光谱遥感影像目标探测

７．空间目标特性研究

８．高光谱数据预处理与分析

·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中日韩超快激光超精密测量
国际学术交流会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４－２６ 日，北京

主　 　 席： Ｋａｏｒｕ Ｍｉｎｏｓｈｉｍａ　 Ｓｅｕｎｇ Ｗｏｏ Ｋｉｍ　 周维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北京海淀邓庄南路 ９ 号 １０００９４
所属学科： 光学

联 系 人： 王岩庆

Ｐｈｏｎｅ： １７７０１１２９１２２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ｙａｎｑｉｎｇ＠ ａｏ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免费

会议议题：
１．飞秒激光频率梳研制技术

２．飞秒激光绝对距离测量技术

３．飞秒激光三维形貌测量技术

４．飞秒激光时频传递技术

５．飞秒激光光谱测量技术

６．飞秒激光雷达技术

·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热带生物学与保护协会亚太分会
２０１７ 年年会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５－２８ 日，西双版纳

主　 　 席： Ａｌｉｃｅ Ｈｕｇｈｅｓ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中国云南省勐腊县勐仑镇 ６６６３０３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王斯迪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６９１⁃８７１６９３５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ｓｉｄｉ＠ 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ａｔｂｃｍｅｅｔｉｎｇ．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１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７０

会议议题：
１．生物多样性的模式和进展

２．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的生物地理和进化

３．东南亚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

４．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国际面源污染控制与水环境保护
生态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２８ 日，南京

主　 　 席： 傅伯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市北京东路 ７１ 号 ２１０００８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刘俊琢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６８８１２８５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ＰＥ２０１７＠ １６３．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ｅｎｐｅ２０１７．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５０

会议议题：
１．面源污染控制的基本问题

２．面源污染监测和治理的生态技术

３．面源污水的阻留和净化

４．面源污水的再利用

５．地表径流的处理和利用

６．农业固废的处理

７．特殊废水的控制

８．地表水修复

９．生态修复

·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亚洲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数据库网络
２０１７ 工作组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８－３０ 日，西双版纳

主　 　 席： 马克平　 Ｇａｎｅｓｈａｉａｈ Ｋ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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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生态学

联 系 人： 罗茂芳

Ｔｅｌ：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６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ｍａｏｆａｎｇ＠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０

会议议题：
１．亚洲植物图制项目的进展，包括东南亚植物多样性信息平台、亚洲

受威胁最严重的 １００ 种植物、东北亚植物区系研究

２．亚洲生物物种名录、亚洲红色物种名录和网络资源数据库的进展

３．ＡＢＣＤＮｅｔ 的会员加入机制及数据共享协议

·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中澳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上海

主　 　 席： 叶叔华　 武向平

主办单位： 上海天文台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８０ 号 ２００３０
国际组织： 西澳大学、科廷大学等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安　 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３４７７５５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ａｎｔａｏ＠ ｓｈ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探讨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ＳＫＡ）科学相关问题

２．探讨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ＳＫＡ）关键技术相关问题

３．讨论中澳合作事项

４．制定下一步合作工作计划

·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中日正电子科学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４－５ 月，合肥

主　 　 席： 叶邦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所属学科： 理学

联 系 人： 陈　 曼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６７２７
Ｅｍａｉｌ： ｍｃｈｅｎ８１＠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主题：
１．正电子科学

２．正电子束流发展

３．正电子湮没技术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

４．先进的正电子探测和分析技术

５．中日两国正电子科学的合作计划

·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碳交易市场全面发展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４－６ 月，北京

主　 　 席： 刘　 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１５ 号

国际组织： 能源基金会（中国）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９ 号国际大厦 ２４０３ 室

所属学科： 能源经济

联 系 人： 陈　 然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２６１７６８５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ｒａｎ＠ ｃａｓｉｐ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继续上次会议对碳交易市场建设问题的讨论

２．分析相关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喀斯特地貌生物多样性和优先级的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勐仑

主　 　 席： Ａｌｉｃｅ Ｃ．Ｈｕｇｈｅｓ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中国云南省勐腊县勐仑镇 ６６６３０３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Ａｌｉｃｅ Ｃ．Ｈｕｇｈｅｓ
Ｅｍａｉｌ： ａｃｈ＿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整理中国和缅甸喀斯特地貌特有种的现有数据

２．确定需要考察的喀斯特地貌区域

３．为喀斯特地貌地区高地方性群落数据收集标准化达成一致协议

４．评估现有的关于区域内喀斯特的认识

５．讨论和描述喀斯特地貌中生物单元

６．评估当前喀斯特区域的保护和威胁状况

·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中欧智慧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北京

主　 　 席： 王　 毅　 Ｊｅｒｅｍｙ Ｒｉｆｋｉ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１５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区域与可持续发展

联 系 人： 王慧中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９３５８６０２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ｉｚｈｏｎｇ＠ ｃａｓｉｐ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面向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创新趋势

２．中欧智慧区域和智慧城市建设实践

３．研讨下一步合作计划

·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空间变源监视器科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贵州

主　 　 席： 魏建彦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王　 竞　 冯奇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６３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ｆｑｃｈ＠ ｎａｏ．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开展中法空间变源监视器天文卫星科学目标的深化论证

２．讨论空间变源监视器科学探测实施计划和战略

３．讨论和制定空间变源监视器天文卫星星载和地面设备的定标方案

４．探讨国际天文界与空间变源监视器天文卫星的协同观测问题

５．讨论并制定空间变源监视器天文卫星未来工作计划

·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海峡两岸星团讨论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南京

主　 　 席： 高　 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所属学科： 天体物理

联 系 人： 马红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２１０
Ｅｍａｉｌ： ｈｊｍａ＠ ｐｍ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讨论星团的各种性质

２．讨论各单位之间的合作

·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曼城－沪－港化学前沿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海

主　 　 席： 黄乃正

主办单位：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３４５ 号 ２０００３２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杨小静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５２１６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ｉｎｇ＠ ｓｉｏ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在当今科学与技术越来越超越学科的界限，更多的相互合作背景

下，曼切斯特、香港、上海三地的化学家拟在长期交流合作的基础

上，以沪港化学合成联合实验室为平台，进一步围绕当前科学技术

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材料领域的一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合

作，通过前期的讨论，拟通过申请英国牛顿基金；香港求搓基金；中
国科技部、基金委的国际项目；中国科学院合作项目中英联合科学

创新基金，以获得经费支持

２．将邀请三地化学界著名的研究人员就他们在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以及材料化学的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做邀请报告，也将就化学界

当前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纳米科学与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 日，江阴

主　 　 席： 刘鸣华

主办单位：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１１ 号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曹　 颖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０１０３２５０１４
Ｅｍａｉｌ： ｃａｏｙ＠ ｎａｎｏｃｔｒ．ｃｎ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纳米器件和纳米系统

２．碳基纳米材料

·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十二届国际体系结构支持、编程语言和
操作系统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８－１２ 日，西安

主　 　 席： 陈云霁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ｔｅｍａｍ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学院南路 ６ 号
国际组织： 美国计算机学会（ＡＣ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所属学科： 计算机系统结构
联 系 人： 曲　 乐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６００６０７
Ｅｍａｉｌ： ｑｕｙｕｅ＠ ｃａｍｂｒｉｃｏｎ．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ｎｏｖｅｌ．ｉｃｔ．ａｃ．ｃｎ ／ ＡＳＰＬＯＳ２０１７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４９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７００，学生 ＵＳ
＄ ４８０

会议议题：
１．从嵌入到云端的所有新兴平台
２．异构多核架构和加速器
３．最大程度支持并行的系统
４．非传统性的计算系统
５．解决社交、教育和环境挑战的系统
６．现有及新兴平台的编程模型和编译
７．大数据的管理、存储和计算
８．虚拟化
９．内存、存储技术和架构
１０．功率、能量和热管理
１１．安全性、可靠性和适用性
１２．验证和测试，及其对设计的影响

·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东亚天文台理事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９－１１ 日，南京

主　 　 席： 杨　 戟　 Ｐａｕｌ Ｈｏ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 ２ 号

国际组织： 东亚天文台（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李　 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２８８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ｌｉｎ＠ ｐｍ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ｍ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东亚天文台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规划

２．经费与人事报告

３．未来工作计划

·６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中国与西班牙加纳利大型望远镜
高分辨率光谱仪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９－１２ 日，南京

主　 　 席： 赵　 刚　 朱永田　 Ｒａｆａｅｌ Ｒｅｂｏｌｏ Ｌｏｐｅｚ、Ｒｏｍａｎｏ Ｃｏｒｒａｄｉ
主办单位： 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江苏省南京市板仓街 １８８ 号 ２１００４２
国际组织： 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天体物理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ｄｅ Ａｓｔｒｏｆíｓｉｃａ ｄｅ Ｃａｎａｒｉａｓ，ＩＡＣ）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张　 凯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５４８２３１６
Ｅｍａｉｌ： ｋｚｈａｎｇ＠ ｎｉａｏ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ｉａｏｔ．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加纳利大型望远镜（ＧＴＣ）高分辨率光谱仪的科学目标与合作

２．加纳利大型望远镜（ＧＴＣ）高分辨率光谱仪的技术方案

３．中国与西班牙在其它科学研究和设备研制方面的合作可能性

·７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中国－尼泊尔土地覆被监测及生态环境响应
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０－２１ 日，成都

主　 　 席： 李爱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九号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赵　 伟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４０８５１５８９５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ｗ＠ ｉｍｄ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主题：
尼泊尔土地覆被变化及生态环境响应

会议议题：
１．尼泊尔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及跨境生态环境问题

２．尼泊尔山地生态环境变化及生计适应

３．尼泊尔 ４．２５ 地次生灾害遥感调查及其影响

４．探讨重点国际合作项目延伸合作，深化南亚地区资源环境多边合

作研究机制研讨

·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心理援助 ２０１７ 论坛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０－２１ 日，北京

主　 　 席： 傅小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 １６ 号院

国际组织： 世界宣明会

所属学科： 心理学

联 系 人： 吴坎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５０４３２　 １３６４１０７３６２４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ｋｋ＠ ｐｓｙｃｈ．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发布我国儿童保护现状调研报告

２．发布人道主义援助核心标准，并举办人道主义援助核心标准培训

工作坊

３．探讨建立国内、国际科学、有效的开展儿童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的

沟通与协调机制

·９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８ 届新兴核能系统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４－２７ 日，合肥

主　 　 席： 吴宜灿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湖路 ３５０ 号 ２３００３１
所属学科： 核能科学与技术

联 系 人： 刘　 超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５５９３６８１
Ｅｍａｉｌ： ｉｃｅｎｅｓ２０１７＠ ｆｄｓ．ｏｒｇ．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ｅｎｅｓ２０１７．ｏｒｇ
注册费： ＲＭＢ ￥ ５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先进裂变能

２．聚变能

３．中子源驱动次临界堆

４．先进燃料循环

５．先进技术和其它关键问题

６．核能扩展应用

７．知识管理等

·０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天文合作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６－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姜晓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 ２０ 号 １０００１２
所属学科： 天文

联 系 人： 姜晓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３８７９６
Ｅｍａｉｌ： ｘｊｊｉａｎｇ＠ ｂａｏ．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讨论中乌在 ＭＡＯ 天文台 １ 米望远镜技术和科学合作计划

２．讨论中乌双方在天文、技术和科普方面的其他合作

·１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纳米生物材料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６－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王　 浩

主办单位：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１１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材料学

联 系 人： 高宇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５５２４
Ｅｍａｉｌ： ｇａｏｙｊ＠ ｎａｎｏｃｔｒ．ｃｎ

会议议题：
１．继续讨论纳米生物材料的前沿进展

２．确认纳米生物材料具体科学问题（机理、体内代谢机制等）
３．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２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蒙特卡罗核模拟关键技术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６－２７ 日，合肥

主　 　 席： 吴宜灿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

中科院中子输运理论与辐射安全重点实验室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湖路 ３５０ 号 ２３００３１
所属学科： 核科学与技术

联 系 人： 郝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５５９３６８０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ｊｕａｎ．ｈａｏ＠ ｆｄｓ．ｏｒｇ．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７００，学生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面向核分析的蒙特卡罗理论、方法及软件相关研究

２．蒙特卡罗方法及软件在裂变反应堆和聚变装置中的应用研究，蒙
特卡罗方法及软件在核医学等其它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３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复杂生物样品的高效分离与表征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５－２７ 日，大连

主　 　 席： 叶明亮

主办单位：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王　 璐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６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ｗａｎｇ＠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蛋白质组学新技术和新方法

２．功能基因组学新技术和新方法

３．多维色谱与联用新技术

４．生物质谱进展

·４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阿尔茨海默病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６－２８ 日，合肥

主　 　 席： 申　 勇　 刘　 强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合肥市黄山路 ４４３ 号 ２３００２７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申　 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１⁃６３６０６１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讨论阿尔茨海默病的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２．确认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现状以及应对策略

３．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讨论并制定中国阿尔茨海默并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５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培训班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北京

主　 　 席： 林朝晖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

所属学科： ＴＷＡＳ ＣＯＭＳＡＴＳ
联 系 人： 金　 潇　 陈文程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１２４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ｘｉａｏ＠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 ｃｈｅｎｗｅｎｃｈｅｎｇ＠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陆面水文过程模式及应用

２．短期气候预测

·６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３ 届海峡两岸云、气溶胶与季风
相互作用拟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成都

主　 　 席： 包　 庆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华严里 ４０ 号 １０００２９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成都市学府路一段 ２４ 号 ６１０２２５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１９ 号 １００８７５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宁六路 ２１９ 号 ２１００４４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孙燕斌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１７３
Ｅｍａｉｌ： ｓｙｂ＠ ｌａｓｇ．ｉ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待定，台湾代表待定

会议议题：
１．云－气溶胶－降水的观测事实

２．大气模式对气溶胶的种类及含量变化的敏感性；云－气溶胶之间的

相互作用及其间接气候效应，尤其是对东亚季风模拟的影响

３．东亚地区未来气候变化预估

４．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７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科技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高级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合肥

主　 　 席： 宋　 伟

主办单位： 中科大公共事务学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所属学科： 公共管理

联 系 人：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２８７９
Ｅｍａｉｌ： ｓｐａ＠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科技产业相关政策解读

２．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规律与趋势

３．国际科技产业的管理智慧

４．科技领军人才创新思维与领导力提升

５．科技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现状及发展策略

·８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５ 届土壤与植物分析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４－１８ 日，南京

主　 　 席： 沈仁芳　 Ｈａｉｌｉｎ Ｚｈａｎｇ
主办单位： 中国土壤学会

国际组织： 国际土壤与植物分析协会

所属学科： 土壤学

联 系 人： 唐昊冶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６８８１３８２
Ｅｍａｉｌ： ｈｙｔａｎｇ＠ ｉｓｓ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ｓｓｐａ２０１７．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８００，国际代表 ＵＳ ＄ ５５０

会议议题：
１．土壤与植物分析在全球粮食安全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２．不同国家和地区土壤与植物分析的发展应用

３．土壤采样技术

４．土壤分析与作物产量品质提高

５．土壤分析与大气、水体环境保护

６．土壤健康检测的内涵与应用

７．土壤污染监测

８．实验室管理与质量控制

９．遥感技术与土壤、植物养分监测

１０．农田精准养分管理

１１．农业大数据

１２．仪器分析技术进展

·９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中欧太阳物理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１９ 日，昆明

主　 　 席： 方　 成　 Ｓａｍｉ Ｋ．Ｓｏｌａｎｋｉ　 林　 隽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方旺 ３９６ 号 ６５０２１６
所属学科： 天文

联 系 人： 闫晓理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７１⁃６３９２０００５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ｘｌ＠ ｙｎ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３００ 欧元 ／位

会议议题：
１．太阳光球和太阳活动周

２．太阳色球和日冕

３．太阳耀斑

４．日冕物质抛射

５．太阳仪器

６．考察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抚仙湖太阳观测与研究基地

·０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三十米望远镜科学论坛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６－１９ 日，厦门

主　 　 席： 薛随建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北京朝阳区大屯路甲 ２０ 号

国际组织： 三十米望远镜国际天文台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沈志侠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４３９１５９１０７
Ｅｍａｉｌ： ｚｓｈｅｎ＠ ｎａｏ．ｃａｓ．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三十米望远镜项目各方面进展报告

２．其它国际天文大科学工程邀请报告

３．五大科学目标领域分会场报告

４．总结和展望

·１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２５ 届国际时间频率咨询委员会卫星
双向时间频率传递工作组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８－１９ 日，西安

主　 　 席： Ｖｉｃｔｏｒ Ｚ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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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０６００
国际组织： 国际时间频率咨询委员会卫星双向时间频率传递工作组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武文俊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６２９４９６４７１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ｗｊ＠ ｎｔｓｃ．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基于软件接收机的卫星双向时间频率传递技术很好地改进了传递

的卫星双向双向时间频率传递技术，总结全球基于软件接收机的

卫星双向时间频率传递链路情况并向 ＣＣＴＦ 大会行程决议

２．时间传递链路校准时当前时频领域的难题，讨论卫星双向时间频

率传递校准

３．讨论卫星双向时间频率传递和 ＧＰＳ 时间传递的长期比对

４．讨论光纤和北斗时间传递等技术

５．讨论国际时间频率领域相关的法规和政策

·２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环太激光损伤与先进光学材料
专题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１－２４ 日，上海

主　 　 席： 邵建达　 Ｔａｋａｈｉｓａ Ｊｉｔｓｕｎｏ，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Ｒｕｄｏｌｐｈ
主办单位：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市嘉定区清河路 ３９０ 号 ２０１８００

国际组织：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
所属学科： 光学工程，材料学
联 系 人： 朱美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６９９１８４６８
Ｅｍａｉｌ： ｂｒｅｅ＠ ｓｉｏ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ｓｐｉｅ．ｏｒｇ ／ ｐｌｄ；
ｈｔｔｐ： ／ ／ ｐｌｄ１７．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参会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学生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会议议题：
光学材料的激光损伤
１．紫外到红外波段的高功率激光损伤
２．超快－连续激光辐照效应
３．激光切割和激光加工
４．高激光损伤阈值薄膜
５．缺陷、污染、抛光和表面损伤
６．表征技术和测量方法
７．模型、模拟和机理
先进的光学材料
１．非线性激光晶体
２．激光陶瓷
３．光学玻璃和光纤

·３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新一代代谢组学技术及其在精准
医学中的应用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１－２２ 日，大连

主　 　 席： 杨胜利　 张玉奎　 许国旺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大连市中山路 ４５７ 号 １１６０２３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侯晓莉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５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ｈｏｕｘｌ＠ ｄｉｃｐ．ａｃ．ａｃ．ｃｎ
注册费： ０

会议议题：
１．代谢组学的基础技术。 包括代谢组信息采集、大数据解析方法和

多组学数据整合方法等

２．临床代谢组学的特有技术。 如亚细胞代谢组学技术，原位组织、细
胞小分子成像技术及给予代谢组学的“智能手术刀”技术；代谢组

学在精准医学中的应用及未来发展方向。 重点探讨在恶性肿瘤和

糖尿病研究中的应用潜力

·４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国际微纳电子器件可靠性
与辐射效应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２－２４ 日，北京

主　 　 席： 刘　 明　 陈　 伟　 赵元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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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中德科学中心

所属学科： 信息

联 系 人： 毕津顺　 张康玮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９４０，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５７９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５８３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ｋａｎｇｗｅｉ＠ ｉｍ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５００（估）

会议议题：
１．可靠性优化与抗辐射加固工艺技术

２．微纳电子器件可靠性与辐射效应的模拟和表征技术

３．可靠性与辐射效应的数值模拟

４．可靠性与辐射效应的电路仿真

５．电子材料辐射损伤与机理

６．电子系统充放电效应

７．空间环境预报

·５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地下水污染与水系统安全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３－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秦大河　 Ｄａｖｉｄ Ｊｅｗｅｔｔ　 王明玉　 Ｃｈｕｎｍｉｎｇ Ｓｕ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大学

北京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甲）１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

联 系 人： 王慧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９６７２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ｗｈｆ２００８＠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０

会议议题：
１．全球气候变化对水系统安全的影响；
２．地下水与地表水的相互转化及其对水环境系统的控制

３．地下水污染对流域尺度水系统水质的影响

４．地下水污染控制与修复新进展

５．复杂介质地下水流动与污染物运移建模理论与方法进展

６．流域水系统水质安全有效调控

７．区域水资源安全保障技术集成与应用

８．智慧环保与水系统安全

·６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３－２５ 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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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会议设置学术交流、高端论坛、科学普及和展览展示四大版块
２．年会学术交流围绕十二大分会议题，即卫星导航应用技术、导航与
位置服务、卫星导航信号与信号处理、卫星轨道与钟差、精密定位
技术、原子钟与时频技术、卫星导航增强技术、测试评估技术、用户
终端技术、多源融合导航技术、ＰＮＴ 新概念、新方法及新技术和政
策法规、标准化及知识产权。 并组织美国导航学术专题、欧洲导航
学术专题、热点问题专题讨论和卫星导航专题讲座

３．高端论坛包括各 ＧＮＳＳ 主管部门官员报告，中、美、俄、欧等国家和
地区卫星导航系统主管部门官员，介绍各大卫星导航系统进展情
况和计划。 以及应用产业化论坛，针对产业化核心要素，剖析我国
卫星导航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４．年会科普活动包括“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和北斗科普
大讲堂活动

５．中国卫星导航技术与应用成果展览，全面体现我国自主卫星导航
系统应用当前的进展和成就

·７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中英古近纪与新近纪生物
多样性演变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５－３０ 日，西双版纳

主　 　 席： 周浙昆　 苏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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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６３０３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王　 琼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６９１⁃８７１３２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ｑｉｏｎｇ＠ 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ｐｒｇ．ｇｒｏｕｐｓ．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
注册费： 无注册费，相关的费用由参会者自付

会议议题：
１．交流中国南方新生代化石植物群及其古环境的最新研究进展

２．确认古环境变化背景下的生物多样性演变有关的具体科学问题

（包括季风气候演变及其驱动因素、青藏高原东南部抬升历史、重
要地质时期的生物多样性转变、模型与地质学证据交叉验证等）

３．讨论中、英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讨论并制定工作组今后的合作研究计划

·８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二届中美华人纳米论坛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６－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金　 松　 刘鸣华

主办单位： 中美华人纳米论坛组委会

所属学科： 纳米科学

联 系 人： 唐智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５５８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ｙｔａｎｇ＠ ｎａｎｏｃｔｒ．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纳米材料

２．纳米催化能源

３．纳米生物医学

４．纳米表征

·９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裂缝型油藏数值模拟专题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６－２８ 日，合肥

主　 　 席： Ｂｅｎｏｉｔ Ｎｏｅｔｉｎｇｅ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所属学科： 工程热物理

联 系 人： 王晓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７９６
Ｅｍａｉｌ： ｘｈｗａｎｇ＠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非均匀裂缝型油藏的等效参数求解

２．基于大规模裂缝网络的高效数值模拟算法

·０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空间引力波探测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８－３０ 日，北京

主　 　 席： 吴岳良　 胡文瑞　 欧洲 Ｄａｎｚｍａｎ　 美国 Ｐｅｔｅ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国际组织： 亚太国际理论物理中心（ＩＣＴＰ⁃ＡＰ）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张　 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８０９８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８０９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ｍｉｎ＠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空间引力波探测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２．探讨引力波探测中的科学前沿及技术问题

３．讨论空间引力波探测的国际合作问题

·１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国际调和分析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８ 日－６ 月 ３ 日，合肥

主　 　 席： 李嘉禹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所属学科： 数学

联 系 人： 刘亚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１４３４
Ｅｍａｉｌ： ｌｙｆｅｉ＠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会议议题：
１．调和分析及其应用

２．偏微分方程

３．几何分析

·２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国际青年学者概率安全评价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主　 　 席： 吴宜灿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湖路 ３５０ 号 １１３５ 号信箱

国际组织： （待定）
所属学科： 核能科学与工程

联 系 人： 汪　 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５５９３６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ｗａｎｇ＠ ｆｄｓ．ｏｒｇ．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概率安全评价技术的起源于应用领域

２．概率安全评价技术在核电厂设计、建造与运行中的作用

３．知风险管理框架下概率安全评价技术的应用

４．概率安全评价理念、安全目标和风险交流

５．福岛事故后概率安全评价技术的发展趋势

６．核安全与风险管理的发展

·３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银河论坛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或 ６ 月，海南

主　 　 席： 薛随建

主办单位： 国家天文台

国际月球天文台协会

国际组织： 国际月球天文观测协会

所属学科： 基础天文学

联 系 人： 郭红峰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１６１８７１９８８
Ｅｍａｉｌ： ｇｈｆ１＠ ｂ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月球和火星探索

·４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超衍射光学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成都

主　 　 席： 罗先刚

主办单位： 中科院光电所

国际组织： ＩＡＰＬＥ
所属学科： 测试计量与仪器

联 系 人： 蒲明博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４５８５２０２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ｐｍｂ＠ ｉｏ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ｏｅ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确定

会议议题：
１．超衍射光刻的应用领域研讨

２．超衍射成像

３．超衍射检测技术

４．超衍射光学新原理和应用

·５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国际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大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４ 日，长春

主　 　 席： 王佛松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５６２５ 号 １３００２２
联 系 人： 张　 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２５５
Ｆａｘ：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２５５
Ｅｍａｉｌ： ｐｅｍ２０１７＠ ｃｉａｃ．ｊｌ．ｃｎ
ｈｔｔｐ： ／ ／ ｐｅｍ２０１７．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生物可降解高分子材料

２．吸附与分离高分子材料

３．节能环保高分子材料

４．高分子材料的加工技术

５．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

６．药物和基因的控制释放

·６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７ 届国际聚变工程大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４－８ 日，上海

主　 　 席： Ｈｕｔｃｈ Ｎｅｉｌｓｏｎ
主办单位：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ＡＳＩＰＰ）

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协会（ＩＥＥＥ）
原子核与等离子体科学协会（ＮＰＳＳ）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国际组织： 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协会（ＩＥＥＥ）
原子核与等离子体科学协会（ＮＰＳＳ）

所属学科： 聚变工程，等离子体物理

联 系 人： 席莹琨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５５９１６０１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ｙｉｎｇｋｕｎ＠ ｉｐ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ｓｏｆｅ２０１７．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ｅｄｕ
注册费：

会议议题：
１．实验设备；２．等离子体运行与控制；３．诊断及仪器；４．磁体技术；５．偏

滤器与高热流组件；６．面向等离子体部件；７．等离子体与材料互相作用；８．
等离子体边界物理；９．加热与电流驱动；１０．示范堆与发电厂；１１．项目管理

与系统工程；１２．材料与制造；１３．安全与环境；１４．运行与维护；１５．电源系

统；１６．破裂与控制；１７．包层与氚增殖；１８．中子学与多重物理分析；１９．燃
料加注、废气排出、真空系统；２０．氚提取与控制；２１．仿星器；２２．惯性聚变

工程

·７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大气成分与亚洲季风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５－９ 日，广州

主　 　 席： 卞建春　 王雪梅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中山大学

国际组织：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ＷＣＲＰ）Ｗｏｒｌ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ＣＲＰ）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胡艳红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２２７
Ｅｍａｉｌ： ｂｊｃ＠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ａｇｅｏ．ｉａｐ．ａｃ．ｃｎ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６５ ／ ２３４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亚洲季风区源排放与空气质量

２．气溶胶、云及其对亚洲季风的相互作用

３．季风对流对大气化学的影响

４．上对流层 ／下平流层对亚洲季风的响应

·８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人类世淡水生态系统弹性变化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０－１３ 日，南京

主　 　 席： 沈　 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南京市北京东路 ７３ 号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张　 科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６８８２２７０
Ｅｍａｉｌ： ｋｚｈａｎｇ＠ ｎｉｇｌ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谈论组建中国社会自然耦合系统弹性变化研究中心的科学计划和

实施战略

２．探讨淡水生态系统弹性和突变的具体科学问题，新的方法以及未

来方向（弹性变化机理、定量表征、反馈机制、早期信号，如何基于

弹性理论制定生态系统安全发展空间）
３．讨论并制定未来的工作计划

·９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１ 届地球表层地球化学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１－１６ 日，贵阳

主　 　 席： 刘丛强

主办单位： 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天津大学表层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国际组织： 国际地球化学协会（ＩＡＧＣ）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郭　 盛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９８４８８７８１０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ｏｓｈｅｎｇ＠ ｖｉｐ．ｇｙｉ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ａｔａｓ⁃ｏｎｌｉｎｅ．ｎｅｔ ／ ｇｅｓ２０１７ ／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８００，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中国关键带科学及可持续发展系统研究

２．温室气体的陆地－生物－大气循环

３．矿物－水体－微生物界面地球化学

４．水文生态及水文地球化学循环和过程

５．陆地到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耦合研究

６．传统和非传统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前沿

·０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中国与中亚的天文考古交流
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１－１４ 日，乌鲁木齐

主　 　 席： 王　 娜　 孙小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

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路科学一街 １５０ 号 ８３００１１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甲）１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数理学科

联 系 人： 李晶静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９１⁃３６８９０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ｊｉｎｇｊ＠ ｘａ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丝绸之路沿线天文考古发现

２．讨论丝绸之路沿线天文文献资料的发现与研究

３．讨论中国、中亚以及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传播

４．讨论东西方天文学与西域文明

５．讨论新疆少数民族天文学历史

·１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方向性暗物质直接探测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２－１７ 日，西昌

主　 　 席： 单中林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科学一街 １５０ 号 ８３００１１
国际组织： ＣＹＧＮＵＳ 国际合作组

所属学科： （天体粒子）物理学

联 系 人： 单中林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９１⁃３６８９０３２
Ｅｍａｉｌ： ｃｌｓｈａｎ＠ ｘ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６００

会议议题：
方向性暗物质地下探测实验技术与理论唯像学之进展、成果与展望，

包括：
１．实验成果与后续计划

２．探测器研发进展

３．理论仿真技术

４．数据分析方法

５．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考察

·２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季风变率和动力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２－１６ 日，西安

主　 　 席： 安芷生　 Ａｎｄｒｅ Ｂｅｒｇｅ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西安市雁翔路 ９７ 号 ７１００６１
国际组织： ＰＡＧＥＳ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孙有斌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９⁃６２３３６２９３
Ｅｍａｉｌ： ｓｕｎｙｂ＠ ｉｅｅｃａｓ．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ｅｅｃａｓ．ｃｎ ／ ｍｖｄ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注册费：

会议议题：
１．地质记录揭示的多尺度季风变化

２．数值模拟揭示的季风变化动力学

３．地质记录和数值模拟的整合

·３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十一届意识科学研究学会年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３－１６ 日，北京

主　 　 席： 何　 生　 傅小兰　 付秋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 １５ 号 １００１０１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院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 １６ 号院 １００１０１
国际组织： 意识科学研究学会

所属学科： 生物

联 系 人： 付秋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４５３９５
Ｅｍａｉｌ： ｆｕｑｆ＠ ｐｓｙｃｈ．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ｈｅａｓｓｃ．ｏｒｇ ／ ａｓｓｃ＿２１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５０

会议议题：
１．意识与无意识认知的分离

２．无意识认知与行为和决策

３．意识产生的生物学基础等

·４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动物营养与养殖环境控制
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９－２３ 日，长沙

主　 　 席： 印遇龙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湖南省长沙市远大二路 ６４４ 号

所属学科： 生命科学

联 系 人： 刘　 刚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３１⁃８４６１９７０６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ｇａｎｇ＠ ｉｓａ．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畜禽生态高值型养殖模式

２．畜禽营养及调控机制

３．畜禽健康养殖集成技术

４．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控制

５．地方品种畜禽的开发以及非粮型饲料利用

·５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分裂型特质国际研究联盟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９－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陈楚侨　 Ｍａｒｔｉｎ Ｄｅｂｂａｎｅ　 Ａｌｅｘ Ｃｏｈｅ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 １６ 号院 １００１０１
国际组织： 分裂型特质国际研究联盟

所属学科： 心理学

联 系 人： 陈楚侨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３６２７４
Ｅｍａｉｌ： ｒｃｋｃｈａｎ＠ ｐｓｙｃｈ．ａｃ．ｃｎ
注册费： 免费

会议议题：
１．从脑科学和预防的角度探讨精神分裂症的应对

２．从谱系的角度来探讨精神分裂症，分裂型特质国际数据库的共享、
维护、使用和管理

３．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讨论并制定分裂型特质国际研究联盟的未来工作计划

·６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全球季风模拟比较计划第一次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２２ 日，北京

主　 　 席： 周天军　 Ａｎｄｙ Ｔｕｒｎｅｒ　 Ｊａｍｅｓ Ｋｉｎｔｅ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华严里 ４０ 号 １０００２９
国际组织：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所属学科： 大气科学

联 系 人： 金　 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２３０
Ｅｍａｉｌ： ｔｒａｃｙｊｉｎ＠ ｌａｓｇ．ｉ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ａｓｇ．ａｃ．ｃｎ ／ ｇｍｍｉｐ ／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内部变率和外强迫对全球季风的相对贡献

２．海气相互作用对全球季风内部变率和可预报性的贡献

３．欧亚地形（尤其是青藏高原）对全球季风系统的作用

４．分辨率，模式动力过程、物理参数化对全球季风降水和变率的影响

·７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第八届北京实验动物
国际科学论坛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１－２４ 日，北京

主　 　 席： 贺争鸣

主办单位： 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办公室

国际组织： 国际实验动物科学组织

所属学科： 生命科学

联 系 人： 田　 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８５７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ｔｉａｎ＠ ｉｂ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８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１．实验动物模型的前沿研究

２．实验动物管理的国际发展趋势

３．实验动物福利及 ３Ｒ 规则最新前沿探讨

４．中外实验动物学术战略交流对话沟通

·８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空间地球动力学计划
２０１７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６－２９ 日，上海

主　 　 席： 许厚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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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亚洲－太平洋地区空间地球动力学计划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于　 洋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３４７７５２００
Ｆａｘ： ８６⁃２１⁃３４７７５２１６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ｙａｎｇ＠ ｓｈａ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ａｐｓｇ２０１７．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５０

会议议题：
１．空间大地测量技术和发展

２．地球重力场和高程基准

３．震中、震后地壳变形，海啸和火山运动

４．地球参考架的实现，区域地壳构造运动

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问题并制定未来的工作计划

·９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曲阜视觉科学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７ 月 ４ 日，曲阜

主　 　 席： 何子江　 傅小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 １６ 号院 １００１０１
所属学科： 心理学

联 系 人： 张　 莉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６３９３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ｌｉ＠ ｐｓｙｃｈ．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ｖｉｓｉｏｎ．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７０００６
注册费： 教师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博士后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搭建起视觉研究领域的国内沟通交流平台，进一步促进华人视觉科

学家相互了解和交流合作

·０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伽马暴偏振探测仪 ２０１７ 年太阳耀斑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南京（或威海）

主　 　 席： 苏　 杨　 吴伯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苏　 杨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１０５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ｇ．ｓｕ＠ ｐｍ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伽马暴偏振探测仪器和软件状态

２．伽马暴偏振探测仪太阳耀斑数据处理

３．耀斑高能偏振：观测和理论

４．太阳高能数据库和数据服务

·１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地震孕育破裂物理场研究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北京

主　 　 席： 孙文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甲 １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刘川江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２１０５９６８０６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ｃ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地震孕育破裂过程研究的进展交流

２．讨论各课题组合作研究的成果与进展

３．创新团队成立以来的工作总结

４．讨论并制定各课题组的未来合作研究计划

·２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线粒体质量控制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西安

主　 　 席： 陈　 佺　 刘健康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ａｎｇｅ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国际组织： 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ＥＭＢＯ）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王　 珺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３２２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ｊｕｎ＠ ｉｏｚ．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ｅｍｂｏ．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 ／ １７⁃ｍｉｔｏ⁃ｑｕａｌｉｔｙ
注册费： 学生 ＲＭＢ ￥ ２７００，正式代表 ＲＭＢ ￥ ３３００，
企业代表 ＲＭＢ ￥ ７５００

会议议题：
线粒体质量控制

１．线粒体自噬

２．泛素和线粒体质量控制

３．线粒体蛋白酶和应激反应

４．线粒体生物发生

５．线粒体动力学、质量控制和疾病

·３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极科学大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 日－７ 日，昆明

主　 　 席： 姚檀栋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 １６ 号院 ３ 号楼 １００１０１
国际组织： “第三极环境（ＴＰＥ）”国际计划
所属学科： 资环领域
联 系 人： 刘志强　 张　 凡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２４９４６５
Ｅｍａｉｌ： ｚｑｌｉｕ＠ ｉｔ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ｆａｎｚｈａｎｇ＠ ｉｔ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ｐｅ．ａｃ．ｃｎ ／
注册费： 与会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青藏高原地表多圈层过程的区域与全球影响
ａ．青藏高原大气环流、能水循环及其他物理过程的特征及其对季
风系统的影响

ｂ．地面测量、代用指标（冰芯、湖泊沉积物）、稳定同位素、主要化学
离子及遥感技术在理解地表多圈层作用中的应用

ｃ．高原地区陆面过程参数化及其在天气气候和数值预报模式中的
应用

ｄ．青藏高原气溶胶－云层－辐射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气候的影响
ｅ．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动力学、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ｆ．青藏高原冰冻圈与水文过程及其影响

２．青藏高原环境评估
ａ．青藏高原地表多圈层过程：过去、现在与未来
ｂ．青藏高原地表过程多圈层相互作用及其后果及对社会的影响

青藏高原环境变化的区域协同应对战略

·４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亚洲植物制图东亚植物区系研究
２０１７ 工作组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５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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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生态学

联 系 人： 刘忆南

Ｔｅｌ：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６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ｉｎａｎ＠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０

会议议题：
１．亚洲植物图制项目的进展，包括东南亚植物多样性信息平台、亚洲

受威胁最严重的 １００ 种植物、东亚植物区系研究

２．亚洲生物物种名录、亚洲红色物种名录和网络资源数据库的进展

３．ＡＢＣＤＮｅｔ 的会员加入机制及数据共享协议

·５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几何与微分方程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９ 日，北京

主　 　 席： 陈秀雄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５５ 号

所属学科： 数学

联 系 人： 汪　 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３６０１４３４
Ｅｍａｉｌ： ｃｉｃｉｗａｎｇ＠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深入探讨复几何与辛几何最新研究成果

２．进一步研究整体微分几何方向新动态

·６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４ 届计算地球动力学前沿问题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６－７ 日，北京

主　 　 席： 石耀霖　 刘　 勉

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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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常　 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５６４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ａｎｇｙｕｅ＠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ｇｄｌａｂ．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国内外计算地球动力学前沿研究进展

２．现代计算技术在地震学、地球动力学以及大地测量学领域的应用

及成果

３．青藏高原深部地球动力学研究

４．讨论并探讨合作研究事宜

·７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届国际多相催化与反应器会议
暨第九届国际多功能反应器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１０ 日，青岛

主　 　 席： 毛在砂　 杨　 超　 刘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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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杨　 超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４５５８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ａｏｙａｎｇ＠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ａｍｕｒｅ２０１７．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 国内代表 ＣＮＹ２４００ ￥ ，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多相反应器

２．多功能反应器

３．催化及新型催化剂

４．绿色化学反应工程

５．计算化学反应工程

６．节能和二氧化碳减排

７．化石燃料高效利用

８．生物质高效利用

９．太阳能等新能源相关催化与反应器技术

·８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青年科学家生物质催化转化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１－１３ 日，大连

主　 　 席： 王　 峰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Ｓｉｅｖｅｒｓ　 Ｐａｌｋｏｖｉｔｓ Ｒｅｇ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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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张晓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７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ｘｃｚｈａｎｇ＠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 ｉｙｃｂｃ２０１７（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生物质催化转化的多功能催化剂的设计和制备

２．生物质催化转化过程中的构效关系和催化机理探究

３．纤维素、木质素等重要生物质的催化转化新反应

４．生物质催化转化过程的生命周期评价和碳足迹分析

５．现代理论计算方法在生物质转化中的应用

生物质预处理和分离的化学工程研究

·９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科学工作组
宇宙学小组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４－１６ 日，北京

主　 　 席： 陈学雷　 Ｍａｒｉｏ Ｓａｎｔｏｓ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国际组织： ＳＫ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所属学科： 宇宙学

联 系 人： 张兢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４１６５５
Ｅｍａｉｌ： ｃｏｓｍｏｓｅｃ＠ ｎａｏ．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宇宙学研究的科学目标、巡天策略、观测和

数据处理方法、分工与合作等

·０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印度洋地球科学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５－１８ 日，广州

主　 　 席： 林　 间　 孙　 珍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州市新港西路 １６４ 号 ５１０３０１
所属学科： 地球科学

联 系 人： 李　 淑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０⁃８９１０１１７５
Ｅｍａｉｌ： ｍｓｇ＠ ｓｃｓｉｏ．ａｃ．ｃｎ；ｌｉｓｈｕ＠ ｓｃｓｉ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ｍｓ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印度洋地球科学联盟的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２．联合发达国家的印度洋方向国际知名科学家、印度洋周边国家科

学家，共同探讨印度洋科学问题

３．讨论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科学需求

４．探讨联合培养人才方案

５．讨论并制定未来工作计划

·１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植物代谢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６－２０ 日，大连

主　 　 席： 陈晓亚

主办单位：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３００ 号 ２０００３２
中国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上海市徐汇区岳阳路 ３１９ 号 ２０００３１
所属学科： 植物学

联 系 人： 林　 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４００４
Ｅｍａｉｌ： ｎｌｉｎ＠ ｓｉｂ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ｐｂ．ｏｒｇ．ｃｎ ／ ２０１７ ／ ｉｃｐｍ．ａｓｐ
注册费： 一般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２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苯酚化合物的生物合成和调控

２．代谢通量和酶的结构

３．生物碱的生物合成和调控

４．碳代谢

５．生物强化

６．合成生物学

７．代谢组学

·２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第三极环境计划青年人才
暑期培训班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６－３０ 日，北京

主　 　 席： 张　 凡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 １６ 号院 ３ 号楼 １００１０１
国际组织： “第三极环境（ＴＰＥ）”国际计划
所属学科： 自然地理学
联 系 人： 平　 凡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５８１９１４７９４
Ｅｍａｉｌ： ｐｉｎｇｆａｎ＠ ｉｔ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ｐｅ．ａｃ．ｃｎ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青藏高原冰川，河流及湖泊水文模型
２．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峰复杂地形下地表能量估算
３．青藏高原干旱的监测与季节性预报
４．帕米尔高原特殊地表过程与环境变化
５．稀土及微量元素的分析方法实验
６．青藏高原黒碳研究
７．青藏高原冰雪与湖泊微生物与气候环境关系
８．青藏高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全球循环
９．岩石切片技术实验
１０．青藏高原区域大气气溶胶的质量浓度测算
１１．青藏高原森林生态过程与气候变化
１２．青藏高原地表水文学过程
１３ 雪融化模型的 ＭＣＭＣ 模拟

·３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三届萜类化合物的代谢、功能
及合成生物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６－２０ 日，大连

主　 　 席： 陈晓亚　 漆小泉
秘 书 长： 漆小泉
主办单位： 中国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上海市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 上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园艺保护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地方单位： 大连工业大学
所属学科： 分子植物
联 系 人： 苏心怡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２１５
Ｅｍａｉｌ： ｉｎｔ＿ｏｆｆｉｃｅ＠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ｐｂ．ｏｒｇ．ｃｎ ／ ２０１７ ／ ｔｅｒｐｎｅｔ．ａｓｐ
注册费： ＲＭＢ ￥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萜类化合物生物合成与转运
２．萜类代谢调控
３．萜类化学和结构生物学
４．植物发育过程中的萜类化合物和作物性状
５．萜类化合物与人类健康
６．萜类化合物的生态学作用
７．萜类化合物的生物合成体系
８．萜类化合物合成的工业化生物技术

·４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微系统与纳米工程第四届国际会议申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６－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吴一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国际组织： 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Ｎａｎ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期刊编委会）
所属学科： 电子与信息

承办部门： 传感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北方基地）
中科院电子所期刊部

联 系 人： 刘团结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８８８７５３８
Ｅｍａｉｌ： ｔｊｌｉｕ＠ ｍａｉｌ．ｉ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ｈｔｔｐ： ／ ／ ｍａｎｓ２０１７．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９００

会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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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国际整合植物生物学
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７－１９ 日，北京

主　 　 席： 刘春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Ｌｕｃａｓ
主办单位： 中国细胞生物学会植物器官发生专业委员会

中国上海徐汇区岳阳路 ３１９ 号 ２０００３１
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理及分子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市香山南辛村 ２０ 号 １０００９３
所属学科： 植物学

联 系 人： 贺　 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１３３
Ｅｍａｉｌ： ｈｅ１００１＠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ｉｐｂ．ｎｅｔ ／ ｊｉｐｂ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１７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植物分子进化、多样性与生态系统

２．功能基因组研究与现代农业

·６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五届国际二氧化碳利用会议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７－２１ 日，上海

主　 　 席： 孙予罕

主办单位：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

国际组织： 无

所属学科： 能源化工

联 系 人： 袁　 静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６７１７６２６４３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ａｎｊｉｎｇ＠ ｓａｒｉ．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ｃｄｕ２０１７．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注册费： 暂未确定

会议议题：
１．二氧化碳为绿色的合成原材料：包括二氧化碳通过化学还原过程

制备燃料、化学品和材料

２．二氧化碳为合成单元：包括通过官能化手段由二氧化碳制备各类

化学品、材料和聚合物

３．二氧化碳捕获和矿化：包括各种二氧化碳分离纯化技术、相关材料

以及二氧化碳的封存

４．二氧化碳作为工作介质的技术：包括液体 ／超临界二氧化碳的使用

等

５．二氧化碳排放计量和政策：包括计量方法学、声明周期评价和政策

研究

·７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半导体计算物理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９－２１ 日，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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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费：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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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结构和动力学过程的多尺度模拟

４．半导体新效应和新理论

·８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亚洲植物制图南亚植物区系研究
２０１７ 工作组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９－２２ 日，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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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生态学

联 系 人： 刘忆南

Ｔｅｌ：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６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ｉｎａｎ＠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０

会议议题：
１．亚洲植物图制项目的进展，包括东南亚植物多样性信息平台、亚洲

受威胁最严重的 １００ 种植物、东亚植物区系研究

２．亚洲生物物种名录、亚洲红色物种名录和网络资源数据库的进展

３．ＡＢＣＤＮｅｔ 的会员加入机制及数据共享协议

·９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植物学报英文版国际编委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２ 日，内蒙古

主　 　 席： 刘春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Ｌｕｃａｓ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报英文版编辑部

北京市香山南辛村 ２０ 号 １０００９３
所属学科： 植物学

联 系 人： 贺　 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１３３
Ｅｍａｉｌ： ｈｅ１００１＠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如何促进植物学报英文版进一步发展

·０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十四届国际低温生物学和
低温医学大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４ 日，合肥

主　 　 席： 高大勇　 赵　 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安徽医科大学，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８１ 号

国际组织： 国际低温生物学会

所属学科： 低温生物学、低温医学

联 系 人： 赵　 刚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８２⁃５６９２９８３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ｇ＠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低温生物学基础研究

２．低温保存

３．介入式低温治疗及低温手术

４．低温生物学中的冷适应

５．低温生物学中的新兴交叉技术

·１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响应后巴黎协议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３－２４ 日，上海

主　 　 席： 耿　 涌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所

国际组织： 国际环境科学研究所

所属学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

联 系 人： 耿　 涌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５２１０９９８３６
Ｅｍａｉｌ： ｙｇｅｎｇ＠ ｓ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会议议题：
１．巴黎协议书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２．发展中国家应对巴黎协议书的行动

·２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界面非线性光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３－２９ 日，大连

主　 　 席： 杨学明

主办单位： 大连化物所

所属学科： 物理化学

联 系 人： 任泽峰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６９８６６２２６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ｆｒｅｎ＠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气液界面

２．固气界面

３．固液界面

·３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东亚实验室、空间、天体等离子体
暑期学校与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３－２８ 日，威海

主　 　 席： 陆全明　 刘四明　 李　 波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２ 号 ２１０００８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文化西路 １８０ 号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李　 波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６３１⁃５６７３５２７
Ｅｍａｉｌ： ｂｂｌ＠ ｓｈｕ．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磁重联：实验室、空间和天体中的实测、理论及数值模拟研究

２．磁湍流：实验室、空间和天体中的实测、理论及数值模拟研究

３．等离子体中的发电机及动量输运过程

４．等离子体中的波－粒相互作用

５．等离子体中的常用计算软件

·４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碳定价蓝皮书集结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７－９ 月，北京

主　 　 席： 刘　 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１５ 号

国际组织： 能源基金会（中国）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９ 号国际大厦 ２４０３ 室

所属学科： 能源经济

联 系 人： 陈　 然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２６１７６８５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ｒａｎ＠ ｃａｓｉｐ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各工作组汇报相关研究报告

２．探讨碳定价蓝皮书所包含的主要内容

·５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国际夏令营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上海

主　 　 席： 叶叔华　 武向平

主办单位： 上海天文台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８０ 号 ２００３０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安　 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３４７７５５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ａｎｔａｏ＠ ｓｈ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探讨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ＳＫＡ）科学相关问题

２．探讨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ＳＫＡ）关键技术相关问题

３．开展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ＳＫＡ）相关培训

·６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季风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昆明

主　 　 席： 李崇银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华严里 ４０ 号 １０００２９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潘　 静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２６５
Ｅｍａｉｌ： ｐａｎ＠ ｌａｓｇ．ｉ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讨论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季风变异及其对天气气候的影响

·７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气候论坛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北京

主　 　 席： 暂　 无

主办单位： 国际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ＴＷＡＳ ＷＭＯ
联 系 人： 金　 潇　 陈文程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１２４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ｘｉａｏ＠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ｃｈｅｎｗｅｎｃｈｅｎｇ＠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季年气候预测研究进展

·８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数值相对论和全息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北京

主　 　 席： 蔡荣根　 乔从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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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物理

联 系 人： 田　 雨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３６６８００８８３
Ｅｍａｉｌ： ｙｔｉａｎ＠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广义相对论的数值方法

２．ＡｄＳ ／ ＣＦＴ 与全息引力及其应用的数值方法

３．引力波及其探测

·９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合肥

主　 　 席： 宋　 伟

主办单位： 中科大公共事务学院

中科大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所属学科： 公共管理

联 系 人：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２８７９
Ｅｍａｉｌ： ｓｐａ＠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免收注册费

会议议题：
１．区域科技战略与科技政策

２．创新创业与新兴产业发展

３．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转化

４．区域创新与协同发展

·０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土壤物理学高端学术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６ 日，沈阳

主　 　 席： 庄　 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沈阳市文化路 ７２ 号 １１００１６
所属学科： 环境科学

联 系 人： 曾祥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４⁃８３９７８３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ｅｎｇｘｆ＠ ｉａ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１．土壤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２．土壤污染物迁移转化

３．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在土壤物理学中的应用

·１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分数阶系统理论与应用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４－６ 日，合肥

主　 　 席： 陈阳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动化系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 ４４３ 号

所属学科： 工学

联 系 人： 王　 永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６３１１
Ｅｍａｉｌ： ｙｏｎｇｗａｎｇ＠ ｕｓｔｃ．ｅｄｎ．ｃｎ
注册费： 暂无

会议议题：
１．研讨分数阶系统的若干基础理论

２．交流分数阶微积分在系统控制，信号处理等方面的应用

３．讨论该学科的未来发展

·２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１ 厘米宇宙学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６－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陈学雷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所属学科： 宇宙学

联 系 人： 张兢予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４１６５５
Ｅｍａｉｌ： ｃｏｓｍｏｓｅｃ＠ ｎａｏ．ｃａｓ．ｃｎ
ｈｔｔｐ： ／ ／ ｔｉａｎｌａｉ．ｂ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会议议题：
１．宇宙学研究的前沿进展讨论

２．“天籁”项目研究进展讨论

·３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古脱氧核糖核酸为中国考古提供新视角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７－９ 日，上海

主　 　 席： Ｄａｖｉｄ Ｒｅｉｃｈ　 付巧妹

主办单位： 哈佛医学院

７７ Ａｖｅｎｕｅ Ｌｏｕｉｓ Ｐａｓｔｅｕｒ，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２６０， Ｂｏｓｔｏｎ，
ＭＡ ０２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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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２２０ 号

国际组织： 哈佛中国基金会资助

所属学科： 遗传学，考古学

联 系 人： 付巧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３６９１８９
Ｅｍａｉｌ： ｆｕｑｉａｏｍｅｉ＠ ｉｖｐ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８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２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中国考古学当前的研究进程和未解决问题

２．讨论当前欧洲和美洲古脱氧核糖核酸的研究工作，及可以引入中

国考古的相似工作

·４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一届数值优化与数值代数国际会议
宁夏银川北方民族大学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８－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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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计算数学

联 系 人： 吴继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１７３８
Ｅｍａｉｌ： ｗｊｐ＠ ｌｓｅｃ．ｃ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ｓｅｃ．ｃｃ．ａｃ．ｃｎ ／ ～ ｉｃｎｏｎｌａ１７
注册费： ＲＭＢ ￥ ９００

会议议题：
１．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

２．线性与非线性方程组求解

３．稀疏优化、鲁棒优化

４．混合整数规划

５．矩阵特征值问题

６．矩阵方程

·５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工程塑料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８－１１ 日，西安

主　 　 席： 何嘉松　 王笃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市中关村北一街 ２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乌　 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１２８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ｅｐ２０１７＠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ｐｌａｂ．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 ｅｐ２０１７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内学生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国内家属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
国外学生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家属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连接从实验室研究到工业化生产的各环节

２．为聚合物科学作贡献：基本问题加仪器测量

３．从催化剂到聚合物的合成路径

４．大分子表征的新工具

５．聚合物加工、复杂流体与流变学

６．多相多组分多功能聚合物体系

７．先进工程塑料与热固性塑料

８．生物技术用聚合物

·６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三届中韩双边高分子材料科学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３－１８ 日，西安

主　 　 席： 门永锋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长春市人民大街 ５６２５ 号 １３００２２
联 系 人： 石彤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３０９
Ｆａｘ：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９６９
Ｅｍａｉｌ： ｔｆｓｈｉ＠ ｃｉａ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ＫＲＷ３０００００

会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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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六届国际电分析化学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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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分析技术工程实验室

联 系 人： 徐国宝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７４７
Ｆａｘ：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７４７
Ｅｍａｉｌ： ｉｓｅａｃ＠ ｃｉａ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普通代表 ＲＭＢ ￥ ９００，外宾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电化学分析新技术方法和仪器装置

２．纳米及超分子电化学

３．生物电化学与电分析化学

４．液相色谱与毛细管电泳 ／电化学发光及微全分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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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２６ 届高压科学技术国际会议
暨第 ８ 届亚洲高压学术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９－２３ 日，北京

主　 　 席： 靳常青

主办单位：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高压科学技术促进协会

所属学科： 高压物理

联 系 人： 望贤成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８０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ｉｒａｐｔ２６．ｏｒｇ ／

会议议题：
１．高压生物科学；２．水合物及能源材料；３．材料相变、熔化及状态方

程；４．高压下电学、磁学及输运性质；５．地球物理和行星科学；６．光谱结构；
７．纳米材料科学；８．超导强关联；９．模型计算与模拟；１０．分子系统；１１．高压

装置；１２．冲击压力效应；１３．超硬材料；１４．高压下新颖材料的制备与物性；
１５．高压材料及技术的工业应用；１６．高压中子源平台；１７．高压同步辐射源

平台；１８．多重极端条件

·９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镰孢菌与寄主植物互助国际前沿探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４－２６ 日，上海

主　 　 席： 许金荣　 唐威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植生生态所

上海市枫林路 ３００ 号 ２０００３２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林　 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４００４
Ｅｍａｉｌ： ｎｌｉｎ＠ ｓｉｂ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４０

会议议题：
镰孢菌属重要病原真菌与寄主农作物相互作用分子机制前沿进展与

讨论，包括小麦赤霉病、玉米茎腐病等病害发生机制、病原致病机理和寄

主抗病反应

·０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首届国际生化技术创新与产业化
高峰论坛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６－２８ 日，厦门

主　 　 席： 卢灿忠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西路 １５５ 号

所属学科： 生物化学

联 系 人： 张　 云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１１９５０８１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ｙ＠ ｆｊｉｒｓ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探讨目前全球生化新技术研发革新与开发热点

２．探讨生化技术产业化发展道路

３．探讨国际间生化技术产业化合作新模式以及制定具体的合作计划

·１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科学院与第三世界科学院
绿色化学与过程科学前沿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７－２９ 日，北京

主　 　 席： 张锁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国际组织： 第三世界科学院

所属学科： 化学 ／化工

联 系 人： 袁　 培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６６１１８４９２２
Ｅｍａｉｌ： ｐｙｕａｎ＠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国内学生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内教师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

学生 ＵＳ ＄ ２００，国外教师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绿色化学与化工

２．能源与环境科学

３．介尺度科学与过程工程

４．纳米技术和材料工程

·２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九届整合动物学国际研讨会
暨培训班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９ 月 ６ 日，西宁

主　 　 席： 张知彬

主办单位： 国际动物学会

国际组织： ＩＳＺＳ
所属学科： 动物学

联 系 人： 韩春绪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２９５
Ｅｍａｉｌ： ｉｓｚｓ２＠ ｉｏｚ．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２００ 或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全球变化下动物及生态系统的响应与适应

２．高原动物生态学

·３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国际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学会
机器人与机械电子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７－３１ 日，合肥

主　 　 席： 吴　 枫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学院

中国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 ４４３ 号 ２３００２７
国际组织： 国际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学会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

所属学科： 控制科学与工程

联 系 人： 康　 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１５０８
Ｆａｘ：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３２４４
Ｅｍａｉｌ： ｓｙｄｕａｎ＠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ａｒｍ２０１７．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交流机械电子、机器人、自动化及传感器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２．探讨机械电子、机器人、自动化及传感器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３．讨论各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探讨并制定未来的研究计划

·４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中德强相互作用量子色动力学
对称性及其物质结构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８－３１ 日，北京

主　 　 席： 邹冰松　 郭奉坤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５５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方　 晓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３７４
Ｅｍａｉｌ： ｆａｎｇｘｉａｏ＠ ｉｔ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强子物理和核物理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

２．探讨如何结合 ＢＥＳＩＩＩ、德国 ＰＡＮＤＡ 等相关大型科学装置的实验开

展相关中德合作研究，共同从理论方面支持中德现有的及在建的

量子色动力学相关的大装置实验研究项目；
加强中德双方理论物理学家之间的合作，为双方在强子物理和核物

理研究方面建立起长期的、全方位的合作奠定基础，并促进理论与实验的

交流。

·５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９－３１ 日，北京

主　 　 席： 白春礼
主办单位： 纳米科技指导协调委员会

所属学科： 纳米科学与技术
联 系 人： 陈清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５５⁃０１１５０６７９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ｑｈ＠ ｎａｎｏｃｔｒ．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ａｎｏ．ｏｒｇ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外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碳纳米材料
２．无机纳米材料和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

３．自组装和柔性纳米材料
４．能源与环境纳米技术
５．环境纳米科学

６．纳米光子学与光电子技术
７．低维纳米材料与器件
８．纳米生物技术与纳米医药

９．纳米表征与计量
１０．纳米诊断与成像
１１．纳米标准化

１２．纳米结构的建模与模拟
１３．纳米材料环境安全与健康
１４．纳米催化

１５．纳米复合材料及应用

·６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融合科学领域评估方法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９ 月，北京

主　 　 席： 李晓轩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１５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科技评价

联 系 人： 徐　 然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９３５８４１４
Ｅｍａｉｌ： ｘｕｒａｎ＠ ｃａｓｉｐ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融合科学领域的特点

２．融合科学领域评估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模型

３．融合科学领域评估的实践

·７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中国与阿拉伯联盟科技论坛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北京

主　 　 席： 潘教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１５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科技政策

联 系 人： 郭剑锋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９３５８８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ｏｊｆ＠ ｃａｓｉｐ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科技创新前沿

２．科学咨询服务政策制定

３．科技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４．未来合作网络

·８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量子能源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或 １０ 月，地点待定

主　 　 席： 张振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国际功能

材料量子设计中心

所属学科： 物理

联 系 人： 崔　 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１９３６
Ｅｍａｉｌ： ｃｕｉｐｇ＠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老师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８００ 元。 国内外邀请

报告人免注册费

会议议题：
１．新型能源材料的预测和设计，着重研究中间能带材料的设计和调

控

２．纳米金属材料中等离激元的调控

３．能量转换动态过程的调控

４．研究探索新型光伏电池的设计和原型器件的实现

５．围绕材料结构预测与设计、等离激元到激子的能量转移机理等一

系列问题，发展多尺度、多时间跨度的理论计算方法

·９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星团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乌鲁木齐

主　 　 席：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刘进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９１⁃３６８９０２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ｊｉｎｚｈ＠ ｘａ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ＲＭＢ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星团的形成结构与演化

２．星团中变星的研究

３．银河系结构

·０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二届亚洲同步辐射医学成像会议
２０１７ 年秋季，周庄或长沙

主　 　 席： 肖体乔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市张衡路 ２３９ 号 ２０１２０４
所属学科： 同步辐射应用

联 系 人： 邓　 彪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３３９３３２１０
Ｅｍａｉｌ： ｄｅｎｇｂｉａｏ＠ ｓｉｎ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同步辐射生物医学成像技术

２．同步辐射生物医学成像应用

３．生物医学图像定量分析

４．同步辐射生物医学成像未来发展趋势

·１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亚太区域次季节到年际气候预测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烟台

主　 　 席： 周天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华严里 ４０ 号 １０００２９
所属学科：大气科学

联 系 人： 金　 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２３０
Ｅｍａｉｌ： ｔｒａｃｙｊｉｎ＠ ｌａｓｇ．ｉ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温度和降水数据的共享

２．关键陆气相互作用过程

３．青藏高原强迫作用

４．热带强迫和中高纬度预报因子比较

·２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亚波长电磁学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成都

主　 　 席： 罗先刚

主办单位： 中科院光电所

所属学科： 测试计量与仪器

联 系 人： 蒲明博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４５８５２０２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ｐｍｂ＠ ｉｏ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ｏｅ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确定

会议议题：
１．超材料技术研讨

２．表面等离子体及器件

３．光子晶体及应用

４．超构表面

·３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分子识别与功能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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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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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次中日韩肿瘤纳米成像学术交流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北京

主　 　 席： 蒋兴宇

主办单位：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市中关村北一条 １１ 号

所属学科： 纳米医学

联 系 人： 陈清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５５⁃０１１５０６７９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ｑｈ＠ ｎａｎｏｃｔｒ．ｃｎ
ｈｔｔｐ： ／ ／无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纳米肿瘤成像

２．ｔｂｄ．

·５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生命与健康大数据国际论坛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北京

主　 　 席： 待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所属学科： 生物信息学

联 系 人： 章　 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２６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ｂｉ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讨论生命科学中组学大数据的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和趋势

２．讨论精准医学中健康大数据的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和趋势

３．讨论在全球范围内生命与健康大数据的资源共享及其合作机制

·６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中德老工业基地可持续转型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沈阳

主　 　 席： 薛　 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姜　 璐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５２０５６３１７５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ｎｇｌｕ＠ ｉａ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ｒｃｉｅｓ．ｉａ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德国老工业基地转型经验

２．中国老工业基地转型路径

·７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国际有机多孔材料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张家界

主　 　 席： 韩宝航

主办单位：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１１ 号 １００１９０
国际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ｏｒ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成立中）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韩宝航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５５７６
Ｅｍａｉｌ： ｈａｎｂｈ＠ ｎａｎｏｃｔｒ．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ａｎｏｃｔｒ．ｃｎ ／ ｈａｎｂｈ ／
注册费： 暂未定（ＵＳ ＄ ４００－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有机多孔材料研究方面的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２．确认目前与有机多孔材料的开发和应用有关的具体科学问题（包
括降低成本的新型合成方法，材料结构的精确表征手段，以及在应

用方面特别是对其在能源存储、催化、光电转换等方面的应用性能

评估等）
３．探讨有机多孔材料在新型应用领域中的发展前景

４．讨论课题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５．讨论并制定在该领域未来工作计划

·８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认知科学与脑发育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南宁

主　 　 席： 刘　 勋　 范　 津　 Ｏｌａｆ Ｓｐｏｒｎ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ｉｌｈａｍ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广西师范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 １６ 号 １００１０１
所属学科： 脑科学

联 系 人： 左西年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５３７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ｕｏｘｎ＠ ｐｓｙｃｈ．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此次会议以“认知科学与脑发育”为主题，将汇聚来自欧美的 １０ 余

家知名科研机构，以及国内 １０ 余所知名学府及科研机构的 ３０ 位认知科

学和脑发育研究领域的报告人参会。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重点合

作项目、科学院‘脑与认知’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科技部 ９７３ 课题以及广

西八桂学者专项资金的资助，本次会议将邀请全球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

师生代表参与会议期间的学术交流，探讨未来的国际合作。 在中国脑计

划即将开始的时间，会议将重点探讨：认知科学与脑科学领域的关键问题

及先进技术，旨在促进来自世界各地的心理学、计算神经科学、人脑发育

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该主题产生的新观点及新发现进行交

流与学习，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今认知神经科学与人脑发展研究所面临的

挑战以及共同描绘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推动国家脑计划的在认知神经科

学和脑科学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９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九届化学科学与社会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４－７ 日，大连

主　 　 席： 李　 灿　 帅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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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中国化学会

德国化学会

美国化学会

英国皇家化学会

日本化学会

所属学科： 物理科学

联 系 人： 范峰滔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０２７
Ｅｍａｉｌ： ｆｔｆａｎ＠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主要围绕太阳能和光电进行展开，具体探讨以下几点：
１．光催化分解水

２．高丰度元素光伏材料

３．基于人工光合成的二氧化碳还原

４．光子材料与光的上转化

·０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陨石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９－１１ 日，昆山

主　 　 席： 徐伟彪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南京市北京西路 ２ 号 ２１０００８
所属学科： 天体化学

联 系 人： 廖世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１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ｓｙｌｉａｏ＠ ｐｍ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国内外陨石研究的现状

２．陨石的科学鉴定方法

３．专业科研人员，陨石藏家与大众科普交流

４．国内猎陨成果介绍

５．月球采样计划（嫦娥 ５ 号）介绍

·１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北京月球与深空探测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９－２２ 日，北京

主　 　 席：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月球与深空探测总体部

所属学科： 行星科学

联 系 人： 徐　 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９２７⁃８０２
Ｅｍａｉｌ： ｘｕｌ＠ ｎａｏ．ｃａｓ．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ｄｓｅ２０１７．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２０３０ 年前主要航天国家（组织）月球、火星、小行星探测规划

２．行星科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未来五到十年的热点问题

３．月球和其它地外天体返回样品研究的方法、手段和科学进展

４．深空探测新方法与有效载荷新技术

·２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中日双边纳米生物医学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１－２３ 日，苏州

主　 　 席： 王强斌　 万立峻　 顾　 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苏州市若水路 ３９８ 号 ２１５１２３
所属学科： 纳米生物

联 系 人： 陈彩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１２⁃６２８７２５９６
Ｅｍａｉｌ： ｃｘｃｅｈｎ２０１０＠ ｓｉｎａｎｏ．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继续交流中日双边纳米生物医学研究进展

２．纳米检测技术

３．纳米影像技术

４．纳米肿瘤药物

５．精准医学

·３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石英微晶体天平在环境领域
应用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９ 年 ２２－２３ 日，南京

主　 　 席： Ｊｏｅｌ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主办单位：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国际组织： 瑞典百欧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Ｂｉｏｌ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所属学科： 资环领域

联 系 人： 高　 娟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５１９２９６１６
Ｅｍａｉｌ： ｊｕａｎｇａｏ＠ ｉｓｓ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石英微晶天平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２．石英微晶天平对土壤矿物表面的化学过程检验

３．土壤有机污染物在土壤颗粒表面的结构表征应用

·４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脱氧核糖核酸结构生物学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３－２４ 日，合肥

主　 　 席： 施蕴渝　 雷　 鸣　 叶克穷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安徽省合肥市黄山路 ４４３ 号

所属学科： 结构生物学

联 系 人： 龚庆国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７６４４，１５２０９８８１０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ｑｇｇ＠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与功能

２．脱氧核糖核酸蛋白质相互作用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３．脱氧核糖核酸结构生物学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５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中英高分子与软物质双边
国际交流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３－２５ 日，合肥

主　 　 席： 刘世勇　 Ｄａｖｅ Ｈａｄｄｌｅｔｏｎ　 陈国颂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软物质化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刘世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７３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ｓｌｉｕ＠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ｓｍｃ．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５０

会议议题：
１．高分子软物质的合成和结构表征

２．软物质功能体系的构筑与应用

３．软物质超分子自组装

·６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中澳谷物穗发芽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２７ 日，成都

主　 　 席： 陈　 静　 王　 涛

主办单位：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

所属学科： 作物遗传育种

联 系 人： 张紫晋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８８１１７５３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ｚｊ１＠ ｃｉｂ．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待定）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谷物穗发芽遗传调控机制

２．穗发芽遗传资源评价及改良

３．穗发芽对谷物品质及产量影响

４．讨论双方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５．讨论并制定未来的工作计划

·７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中德干旱区生态与环境联合研究
学术交流会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２８ 日，乌鲁木齐

主　 　 席： 陈　 曦　 Ｍａｒｋｕｓ Ｄｉｓｓｅ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地理

联 系 人： 杨美林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９１⁃７８２７３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ｓｉｎｏｇｅｒｍａｎｍｅｅｃａｌ＠ １６３．ｃｏｍ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气候变化对中国及中亚干旱区的影响

２．人类活动对干旱区的影响

３．环境过程

４．减缓气候变化

５．干旱区水资源管理

·８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十届非接触式原子力显微技术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２９ 日，苏州

主　 　 席： 裘晓辉　 陈立桅　 季　 威

主办单位：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１１ 号 １００１９０
国际组织： 国际原子力显微技术执行委员会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肖红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５６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ａｏｈｊ＠ ｎａｎｏｃｔｒ．ｃｎ
ｈｔｔｐ： ／ ／ ｎｃａｆｍ２０１７．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４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新型原子力探针仪器与技术

２．分子体系的分子和原子分辨成像

３．液体环境下的高分辨成像与谱学

４．成像机制的理论分析；力和隧穿现象

５．针尖－表面间力的测量；二维 ／三维力场成像

６．电荷和偶极，功函数和磁性的测量

７．理论与图像模拟

８．多频原子力技术

·９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喷墨数码制造与三维图形打印
国际会议和展览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苏州

主　 　 席： ＸＩＥ ＹＯＮＧＬＩ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所属学科： 智能制造，先进制造
联 系 人： 周　 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１２⁃６２８７２８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ｙｚｈｏｕ２０１３＠ ｓｉｎａｎ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ｚ．ｃｏｍ ／ ２０１７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技术研讨会
●打印头设计和制造技术– ＴＩＪ，ＰＩＪ，ＣＩＪ，ＥＨＤ，ｅｔｃ．
●驱动与控制硬件和软件技术
●图像处理和建模技术
●打印机及配套系统设计和制造技术
●墨水与材料开发和生产技术

２．应用研讨会
●纺织数码印花
●喷墨 ３Ｄ 打印
●大型工业产品和模具制造
●人工假体和人工器官制造
●低成本薄膜太阳能电池和有机太阳能电池制造
●大幅面超薄柔性 ＯＬＥＤ 和 ＱＬＥＤ 显示屏制造
●ＲＦＩＤ 和印刷电路板制造
●陶瓷装饰打印

·０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二届中日韩科技政策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杭州

主　 　 席： 潘教峰　 胡志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１５ 号 １００１９０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８ 号 １０００３８
所属学科： 科技政策

联 系 人： 王慧中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９３５８６０２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ｉｚｈｏｎｇ＠ ｃａｓｉｐ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中日韩三国五家科技政策类研究机构过去一年研究亮点和进展

２．创新驱动发展与创意经济

３．科技创新测度与分析

４．工业革命及其对科技人力资源的影响

５．技术预见趋势与应用

·１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活体分析化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北京

主　 　 席： 毛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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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于　 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６１７８２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ｐｉｎｇ＠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５０

会议议题：
１．活体电化学分析

２．活体分析新原理和新技术

３．单个神经元细胞分析

４．相关神经生理学应用

５．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２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东南亚景观尺度的复原力培育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勐仑，西双版纳

主　 　 席： Ａｌｉｃｅ Ｃ．Ｈｕｇｈｅｓ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中国云南省勐腊县，勐仑镇，６６６３０３
国际组织： 斯德哥尔摩复原力中心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ＳＥ⁃１０６ ９１ 斯德哥尔摩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Ａｌｉｃｅ Ｃ．Ｈｕｇｈｅｓ
Ｅｍａｉｌ： ａｃｈ＿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注册费： ＲＭＢ ￥ ６５０

会议议题：
１．简单和复杂系统之间的差异，以及在简单系统，复杂的自适应社会

生态系统和“混合”复杂的自适应工程系统的弹性

２．复原力和可持续性：复原力评估作为可持续性评估工具

３．介绍和讨论社会生态评估工具，借助来自东南亚和美国西部森林

体系的例子说明这些概念

４．应用复原力评估工具，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景观类型中，进行

实践练习

５．从复原力评估到项目规划

６．复原力评估作为生态红线进行政策和规划制定的一个工具

７．讨论和计划为中国开发复原力评估工具

８．讨论和规划制定一个认可的抵御能力课程，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

的一种方法和一个为中国受众设立的网络课程（ＭＯＯＣ）

·３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健康河流与可持续水资源管理
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重庆

主　 　 席： 郭劲松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库水环境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国际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欧洲生态水文学研究中心

所属学科： 环境科学

联 系 人： 郭劲松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３⁃６５９３５９０１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ｏｊｓ＠ ｃｉｇｉｔ．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河流－水库水污染物的环境行为与过程

２．水污染过程的生态水文机制

３．污染控制与有害藻类及水华治理新思路

４．生态水文学与水体生态修复

５．生态水文学与水资源管理

６．大型水利工程水域生物多样性重建的方案与经验分享

·４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３ 届钾肥高效施用与替代技术
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１２ 月，北海

主　 　 席： 周健民　 Ｈｉｌｌｅｌ Ｍａｇｅ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钾肥研究所

所属学科： 农业资源利用

联 系 人： 王火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６８８１５６９，１３５１２５０２０３４
Ｅｍａｉｌ： ｈｙｗａｎｇ＠ ｉｓｓ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钾肥市场和应用现状

２．我国农田土壤钾素肥力及调控策略

３．不同作物钾肥高效施用技术

４．钾肥替代资源潜力及其效果

·５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中日青年有机化学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８－１１ 日，上海

主　 　 席： 游书力

主办单位： 中科院上海有机所

所属学科： 有机化学

联 系 人： 杨小静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５２１６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ｉｎｇ＠ ｓｉｏ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有机化学

１．不对称合成

２．金属有机

３．天然产物全合成

４．化学生物学

·６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地质对比计划 ６５３ 项目
２０１７ 年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８－１２ 日，宜昌

主　 　 席： 张元动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南京市北京东路 ３９ 号 ２１０００８
国际组织： ＩＧＣＰ６５３ 项目组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张元动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２８２１４５
Ｅｍａｉｌ： ｙｄｚｈａｎｇ＠ ｎｉｇｐ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８００ 元，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奥陶纪生物大辐射事件的启动机制

２．晚寒武世—中奥陶世生物多样性演变

３．晚寒武世—中奥陶世的古海洋学和古气候学变化

·７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先进谱学技术在核能材料
与化学中的应用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９－１１ 日，上海

主　 　 席： 王建强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市嘉定区嘉罗公路 ２０１９ 号 ２０１８００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刘洪涛　 张林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３９１９５２６３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ｈｏｎｇｔａｏ＠ ｓｉｎａｐ．ａｃ．ｃ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３９１９４１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ｊｕａｎ＠ ｓｉｎ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讨论核能材料与化学研究中存在的基础科学问题及挑战

２．探讨先进谱学技术在核能材料与化学中的重要应用，交流最新研

究进展（包括适用于核能材料及熔盐体系的先进谱学实验手段、理
论分析方法以及原位在线设备等）

３．探讨先进谱学技术在熔盐化学与核能材料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
制定 ＴＭＳＲ 分析化学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８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雷电物理和雷电气象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１３ 日，北京

主　 　 席： 郄秀书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华严里 ４０ 号 １０００２９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秦茁铭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２４６
Ｅｍａｉｌ： ｑｉｎｚｈｍ＠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交流汇报“雷暴 ９７３”项目开展以来获得的各项研究成果

２．讨论雷电物理学及雷电气象学在今后几年中发展的重点和研究方

向

３．探讨中国学者和国外研究团队和机构在雷电物理学和雷电气象学

中的合作前景

·９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森林生态系统碳、氮与水循环及关键过程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１３ 日，西双版纳，勐腊，勐仑

主　 　 席： Ｊｏｈｎ Ｇｒａｃｅ
执行主席：梁乃申　 张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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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６３０３
国际组织： 无

所属学科： 生态学

联 系 人： 周文君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９２５１０１８０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ｏｕｗｊ＠ 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森林生态系统碳氮水过程及其机制

２．森林生态系统碳氮水过程的模型模拟

３．森林生态系统碳氮水分配及关键过程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与反馈

·０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中德古生物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１４ 日，宜昌

主　 　 席： 杨　 群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Ｒｅｉｔｎｅｒ
主办单位： 中国古生物学会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国际组织： 德国古生物学会，德国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

所属学科： 古生物学和地层学

联 系 人： 王永栋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２８２２２１
Ｅｍａｉｌ： ｙｄｗａｎｇ＠ ｎｉｇｐ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ｐｓｃ．ｃｎ ／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３００ 欧元

会议议题：
会议主题：地质关键转折时期的生命演化

１．早期生命起源和演化

２．显生宙生物的大绝灭与复苏

３．化石库生物群和古环境

４．古植物与孢粉学

５．微体古生物学

６．全球地层界线与对比等

·１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中美纳米医学双边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１４ 日，南京

主　 　 席： 王　 琛　 梁兴杰　 甄永苏　 Ｐｉｏｔｒ Ｇｒｏｄｚｉｎｓｋｉ
主办单位：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纳米医学

联 系 人： 梁兴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５５６９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ａｎｇｘｊ＠ ｎａｎｏｃｔｒ．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８５０

会议议题：
１．纳米药物的体内靶向运输

２．生物成像技术及纳米药物在诊断中的应用

３．纳米药物的治疗效果评估

４．纳米药物使用的安全性问题及其临床应用

·２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星团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９－１３ 日，昆明

主　 　 席： 韩占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方旺 ３９６ 号 ６５０２１６
所属学科： 天文

联 系 人： 韩占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７１⁃６３９２０１３９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ｗｅｎｈａｎ＠ ｙｎ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星团的观测现状

２．研讨星团的 Ｎ 体动力学模拟

３．探讨双星在星团结构与演化中的作用

４．讨论星团的多星族问题

５．讨论未来工作计划

·３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高级研修班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１１ 月 ２３ 日，西双版纳

主　 　 席：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ｏｒｌｅｔｔ　 Ａｌｉｃｅ Ｈｕｇｈｅｓ　 刘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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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６３０１
联 系 人： 刘景欣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６９１⁃８７１３７７５
Ｆａｘ： ８６⁃６９１⁃８７１５０７０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ｊｘ＠ ｘｔｂｇ．ｏｒｇ．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ｆｓ⁃ｔｒｏｐａｓｉａ．ｏｒｇ
注册费： 不发达国家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发达国家代表 ＲＭＢ
￥ ８０００（有少量奖学金名额）

会议议题：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高级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野外培

训班”旨在利用我园雄厚的专家班底及云南丰富的生态资源，对国内外
的青年生态学者，尤其是生态专业的研究生进行生态研究和保护学领域
为期六个星期的集中培训。 高级生态学野外培训班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正式
获得中科院研究生院批准的 ２ 个研究生学分。 ２０１６ 年将是版纳植物园
第 ８ 次举办此培训班。 培训班采取课堂与野外考察相结合方式，邀请至
少十余位中外的资深生态学，保护学专家研究员授课和指导学生野外实
践。

研修内容分四个模块：
１．热带森林生态学
２．保护生物学
３．实验设计和数据统计（Ｒ）
４．独立课题研究

·４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理论与高性能计算化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３－１６ 日，杭州

主　 　 席： ＪＡＭＥＳ Ｔ．ＫＩＮＤＴ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四街四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计算化学

联 系 人： 金　 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８８１２１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ｊｉｎ＠ ｓｃｃａｓ．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ｔ⁃ｈｐｃｃ１７．ｖｌｃｃ．ｃｎ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高性能计算化学方法及其在计算材料化学、电子结构计算、反应动

力学、生物物理计算以及等离子光子学计算等领域的应用和前景

２．从头算量子化学、ＤＦＴ 理论、分子力学、分子反应动力学方法理论

与高性能计算软件开发以及现代计算机加速技术的应用

３．计算化学手段在实验领域的应用、拓展和延伸

·５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大数据智能论坛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４－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赵　 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所属学科： 工学

联 系 人： 周宣汝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８８１２１９６
Ｅｍａｉｌ：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ｓｃ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大数据智能

２．ＧＰＵ 计算

３．深度学习

４．类脑计算

·６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九届吴瑞纪念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４－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徐　 涛　 饶子和　 许瑞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国际组织： 吴瑞纪念基金会

所属学科： 生命科学

联 系 人： 张　 昕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８５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ｘｉｎ＠ ｍｏｏｎ．ｉｂ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蛋白质三维结构与功能研究

２．蛋白质功能与折叠原理研究

３．生物膜和膜蛋白功能结构研究

４．计算与系统生物学、
５．感染与免疫的分子基础

６．蛋白质药物与多肽药物

·７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国际乳腺癌干细胞高峰论坛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４－１５ 日，湛江

主　 　 席： 陈策实　 黄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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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医科大学

广东湛江霞山文明东路 ２ 号 ５２４０２３
所属学科： 细胞生物学

联 系 人： 孔燕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７１⁃６５１８１９４５
Ｅｍａｉｌ： ｋｏｎｇｙａｎｊｉｅ２６＠ １６３．ｃｏｍ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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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全球大气成分探测网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６－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李传荣　 Ｂｏｊａｎ Ｂｏｊｋ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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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欧洲气象卫星开发组织

Ｅｕｍｅｔｓａｔ Ａｌｌｅｅ １， Ｄ⁃６４２９５ 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
所属学科： 遥感

联 系 人： 邱　 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６４２
Ｅｍａｉｌ： ｓｑｉｕ＠ ａｏ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ｄｓｃ．ｎｃｅｐ．ｎｏａａ．ｇｏｖ
注册费： 免费

会议议题：
１．讨论大气测量方面的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２．聚焦于微波辐射计、红外光谱仪等地基观测设备对大气对流层和

平流层测量的具体科学问题

３．探讨卫星定标及验证的重要意义及具体科学问题

４．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５．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９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４ 届等离子体基离子注入和沉积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２０ 日，上海

主　 　 席： 刘宣勇　 狄增峰

主办单位：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所属学科： 材料科学

联 系 人： 刘宣勇　 曹辉亮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２４１５６２３，８６⁃１０⁃５２４１２４０９
Ｅｍａｉｌ： ＰＢＩＩＤ２０１７＠ ｍａｉｌ．ｓｉ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ｐｂｉｉｄ２０１７．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正式代表 ＄ ５５０，学生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

会议议题：
１．等离子体基离子注入和沉积技术

２．其它等离子表面处理技术

３．等离子体表面处理技术在生物材料表面改性中的应用

４．等离子表面处理技术在半导体材料表面改性中的应用

等离子体表面处理技术在其它材料表面改性中的应用

·０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东亚地区氮循环及其环境影响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２２ 日，南京

主　 　 席： 朱兆良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师范大学

国际组织： 国际氮素研究组织东亚中心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颜晓元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６８８１５３０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ｘｙ＠ ｉｓｓ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交流东亚地区氮素循环及其环境影响研究的最新进展

２．研讨国际氮素管理系统东亚区域示范项目工作方案

３．讨论国际氮素研究组织东亚中心未来工作计划

·１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纳米能源与纳米系统
国际学术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１－２３ 日，北京

主　 　 席： 王中林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所属学科： 材料科学

联 系 人： 王　 鑫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８５４８５２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ｘｉｎ＠ ｂｉｎｎ．ｃａｓ．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ｅｎｓ．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９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２０

会议议题：
１．纳米发电机及其应用

２．自供电传感器及其系统

３．压电电子学和压电光电子学

４．能量存储与自充电能源系统

５．复合能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

６．光催化和水分解

·２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亚洲化学传感与成像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２６ 日，北京

主　 　 席： 王　 树　 马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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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刘礼兵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６３６６７９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ｌｉｂｉｎｇ＠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光学探针的分子设计

２．分子探针在化学与生物传感领域的应用

３．分子探针在荧光成像领域的应用

４．化学传感与成像的前沿技术

·３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火灾前沿科学和技术国际论坛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２６ 日，合肥

主　 　 席： 胡　 源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际组织： 亚澳火安全材料协会

所属学科： 安全科学技术

联 系 人： 胡　 源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１６６４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ａｎｈｕ＠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阻燃材料的燃烧行为与阻燃机理

２．聚合物及生物基聚合物阻燃

３．复合材料燃烧行为

４．阻燃纤维与织物

５．纳米技术与协效剂

６．防火保护与防火涂料

７．阻燃产品的工业应用

８．火灾计算模拟

９．规范、标准与试验方法

１０．环境、毒性与烟气

·４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中日韩新材料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２８ 日，苏州

主　 　 席： Ｙｏｕｎｇ Ｈｅｅ Ｌｅｅ　 Ｒｉｉｃｈｉｒｏ Ｓａｉｔｏ　 魏　 飞

主办单位：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所属学科： 材料与器件

联 系 人： 李清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１２⁃６２８７２５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ｑｗｌｉ２００７＠ ｓｉｎａｎ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确定

注册费：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纳米材料在电子学、能源领域、环境领域的前沿研究

·５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８ 届中美高级网络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１０ 月 ２７ 日，昆山

主　 　 席： 迟学斌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四街四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信息科学

联 系 人： 陈　 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８８１２２６６
Ｅｍａｉｌ： ｃｙ＠ ｃｎｉｃ．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４２５

会议议题：
１．科学研究合作

２．未来互联网相关技术

３．端到端服务

４．身份认证管理

５．科研机构信息化管理

·６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 国际基因组学大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２８ 日，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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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１００１０１
中国遗传学会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２ 号 １００１０１
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８ 号北辰世纪中心 Ａ 座 ３０２ 室 １００１０１
所属学科： 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

联 系 人： 宋利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５２⁃１０６７５９２１
Ｅｍａｉｌ： ｓｏｎｇｌｐ＠ ｂｉ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ｇｐｂ．ｉｃｇ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测序仪与纳米技术

２．生命组学信息与医学

３．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４．微生物组学与健康

·７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偏振遥感载荷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３１ 日，合肥

主　 　 席： 李正强　 洪　 津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合肥市科学岛 ２３００３１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李　 莉　 闫　 静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５７４３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ｌｉ３＠ ｒａｄｉ．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ｎｅｔ．ａｃ．ｃ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５５９３６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ｊｉｎｇ＠ ａｉｏｆ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ｉｏｆ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偏振对地观测载荷发展战略

２．偏振传感器定标、数据预处理

３．偏振辐射传输、偏振遥感反演算法

４．气溶胶、云等大气成分的偏振遥感

５．偏振遥感其他应用

·８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４３ 届国际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学会
工业电子年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１１ 月 １ 日，北京

主　 　 席： Ｘｉｎｇｈｕｏ Ｙｕ　 吕金虎　 Ｋａｍａｌ Ａｌ⁃Ｈａｄｄａｄ　 Ｌｕｉｓ Ｇｏｍｅｓ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５５ 号 １００１９０
国际组织： 国际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学会（ＩＥＥＥ）工业电子学会

所属学科： 信息科学

联 系 人： 吕金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１８３０
Ｅｍａｉｌ： ｊｈｌｕ＠ ｉｓ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ｅｃｏｎ２０１７．ｃｏｍ
注册费： ＵＳ ＄ ７５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国际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学会（ ＩＥＥＥ）工业电子学会的发展规

划

２．讨论国际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学会（ ＩＥＥＥ）工业电子学会与中国的

合作和发展

３．探讨工业电子在各个领域中的典型应用，如系统与控制、电力系

统、智能电网、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科学与工程等

４．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５．讨论并制定 ＩＥＥＥ ＩＥＳ 的未来工作计划

·９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中德颗粒流体多相流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北京

主　 　 席：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Ｗｅｒｔｈｅｒ　 Ｗｅｉ Ｗａｎｇ
主办单位： 中科院过程所

所属学科： 化工

联 系 人：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８３７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ｗｅｉ＠ ｉｐ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颗粒流与多相流体力学

２．多尺度计算与介尺度科学

·０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低碳循环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对话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１２ 月，北京

主　 　 席： 王　 毅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１５ 号

国际组织： 待定

所属学科： 能源环境政策

联 系 人： 陈　 然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２６１７６８５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ｒａｎ＠ ｃａｓｉｐ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发展低碳循环经济的路径、模式

２．能源结构调整与能源使用效率

３．税收和电价改革机制

４．碳排放达峰

５．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１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前沿重点实验室
－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理论物理实验室

联合强相互作用物理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１２ 月，深圳

主　 　 席： 周善贵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中关村东路 ５５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方　 晓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３７４
Ｅｍａｉｌ： ｆａｎｇｘｉａｏ＠ ｉｔ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探讨强相互作用物理研究前沿和进展，包括强子谱、原子核结构、
原子核反应

２．讨论理论与实验的合作以及双边合作

·２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生物传感 ／生物芯片及纳米生物学前沿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北京或大连

主　 　 席： 张先恩

主办单位：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亚洲生物技术协会

所属学科： 生命科学

联 系 人： 李　 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７０５１
Ｅｍａｉｌ： ｍｉｎｌｉ＠ ｉｂ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生物传感新原理及应用

２．生物芯片及微流控

３．纳米生物技术与纳米生物学

４．微全分析系统

·３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律师联盟（ＵＩＡ）生物技术法律
与政策前沿展望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合肥

主　 　 席： 宋　 伟

主办单位： 中科大公共事务学院

华大基因

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国际组织： 国际律师联盟（ＵＩＡ）
所属学科： 公共管理

联 系 人：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２８７９
Ｅｍａｉｌ： ｓｐａ＠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６．现代基因工程发展中的法律问题

７．动植物分子育种与知识产权保护

８．基因修复、编辑、重组、沉默以及基因大数据的伦理学和隐私保护

９．基因筛查与检测衍生的法律问题

１０．人类基因组计划与前沿展望

·４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盖亚时代双星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１０ 日，北京

主　 　 席： 韩占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方旺 ３９６ 号 ６５０２１６
所属学科： 天文

联 系 人： 韩占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７１⁃６３９２０１３９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ｗｅｎｈａｎ＠ ｙｎ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盖亚巡天

２．食双星

３．双星系统

４．双星星族

５．未来工作计划

·５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届广州国际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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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一、干细胞研究的基础研究

１．ＲＮＡ 生物学；２．造血作用；３．神经生物学；４．微环境；５．表观遗传

学；６．多能性

二、干细胞研究的技术平台

１．精确基因组工程（ＣＲＩＳＰＲ）；２．类器官（Ｏｒｇａｎｏｉｄ）；３．单细胞生

物学；４．影响技术（ＮＭＲ）；５．基因调控网络；６．组学 ／高通量技术

三、干细胞技术的临床转化

１．癌症 ／免疫疗法；２．工程学（类器管和支架）；３．眼科学；４．帕金森

症的治疗；５．肝脏及心血管疾病的治疗；６．伦理规范与管理

·６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大陆破裂过程的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１５ 日，广州

主　 　 席： 孙　 珍　 林　 间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州市新港西路 １６４ 号 ５１０３０１
所属学科： 地球科学

联 系 人： 李　 淑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０⁃８９１０１１７５
Ｅｍａｉｌ： ｍｓｇ＠ ｓｃｓｉｏ．ａｃ．ｃｎ； ｌｉｓｈｕ＠ ｓｃｓｉ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ｍｓ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８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大陆破裂过程研究的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２．联合全球的大陆破裂过程研究知名科学家，共同探讨全球大陆岩

石圈破裂的研究进站、钻探发现、关键科学问题

３．讨论全球联合探索计划

４．探讨联合培养人才方案

５．讨论并制定未来工作计划

·７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亚印太地区大气与海洋科学大会
———暨第九届热带海洋环境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１－１４ 日，广州

主　 　 席： Ｐｅｔｅｒ Ｗｅｂｓｔｅｒ　 吴立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

广东省气象局

国际组织： ＣＬＩＶＡＲ（气候变率与可预测性研究计划）
所属学科： 物理海洋学

联 系 人： 杜　 岩　 赵　 迪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９０２３１８０，１３６２２７４２７３６
Ｅｍａｉｌ： ｄｕｙａｎ＠ ｓｃｓｉｏ．ａｃ．ｃｎ，ｚｈａｏｄｉ＠ ｓｃｓｉ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ｔｏ．ｓｃｓｉｏ．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热带印度洋的海洋动力学及气候多样性

２．西北太平洋与南海的多样性及海洋关联性

３．季风及其与印太区域海洋的相互作用

４．海洋环境对海洋和气候变化的响应

·８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大气中热带及亚热带气旋活动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２４ 日，北京

主　 　 席： 吴　 季　 董晓龙　 Ｍｉｃｈｅｌ Ｂｌａｎｃ
主办单位：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国际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恩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１１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ｉｂｊ．ａｃ．ｃｎ
注册费： ０

会议议题：
１．回顾可见光、红外线及微波观测近十年的进展研究成果

２．探讨卫星观测如何进一步分析及预测气旋活动情况，并深入研究

将来如何更好地应用分析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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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协同效应方法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沈阳

主　 　 席： 薛　 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姜　 璐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５２０５６３１７５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ｎｇｌｕ＠ ｉａ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ｒｃｉｅｓ．ｉａｅ．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协同效应方法的国际进展

２．协同效应方法的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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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费米亚洲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５－９ 日，丽江

主　 　 席： 王建成　 张　 力　 侯　 贤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方旺 ３９６ 号 ６５０２１６
所属学科： 天文

联 系 人： 侯　 贤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７１⁃６３９２０１６５
Ｅｍａｉｌ： ｘｈｏｕ＠ ｙｎ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研究人员 ＲＭＢ ￥ ２５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脉冲星及其星风云

２．伽玛射线双星

３．超新星遗迹

４．活动星系核、银河系中心辐射

５．伽玛射线暂现源

６．未认证费米伽玛射线源

７．伽玛射线暴

８．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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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清洁能源与绿色过程工程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张锁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国际组织： 待定

所属学科： 化学 ／化工

联 系 人： 张　 兰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１１７２２８８４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ｌ＠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国内学生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内教师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

学生 ＵＳ ＄ ２００，国外教师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分离和生物质

２．催化与合成

３．能源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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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５ 届亚洲程序设计语言和系统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３０ 日，苏州

主　 　 席： 冯新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所属学科： 计算机科学

联 系 人： 冯新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１２⁃８７１６１３１９
Ｅｍａｉｌ： ｘｙｆｅｎｇ＠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ｆｆ．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 ～ ｘｙｆｅｎｇ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会议主要讨论程序设计语言和系统研究的最新进展，具体包括：
１．３ 个特邀报告

２．会议收录论文的作者宣讲论文

３．会议执行委员会和程序委员会研讨———程序设计语言新想法和新

进展研讨会

４．墙报（ｐｏｓｔｅｒ）展览和讨论

５．程序委员会主席报告论文评审和录用情况

６．会议执行委员会工作会议，讨论下一届会议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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