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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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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汇总

（中、英文），收录了 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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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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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超导体中的马约拉纳模型”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８－１１ 日，北京

主　 　 席： 张富春　 邱靖凯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卡弗里理论科学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南一条 ３ 号，１００１９１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金　 楠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１０９３０８０２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ｎａｎ＠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研究马约拉纳粒子在拓扑超导体中的旋涡效应

２．研究旋涡的基础物理现象

３．探索新型态马约拉那粒子

·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压线站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Ｍｅｚｏｕ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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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于梅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ｍ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高压线站光束线初步设计报告及提问讨论

２．高压线站实验站初步设计报告及提问讨论

３．撰写高压线站初步设计评审结论

·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３ 届江门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会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１８ 日，上海

主　 　 席： 王贻芳

主办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所属学科： 粒子物理

联 系 人： 任山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Ｅｍａｉｌ： ｒｅｎｓ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ｅｖｅｎｔ ／ ８９２３ ／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ＪＵＮＯ 中心探测器方案进展

２．ＪＵＮＯ 实验站建设进展

３．ＪＵＮＯ 合作组织管理

４．ＪＵＮＯ 研究计划

·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首届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５－１８ 日，南京

主　 　 席： 甘为群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宋　 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１８２
Ｅｍａｉｌ： ｓｏｎｇｐｉｎｇ＠ ｐｍ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科学目标与载荷配置，分卫星层面和载荷层面，由卫星首席首席科

学家和各载荷科学家分别介绍，重点听取与会国际专家的意见

２．卫星与载荷设计方案，分卫星层面和载荷层面的具体设计和实施，
由卫星总师和各载荷主任设计师分别介绍，重点听取与会国际专

家的意见

３．国际专家介绍与 ＡＳＯＳ 对应的有关卫星设备情况及科学研究考

虑，重点讨论相互借鉴、协同观测和未来合作研究等

·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低维结构探针线站
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１－２２ 日，北京

主　 　 席： Ｔａｉ Ｃ．Ｃｈｉ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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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于梅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ｍ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低维结构探针线站光束线初步设计报告及提问讨论

２．低维结构探针线站实验站初步设计报告及提问讨论

３．撰写低维结构探针线站初步设计评审结论

·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中智天文科学双边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２－２７ 日，昆明

主　 　 席： 黄家声

主办单位： 国家天文台云南天文台

所属学科： 天体物理

联 系 人： 程　 诚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７９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 ｂａ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ｃ２０１９．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介绍中智天文合作概况和最新成果

２．介绍中智天文联合科研项目执行情况和成果

３．ＣＡＳＳＡＣＡ 博士后亮点工作

４．中智天文设备研发合作

·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发现超长波天空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３－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Ｆａｌａｎｇ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国际组织：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ＩＳＳＩ⁃ＢＪ）
所属学科： 天文

联 系 人： 恩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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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回顾近年来地面和空间观测的研究进展，、太阳和行星射电、星际

介质等超长波观测相关的科学问题，研讨超长波的观测实验方法

和数据处理等

２．讨论与宇宙黑暗时代与黎明

·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工程材料线站
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Ｒａｇｎｖａｌｄ Ｍａｔｈｉｅｓ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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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于梅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ｍ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工程材料线站光束线初步设计报告及提问讨论

２．工程材料线站实验站初步设计报告及提问讨论

３．撰写工程材料线站初步设计评审结论

·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所－大阪大学 ＣＯＭＥＴ 实验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７－３０ 日，北京

主　 　 席： 李海波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张　 瑶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４０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ｙａｏ＠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ｅｖｅｎｔ ／ ９１８８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ＣＯＭＥＴ 实验 ＣｙＤｅｔ 探测器的测试与运行

２．ＣＯＭＥＴ 实验软件开发和计算

３．高能所与大阪大学的合作与研究

·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Ｘ 射线谱学线站
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２９ 日，北京

主　 　 席： Ｍａｓａｈａｒｕ Ｎｏｍｕ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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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于梅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ｍ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Ｘ 射线吸收谱学线站和通用环境谱学线站的光束线初步设计报告

及提问讨论

２．Ｘ 射线吸收谱学线站和通用环境谱学线站的实验站初步设计报告

及提问讨论

３．撰写 Ｘ 射线吸收谱学线站和通用环境谱学线站的初步设计评审结

论

·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原子质量评估合作组年度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２ 月 １ 日，惠州

主　 　 席： 王　 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原子质量评估合作组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王　 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９３２４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ｍ＠ 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原子质量评估最新进展

２．下一步工作计划

·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
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Ｎ．Ｓｔｒｏｋ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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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于梅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ｍ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的光束线初步设计报告及提问讨论

２．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的实验站初步设计报告及提问讨论

３．撰写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的初步设计评审结论

·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亚毫米波天文科学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１－２４ 日，南京

主　 　 席： 杨　 戟　 Ｒｙｏｈｅｉ Ｋａｗａ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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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学

联 系 人： 李　 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２８８　 １３７７０９６０８９０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ｎｌｉ＠ ｐｍ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下一代大型亚毫米波望远镜科学目标

２．大型亚毫米波望远镜技术概念

·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ｅＸＴＰ 国际合作组会议暨卫星方案
阶段启动会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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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１９
所属学科： 空间天文

联 系 人： 刘红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０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ｈｗ＠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对卫星科学及科学需求做全面深入的审查

２．卫星各载荷的现状、设计以及期望的配置

３．与卫星平台的接口，目前涉及到航天五院和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

研究院两家的方案

４．中欧双方方案阶段的工作计划

·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前端区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５－２６ 日，北京

主　 　 席：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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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于梅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ｍ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前端区初步设计报告及提问讨论

２．撰写前端区初步设计评审结论

·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启动仪式
暨发展战略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５－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鲍一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中国北京朝阳区北辰西路一号大院 １０４ 号楼

国际组织： 国际生物多样性与健康大数据联盟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ＢＨＢＤ）
所属学科： 生物信息

联 系 人： 蓝　 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２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ｌａｎｌ＠ ｂｉ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国家基因组学数据中心发展战略研讨

２．国家基因组学数据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工作

３．国际组织 ＢＨＢＤ 联盟各成员单位代表就双边合作

·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亚洲分子光谱学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７－９ 日，合肥

主　 　 席： 胡水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所属学科： 理学

联 系 人： 刘安雯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７６３２
Ｅｍａｉｌ： ａｗｍｓ２０１９＠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ａｔｔａ．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 ＡＷＭＳ２０１９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际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气相光谱

２．光谱在动力学研究中的应用

３．新光谱技术

４．精密测量

５．理论计算

６．凝聚相光谱

７．其他研究

·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届亚洲多模式国际比较计划
ＭＩＣＳ⁃Ａｓｉａ ＩＩＩ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８－９ 日，金华

主　 　 席： 王自发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Ｒ．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日本环境研究所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葛宝珠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４２６３２９０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ｇｅｂｚ＠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继续探讨亚洲多模式国际比较相关内容

２．讨论专刊文章发表情况

３．开展第四期亚洲国际多模式比较相关议题

·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全球生物经济大会国际专家咨询
委员会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１－１３ 日，北京

主　 　 席： 李　 寅

主办单位： ＣＡＳ－ＴＷＡＳ 生物技术卓越中心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所属学科： 生物技术

联 系 人： 罗丹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３５１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ｏｄｄ＠ ｉ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ｓ－ｔｗａｓ－ｃｏｅｂｉｏ．ｏｒｇ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全球生物经济发展机制的启动和实施

２．筹备 ２０２０ 年召开第三届全球生物经济大会等议题

·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中日高能物理会谈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２２ 日，北京

主　 　 席： 王贻芳

主办单位： 高能所

所属学科： 高能物理

联 系 人： 郭立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０１４
Ｅｍａｉｌ： ｌｊｇｕｏ＠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回顾过去一年中日合作内容

２．讨论未来一年的合作

·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皇后镇分子生物学（上海）会议暨
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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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次会议及《中国药理学报》

２０１９ 年度编委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２２ 日，上海

主　 　 席： 王明伟　 Ｐｅｔｅｒ Ｒｏｂｉｎ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主办单位： 上海药物研究所

所属学科： 生物医药

联 系 人： 王明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０８００５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ｑｍｂｓｈ＠ ｍａｉｌ．ｓｈｃｎ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ｎ．ｃｎｃｌ．ｏｒｇ．ｃｎ ／ ２６８１ ／ ５５１４９ ／ １３６０２７．ｓｈｔｍｌ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７０

会议议题：
药物发现与技术创新

·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非人灵长类脑科学未来发展态势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２３ 日，深圳

主　 　 席： 王立平　 周晖晖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ｅｓｉｍｏｎｅ　 冯国平　 Ｓｔｅｖｅ Ｈｙｍａｎ　
Ｔｙｌｅｒ Ｂｒｏｗｎ

主办单位： 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斯坦利精神病学研究

中心

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屠　 洁　 麦芷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５５⁃２６７０３５５１　 ８６⁃７５５⁃８３０９４７８５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ｅ．ｔｕ＠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ｚｊ．ｍａｉ＠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ｂｃｂｄｉ．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
注册费： 普通代表 ＵＳ ＄ ２６５， ＲＭＢ ￥ １８００； 学生代表 ＵＳ
＄ １４５，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基因组编辑技术

２．单细胞分析技术

３．记录和成像技术

４．脑图谱解析技术

５．细胞与环路调控技术

６．行为计算技术

·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ＬＨＡＡＳＯ 项目取数研讨会暨庆祝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２８ 日，稻城

主　 　 席： 曹　 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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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廖暑业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０８６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ａｏｓｙ＠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１１６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庆祝 ＬＨＡＡＳＯ 项目开始取数

２．ＬＨＡＡＳＯ 科学研究方面的讨论

·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计划中美合作组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２９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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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吴　 帝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１５６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ｄ＠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项目最新建设和科研方面进展

２．讨论国际同类设备的科技成果

３．讨论后续合作事宜

·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基于微波和红外激光掩星的温室气体和
全球气候监测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６－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Ｆａｌａｎｇ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国际组织：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ＩＳＳＩ－ＢＪ）
所属学科： 天文

联 系 人： 恩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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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全球气候与大气成分监测科学实验卫星计划的重大科学问题和科

学目标

２．ＬＥＯ－ＬＥＯ 掩星探测计划的主要科学目标

３．全球气候与大气成分监测科学实验卫星关键技术和设计方案

·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ＢＥＳＩＩＩ 春季物理软件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８－３１ 日，湖南

主　 　 席： 苑长征

主办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

所属学科： 中高能核物理

联 系 人： 邢天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ｎｇｔｈ＠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各组进展汇报

２．管理调整

３．取数计划

·６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粤港澳大湾区先进电子材料
国际创新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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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学城学苑大道 １０６８ 号，５１８０５５
所属学科： 材料

联 系 人： 吴晓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１９６
Ｅｍａｉｌ： ｘｌ．ｗｕ＠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粤港澳大湾区先进电子材料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启动

２．深圳先进电子材料国际创新研究院（筹）成立揭牌

３．针对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以及我国半导体材料发展做大会主题

报告

４．探索材料创新研究院体制机制创新和联盟单位的合作模式

·７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ｅ＋ｅ－对撞机实验高精度量能器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北京

主　 　 席： 娄辛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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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粒子物理与核物理

联 系 人： 吴亚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８４３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ｙａｒｕ＠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高精度量能器技术设计报告研究的进展、关键技术研究的进

展状况

２．推动成立国际合作组

·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中－沙生物多样性与健康大数据
双边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６－９ 日，北京

主　 　 席： 章　 张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中国北京朝阳区北辰西路一号大院 １０４ 号楼

国际组织： 国际生物多样性与健康大数据联盟（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ＢＨＢＤ）

所属学科： 生物信息

联 系 人： 蓝　 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２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ｌａｎｌ＠ ｂｉ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发展现状与战略、生物多样性与健康大数

据共享联盟的成员拓展、基于药物基因组学的个体化用药研究、水
稻大数据整合与审编、ＧＳＡ 系统建设与数据资源、精准医学人群项

目等多项合作领域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２．生物多样性、精准医学、生物大数据等领域的研究、学术交流、人才

培养等方面合作的具体实施计划进行讨论

３．如何拓展在中科院与沙特高等学府间的学术交流与进一步合作

·９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中亚重大有害生物的监测、预警及其
综合治理区域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６－１０ 日，鹤壁

主　 　 席： 吕昭智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ｓｈｅｎｋｏ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河南佳多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组织：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ＭＡＢ ＵＮＥＳＣＯ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所属学科： 农业

联 系 人： 吕昭智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９１⁃７８５４０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ｚｈｉ＠ ｍｓ．ｘｊｂ．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最近入侵中亚的入侵生物的分布及其危害

２．讨论如何组建中亚区域性的监测技术和方法

３．研讨中国的技术和产品如何在这些地区的技术转移

·０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数学优化国际会议———丝路数学中心
系列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１３ 日，北京

主　 　 席： 高小山　 陈大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和中国数学会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５５ 号

所属学科： 数学

联 系 人： 李丽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１４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ｌｌｆ＠ ａｍｓ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ｓｍｃ２０１９．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尚未发布）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最优化计算方法的前沿领域，包括随机优化方法、在线优化算

法设计、分布式优化方法、全局优化方法，以及相关应用领域，包
括：深度学习、材料计算、图像处理等

２．召开丝路数学中心第 ４ 次指导委员会会议，将讨论指导委员会换

届工作以及 ２０２０ 年丝路数学中心举办学术活动的主题

３．讨论丝路数学中心各成员数学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讨论并制定丝路数学中心工作组 ２０２０ 年工作计划

·１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ＩＣＴＰ－ＡＰ 中国引力波总体方案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吴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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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 张　 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０４４８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０４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ｍｉｎ＠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ｔｐ－ａｐ．ｏｒｇ ／

会议议题：
１．讨论中国引力波总体方案

２．讨论国际合作联盟

·２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一带一路”
稻麦品种技术创新转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科技合作
专项技术培训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１３ 日，三亚

主　 　 席： 袁隆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成都研究生物所

三亚市人民政府

海南省科技厅等

所属学科： 水稻科学

联 系 人： 黄维藻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９０８０９６７１４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ａｎｇｗｚ＠ ｃｉｂ．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中国稻麦品种技术创新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２．东南亚“一带一路”国家稻麦育种生产现状和问题需求

３．稻麦产业面临的挑战与技术解决方案交流

４．中国及东南亚“一带一路”国家稻麦品种现场展示

５．杂交水稻制种技术及稻麦绿色高效生产技术培训

·３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蛋白质介导的膜塑形与重装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１－１４ 日，休宁

主　 　 席： 胡俊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生物物理

联 系 人： 伍艳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６８５２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ｙａｎｆ＠ ｉｂ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ｅｍｂｏ．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 ／ １９－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注册费： 学生代表 ＥＵＲ ３００，其他代表 ＥＵＲ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蛋白质与膜囊泡的形成

２．蛋白质与膜重装，融合与裂解

３．蛋白质与胞内膜塑形

·４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二届数值优化与数值代数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５－１８ 日，上饶

主　 　 席： 袁亚湘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５５ 号，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计算数学

联 系 人： 刘　 歆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１０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ｘｉｎ＠ ｌｓｅｃ．ｃｃ．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学生代表 ＲＭＢ ￥ ６００；国外代

表 ＵＳ ＄ ４００，学生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稀疏优化、鲁棒优化、混合整数规划、线性与

非线性方程组求解、矩阵特征值问题、矩阵方程等

·５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爱因斯坦探针－后随 Ｘ 射线望远镜项目
探测器电子学讨论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５－１９ 日，北京

主　 　 席： 陈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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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张　 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３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 ＥＰ－ＦＸＴ 项目最新建设和科研方面进展

２．讨论探测器 ＰＮＣＣＤ、电子学方面技术

３．讨论后续合作事宜

·６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微电子组装与封装协会 ／美国陶瓷学会
第 １５ 届陶瓷互联与陶瓷微系统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７－１９ 日，上海

主　 　 席： 刘志甫　 李　 勃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市和硕路 ５８５ 号，２０１８９９
所属学科： 材料科学

联 系 人： 刘志甫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６９９０６６８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ｉｃｍｔ２０１９＠ ｍａｉｌ．ｓｉ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ａｐｓ．ｏｒｇ ／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注册费： ＣＮＹ４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无源 ／有源器件功能材料及其特性

２．材料制备和器件制造技术

３．新兴技术和器件

４．设计、建模、模拟、表征和可靠性

·７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大亚湾物理分析讨论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９－２１ 日，北京

主　 　 席： 曹　 俊

主办单位： 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中高能核物理

联 系 人： 任山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Ｅｍａｉｌ： ｒｅｎｓ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大亚湾物理分析

２．大亚湾后续研究计划

３．大亚湾合作组织管理

·８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子午圈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Ｆａｌａｎｇ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国际组织：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ＩＳＳＩ－ＢＪ）
所属学科： 太阳物理

联 系 人： 恩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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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回顾讨论地基地球空间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

２．拟定基于以上讨论的国际子午圈科学目标

３．讨论国际子午圈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

·９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分子影像技术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４－２６ 日，香港，东莞

主　 　 席： 魏　 龙　 陈津渡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芝加哥大学

所属学科： 核物理探测技术

联 系 人： 章志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８６９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ｚｈｍ＠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分子影像技术研发进展

２．分子影像设备关键部件研发进展

３．分子影像技术应用研讨

·０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环境毒理学与化学学会亚太分会（ＳＥＴＡＣ Ａ ／ Ｐ）
焦点研讨会：“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环境污染与健康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４－２６ 日，珠海

主　 　 席： 张　 干　 李向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 ５１１ 号

国际组织： 环境毒理学与化学学会亚太分会（ＳＥＴＡＣ Ａ ／ Ｐ）
所属学科： 地学 ／环境科学

联 系 人： 卢亚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０⁃８５２９０１７８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ｙａｚｈｏｕ＠ ｇｉ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展示“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环境污染与健康研究进展

２．确认“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环境污染与健康的突出问题，分
析沿线国家的能力建设、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需求

３．共同设计、发起“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环境污染与健康国际

科技合作计划

·１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 届中国科学院－巴西科学院
空间科技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５－２６ 日，北京

主　 　 席： 王　 赤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Ｇａｌｖ ｏ
主办单位：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所属学科： 空间物理

联 系 人： 许永建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８０１０２８６２１
Ｅｍａｉｌ： ｘｕｙｏｎｇｊｉ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空间环境监测

２．大气科学

３．遥感科学

４．小卫星任务合作

·２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亚洲沙尘与海洋生态系统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２８ 日，广州

主　 　 席： 石广玉　 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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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丽琼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０４６７９３
Ｅｍａｉｌ： ｓｈｉｇｙ＠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ｐｅｏ．ｏｕｃ．ｅｄｕ．ｃｎ ／ ｓｏｌａｓ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继续讨论 ＡＤＯＥＳ 工作组的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２．确认同亚洲沙尘和海洋有关的具体科学问题（包括亚洲沙尘的发

生机理、输送过程，特别是从源地到海洋输送过程中的物理、化学

性质变化及其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等）
３．探讨在国际 ＳＯＬＡＳ 计划中成立 ＡＤＯＥＳ 特设工作组的具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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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多模 ＧＮＳＳ 精密定位技术与应用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２８ 日，武汉

主　 　 席： 袁运斌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 ３４０ 号，４３００７７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郭　 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７⁃６８８８１３６２
Ｅｍａｉｌ： ｒｏｃｋｗｏｋ＠ ｗｈｉｇ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单频 ／多频多模 ＧＮＳＳ 精密定位技术与应用

２．基于多模 ＧＮＳＳ 接收机的卫星系统完好性监测

３．多模 ＧＮＳＳ 系统间偏差、频内偏差和频间偏差的确定及其对定位

性能的影响分析

４．基于单频 ／多频多模 ＧＮＳＳ 数据的电离层及对流层估计方法

５．基于多模 ＧＮＳＳ 参考站网的 ＰＰＰ－ＲＴＫ 定位技术与应用

·４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亚洲沙尘与海洋生态系统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２８ 日，广州

主　 　 席： 石广玉　 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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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丽琼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０４６７９３
Ｅｍａｉｌ： ｓｈｉｇｙ＠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ｐｅｏ．ｏｕｃ．ｅｄｕ．ｃｎ ／ ｓｏｌａｓ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继续讨论 ＡＤＯＥＳ 工作组的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２．确认同亚洲沙尘和海洋有关的具体科学问题（包括亚洲沙尘的发

生机理、输送过程，特别是从源地到海洋输送过程中的物理、化学

性质变化及其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等）
３．探讨在国际 ＳＯＬＡＳ 计划中成立 ＡＤＯＥＳ 特设工作组的具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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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科学、西学与儒学：纪念《崇祯历书》
开编 ３９０ 周年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５ 月 １ 日，合肥

主　 　 席： 石云里　 张西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所属学科： 科学技术史

联 系 人： 石云里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０７５５６２１６８
Ｅｍａｉｌ： ｙｌｓｈｉ＠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崇祯历书》及其传播与背景

２．明清之际以及相关历史时期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３．儒学在近代西方的传播与影响

４．西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

５．与明清之际科学、西学与儒学互动相关的其他议题

·６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空间材料热物理性质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杭州

主　 　 席： 杨　 扬　 Ｗｉｍ Ｓｉｌｌｅｋｅｎｓ　 蒋建中　 Ｈａｎｓ Ｆｅｃ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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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１０００９４
欧洲空间局欧洲空间研究与技术中心

Ｋｅｐｌｅｒｌａａｎ １，２２０１ ＡＺ Ｎｏｏｒｄｗｉｊｋ，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浙江大学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８６６ 号

所属学科： 空间理论

联 系 人： 曹　 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２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ａｏｑｉａｎ＠ ｃｓｕ．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ｓｕ．ｃａｓ．ｃｎ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中欧空间应用领域“空间合金熔体的热物理性质及非晶材料形成

研究”合作项目启动

２．交流空间材料科学研究领域最新进展并讨论后续前沿发展方向

３．就空间材料科学前沿领域及热物性参数测量等细化方向开展国际

合作研究进行充分交流和讨论

·７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中欧合作软物质和复杂流体中的
非平衡现象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北京

主　 　 席： 杨　 扬　 Ｍａｒｃｏ Ｂｒａｉｂａｎｔｉ　 徐升华　 Ｌｕｃａ Ｃｉｐｅｌｌｅｔ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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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１０００９４
欧洲空间局欧洲空间研究与技术中心

Ｋｅｐｌｅｒｌａａｎ １，２２０１ ＡＺ Ｎｏｏｒｄｗｉｊｋ，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市北四环西路 １５ 号

所属学科： 空间理论

联 系 人： 曹　 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２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ａｏｑｉａｎ＠ ｃｓｕ．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ｓｕ．ｃａｓ．ｃｎ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交流中欧空间应用领域“空间蒸发相变与传热”合作项目进展和未

来具体工作计划

·８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超高场磁共振影像及波谱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北京

主　 　 席： 周晓洪　 张笑良

主办单位：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国际组织： 国际华人医学磁共振学会

所属学科： 生物医学影像

联 系 人： 侯　 燕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８１０７３０２８５
Ｅｍａｉｌ： ｌｊｚ２ｈｙ＠ １６３．ｃｏｍ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９ ４Ｔ 超高场磁共振影像及波谱

·９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中意高能物理会谈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５－６ 日，北京

主　 　 席： 王贻芳

主办单位： 高能所

所属学科： 高能物理

联 系 人： 郭立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０１４
Ｅｍａｉｌ： ｌｊｇｕｏ＠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回顾过去一年中意合作内容

２．讨论未来一年的合作

·０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青年数学家学术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５－１１ 日，合肥

主　 　 席： 梁永祺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所属学科： 数学

联 系 人： 梁永祺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６１７
Ｅｍａｉｌ： ｙｑｌｉａｎｇ＠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数论各方向研究前沿问题

２．讨论代数几何相关方向的最新进展

·１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青年天文学者科技写作培训班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６－１０ 日，昆明

主　 　 席： 韩占文　 Ｒｕｂｉｎａ Ｋｏｔａ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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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学

联 系 人： 陈俐鲭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７８８５１８９０６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ｑｉｎｇｃｈｅｎ＠ ｙｎ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有效且符合学术道德的科学写作

２．可读性

３．语言编写规范

４．天文文献与数据库

５．编辑出版过程

·２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北极冰冻圈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６－８ 日，兰州

主　 　 席： 康世昌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兰州市东岗西路 ３２０ 号，７３００００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吴通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７３９６
Ｅｍａｉｌ： ｔｈｕａｗｕ＠ ｌｚｂ．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 元，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主题：
１．继续讨论中－美北极冰冻圈变化联合研究计划和实施战略

２．明确北极冰冻圈变化过程需要集中关注的科学问题

３．探讨中国－美国在北极冰冻圈变化研究中的具体合作形式

４．讨论中国－美国及参与北极研究的其他国家的协调方式

５．制定 ２０１９ 年和未来三年内的具体工作任务

·３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世界数据系统亚大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８ 日，北京

主　 　 席： 孙鸿烈　 孙九林　 廖小罕　 渡边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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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国际科学联合会世界数据系统（ＩＣＳＵ－ＷＤＳ）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王卷乐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８０１６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ｊｌ＠ 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ｄｓ－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９０５．ｈｔｍｌ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８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ＷＤＳ 亚大地区科学数据中心发展

２．ＷＤＳ 科学数据中心与重大国际科学计划合作

３．国际科学数据汇聚和交换

４．科学数据管理的先进技术交流

５．科学数据安全与可持续利用

·４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国际高性能大数据暨智能系统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１１ 日，深圳

主　 　 席： 孙贤和

主办单位：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深圳市龙岗区机器人协会

深圳国际机器人城产业园

国际组织： 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所属学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联 系 人： 王金慧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３０９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ｈｕｉ．ｗａｎｇ＠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ｈｐｂｄｉｓ．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３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高性能计算技术及应用

２．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３．智能系统

·５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天文多波段暂现源：下一个十年的
天体物理问题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１１ 日，上海

主　 　 席： 余文飞　 Ｒａｌｐｈ Ｗｉｊ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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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余文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３４７７５３９９　 １３１６２５２０８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ｗｅｎｆｅｉ＠ ｓｈ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高能暂现源和多波段暂现源科学问题

２．高能暂现源的多波段观测

·６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一带一路”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学术大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崔　 鹏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协，ＵＮＥＰ
国际组织： ＩＲＤＲ，ＩＣＩＭＯＤ，ＩＳＳＭＧＥ，ＩＡＥＧ，ＩＷＲＡ，ＩＣＬ，ＷＡＳＥＲ
所属学科： 地球科学

联 系 人： 欧阳朝军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９２８０８９２０９
Ｅｍａｉｌ： ｃｊｏｕｙａｎｇ＠ ｉｍｄ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ｉｄｒｒ．ｃｏｍ
注册费： 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自然灾害孕灾环境、灾害信息采集与数据库建设

２．自然灾害形成过程与机理

３．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方法与技术

４．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技术与体系

５．自然灾害防治对策与关键技术

６．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与灾后重建

７．重大灾害防灾减灾协同共享机制

８．可持续发展与命运共同体建设

·７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０ 届亚非石油地球化学与勘探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１２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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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 ５１１ 号，５１０６４０
国际组织： 亚非石油地球化学家理事会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王云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０⁃８５２９０１９７
Ｅｍａｉｌ： ａａａｐｇ２０１９＠ ｇｉ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ａａａｐｇ２０１９．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一带一路与亚非地区油气资源与勘探战略

２．油气勘探、开发地球化学与实例研究

３．深层油气资源与地球化学示踪：问题与挑战性

４．烃源岩与油气生成地球化学

５．油气成藏与次生改造

６．生物标志物与同位素地球化学

７．地球化学新技术、新方法与盆地模拟

８．非常规油气地球化学；页岩、煤、沥青与油砂的资源潜力

９．致密油气藏开发岩石物理

１０．油气开发与环境与生物地球化学效应

·８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ＩＣＴＰ－ＡＰ 国际科学委员会 ２０１９ 年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吴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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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 张　 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０４４８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０４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ｍｉｎ＠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ｔｐ－ａｐ．ｏｒｇ ／

会议议题：
１．为中心中长期科学项目发展以及中心年度工作计划提供学术和政

策建议

２．协助中心开展活动的评估

３．在中心的活动框架下，为推进国际科学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提供

建议和帮助

４．指导中心学术活动和项目运行的评审工作

５．讨论 ＩＣＴＰ－ＡＰ 未来五年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９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国际 ＣＨＡＮＧ－ＥＳ 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２－１９ 日，南京

主　 　 席： 纪　 丽　 Ｊｕｄｉｔｈ Ｉｒｗｉ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南京市栖霞区元化路 ８ 号

所属学科： 自然科学

联 系 人： 李月月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０１３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ｙｕｅｙｕｅ＠ ｐｍ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８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２０

会议议题：
１．近邻星系多相星系周介质的多波段观测

２．星系射电晕的起源

３．延迟晕的研究

４．星系中宇宙线的传播和星系风速

５．星系晕中磁场和法拉第旋转

６．星系远红外和射电相关（恒星形成和反馈）
７．和来自星系晕的伽马射线的一致性

８．近邻星系核区高分辨率的射电观测

·０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基础物理前沿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３－１４ 日，北京

主　 　 席： 吴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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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 张　 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０４４８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０４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ｍｉｎ＠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ｔｐ－ａｐ．ｏｒｇ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４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量子物理与引力宇宙前沿科学技术

２．引力波探测方面的国际合作

３．讨论 ＩＣＴＰ－ＡＰ 未来五年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１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３ 届中欧 ＳＭＩＬＥ 任务科学团队
及联合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３－１５ 日，西安

主　 　 席： 王　 赤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Ｅｓｃｏｕｂｅｔ　 Ｇｒａｚｉｅｌｌａ Ｂｒａｎｄｕａｒｄｉ
主办单位：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所属学科： 空间物理

联 系 人： 李　 靖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９１０６３６４２４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ｊｉｎｇ＠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ＳＭＩＬＥ 工程研制进展

２．数据与数据格式

３．Ｘ－射线模型研究

４．极光地面观测

·２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大型中微子探测阵列 ＧＲＡＮＤ 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３－１５ 日，敦煌

主　 　 席： 武向平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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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１０１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黄　 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８７２８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ａｎｇｙａｎ＠ ｂａｏ．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总结 ＧＲＡＮＤ 选址工作，确定未来 ＧＲＡＮＤ３００ 的站址

２．讨论 ＧＲＡＮＤ３００ 的建设方案，并进行长期规划和布局

３．就 ＧＲＡＮＤ 的理论研究，技术方案进一步讨论

４．探讨国际合作 ＭｏＵ 等可行性。
５．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６．讨论并制定国际合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３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国际离子液体大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１７ 日，北京

主　 　 席： 张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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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王　 慧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８７５　 １３４８８７５２１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ｉｗａｎｇ＠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ｏｉｌ－８．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离子液体物化性质及模拟计算

２．可再生能源与储能

３．绿色催化反应及分离过程

４．生物精炼及加工

５．环境和生物讲解

６．分离和回收过程

７．有机合成和催化

８．功能材料

·４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陆地生态系统碳氮水循环与气候变化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１７ 日，勐仑

主　 　 席： Ｊｏｈｎ Ｇｒａｃｅ　 王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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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君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９２５１０１８０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ｏｕｗｊ＠ 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陆地生态系统碳氮水关键过程与功能

２．陆地生态系统碳氮水研究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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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ＣＡＳ－ＴＷＡＳ 国际绿色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４－１７ 日，北京

主　 　 席： 张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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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王　 慧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８７５　 １３４８８７５２１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ｉｗａｎｇ＠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ｇｔ２０１９．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离子液体物化性质及模拟计算

２．可再生能源与储能

３．绿色催化反应及分离过程

４．生物精炼及加工

５．环境和生物讲解

６．分离和回收过程

７．有机合成和催化

８．功能材料

·６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９ 届中国科学院－美国科学院空间科学
青年领军任务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１６ 日，北京

主　 　 席： 王　 赤　 Ｆ．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主办单位：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所属学科： 空间物理

联 系 人： 许永建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８０１０２８６２１
Ｅｍａｉｌ： ｘｕｙｏｎｇｊｉ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空间对地观测

２．行星科学

·７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爱因斯坦探针－后随 Ｘ 射线望远镜项目工作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协调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１９ 日，北京

主　 　 席： 陈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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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张　 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３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 ＥＰ－ＦＸＴ 项目最新进展

２．讨论协调接口方面的相关事宜

３．讨论后续合作事宜

·８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灵长类动物模型学术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６－１８ 日，昆明

主　 　 席： 姚永刚　 郑永唐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刘春誉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３９４９０２４９０　 ８６⁃８７１⁃６５１９１３６９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ｃｙ＠ ｍａｉｌ．ｋｉｚ．ａｃ．ｃｎ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病毒感染的灵长类模型与生物安全

２．灵长类实验动物资源的利用

３．灵长类实验动物的规范管理

·９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基于白光中子源的核数据测量研讨会
５ 月 １７－１８ 日或 ２６－２７ 日，东莞

主　 　 席： 唐靖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加速器物理

联 系 人： 李惠仪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７２５８７９０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ｈｕｉｙｉ＠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白光中子源物理实验研讨

２．未来物理研究方向讨论

·０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国际储能创新技术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８－１９ 日，北京

主　 　 席： 陈海生

主办单位：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

国际组织： 国际储能技术与产业联盟

所属学科： 工程热物理

联 系 人： 陈海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０８２５４３１３５
Ｅｍａｉｌ： ｇａ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ｏ＠ ｉｅｔ．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全球新型储能技术路线

２．传统储能技术进展与突破

·１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能源金融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８－１９ 日，昆明

主　 　 席： 李建平　 张大永　 魏　 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云南财经大学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

国际组织： 新兴市场研究学会

所属学科： 能源金融

联 系 人： 姬　 强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１０３８１６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ｊｑｗｘｎｊｑ＠ １６３．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ｅｆｎ．ｃｏｍ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能源市场定价

２．能源公司金融

３．能源市场系统风险建模

４．能源与环境市场的金融治理

５．碳金融

６．能源与气候建模

·２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主动和被动物质的非平衡波动现象学”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８－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Ｒｕｄｏｌｆ Ｐｏｄｇｏｒｎｉｋ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卡弗里理论科学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南一条 ３ 号，１００１９１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Ｒｕｄｏｌｆ Ｐｏｄｇｏｒｎｉｋ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６５２４５９１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ｐｏｄｇｏｒｎｉｋｒｕｄｏｌｆ＠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波动引起的 Ｃａｓｉｍｉｒ 相互作用和 Ｃａｓｉｍｉｒ 力矩

２．近区临界减速引起的波动力动力学

３．非平衡电流和梯度作用下液体的波动

４．水动力波动与 Ｃａｓｉｍｉｒ 效应

５．与主动自推进粒子的波动相关的有源噪声

６．化学活性中的活性乳液和活性凝胶反应

·３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微分几何与微分方程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２６ 日，合肥

主　 　 席： 孙　 崧　 王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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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

联 系 人： 王　 兵

Ｐｈｏｎｅ： １７７３７１５６３５９
Ｅｍａｉｌ： ｔｏｐｓｐｉｎ＠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复几何

２．几何流

·４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环太激光损伤与先进光学材料专题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２２ 日，青岛

主　 　 席： 邵建达　 Ｔａｋａｈｉｓａ Ｊｉｔｓｕｎｏ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Ｒｕｄｏｌｐｈ
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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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ＩＥ）
所属学科： 光学

联 系 人： 李静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６９９１８２５１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ｊｉｎｇｐｉｎｇ＠ ｓｉｏ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ｐｌｄｔｆｐａ２０１９．ｈｔｃｉｓ．ｎｅｔ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７００，国内学生代表 ＲＭＢ ￥ １７００，
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３０，国外学生代表 ＵＤ ＄ ２５５

会议议题：
１．光学材料的激光损伤
• 紫外到红外波段的高功率激光损伤

• 超快－连续激光辐照效应
• 激光切割和激光加工
• 高激光损伤阈值薄膜

• 缺陷、污染、抛光和表面损伤
• 表征技术和测量方法
• 模型、模拟和机理

２．先进的光学材料
• 非线性激光晶体
• 激光陶瓷

• 光学玻璃和光纤

·５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薄膜物理与应用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２２ 日，青岛

主　 　 席： 褚君浩　 邵建达

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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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物理学会

上海市物理学会

国际组织：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ＳＰＩＥ）
所属学科： 材料学

联 系 人： 李静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６９９１８２５１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ｊｉｎｇｐｉｎｇ＠ ｓｉｏ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ｐｌｄｔｆｐａ２０１９．ｈｔｃｉｓ．ｎｅｔ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７００，国内学生代表 ＲＭＢ ￥ １７００，
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３０，国外学生代表 ＵＳ ＄ ２５５

会议议题：
１．薄膜物理

２．薄膜材料

３．薄膜技术

４．薄膜应用

·６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ＨＥＰＳ 加速器注入引出系统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２１ 日，北京

主　 　 席： 秦　 庆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赵　 宁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９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ｎｉｎｇ＠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ｂｊｈｅｐｓ．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国际专家对高能同步辐射光源（ＨＥＰＳ）的加速器注入引出系统设

计方案和进展进行全面评审

２．国际专家针对 ＨＥＰＳ 进入工程建设阶段，亟需解决的关键物理问

题进行讨论。
３．国际专家将撰写评审会书面报告，涵盖对 ＨＥＰＳ 加速器注入引出

系统设计的各项建议

·７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中德彗星科学青年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２５ 日，南京

主　 　 席： 无

主办单位： 紫金山天文台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元化路 ８ 号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赵玉晖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０５９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ｙｕｈｕｉ＠ ｐｍ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木星族彗星从柯伊伯带到内太阳系的长期动力学和热力学演化

（地貌，彗核活动、成分等等）
２．Ｒｏｓｅｔｔａ 探测任务对彗星科学的启示

３．主带彗星 ／活动小行星的科学问题

·８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ＨＥＰＳ 加速器物理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０－２１ 日，北京

主　 　 席： 秦　 庆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赵　 宁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９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ｎｉｎｇ＠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ｂｊｈｅｐｓ．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国际专家对高能同步辐射光源（ＨＥＰＳ）的加速器物理设计进展进

行全面评审

２．国际专家针对 ＨＥＰＳ 进入工程建设阶段，亟需解决的关键物理问

题进行讨论。
３．国际专家将撰写评审会书面报告，涵盖对 ＨＥＰＳ 加速器物理设计

的各项建议

·９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慧眼卫星数据与标定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３－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张双南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尹倩青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０８
Ｅｍａｉｌ： ｙｉｎｑｑ＠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慧眼卫星高中低能望远镜性能及其标定和数据情况

·０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中国科学院疾病模式动物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４－２７ 日，北京

主　 　 席： 杨维才　 黄　 勋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所属学科： 生命科学

联 系 人： 刘　 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６６３７
Ｅｍａｉｌ： ｒｕｉｌｉｕ＠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神经与精神疾病动物模型建立与研究进展

２．代谢调控与疾病动物模型

３．干细胞与表观遗传研究进展

４．发育与信号转导调控动物模型余研究进展

·１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六届国际流态化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６－３１ 日，桂林

主　 　 席： Ｃｈｉ－Ｈｗａ Ｗａｎｇ　 葛　 蔚

主办单位： ＡＩＣｈＥ
中国颗粒学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二街 １ 号

国际组织： ＡＩＣｈＥ
所属学科： 化学工程

联 系 人： 王体壮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６４７６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ｋｌｘｈ＠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ｉｃｈｅ．ｏｒｇ ／ ｆｌｕ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注册费： Ｅａｒｌｙ Ｂｉｒｄ ＵＳ ＄ １２００，Ｒｅｇｕｌａｒ ＵＳ ＄ １３００，Ｏｎ Ｓｉｔｅ ＵＳ
＄ １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化学链燃烧

２．循环流化床

３．纳米颗粒流态化

４．流化床应用

５．流化床设计

６．测量与仪器

７．混合与偏析

８．建模与模拟

·２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首届中国科学院与白俄罗斯科学院合作
高峰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７－２９ 日，长春

主　 　 席： 待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长春市东南湖大路 ３８８８ 号

所属学科： 物理学、光学、精密控制、材料

联 系 人： 张来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６７０８１９６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ｇｈｔｃｏｍｉｎｇ＠ １６３．ｃｏｍ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中白科学院明斯克国际创新园筹建方案

２．双方参与单位科研成果介绍

３．双方参与单位科研成果转化情况介绍

４．中白两国合作与成果转化政策分析

·３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环形电子正电子对撞机理论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８－３０ 日，北京

主　 　 席： 吕才典　 王连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乙，１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党　 蕾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００９７４
Ｅｍａｉｌ： ｄａｎｇｌ＠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ｆｈｅｐ．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与预研中的下一代环形电子正电子对撞机相关的物理问题

２．准备环形电子正电子对撞机概念设计报告理论部分

·４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电子元器件辐射效应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９－３１ 日，重庆

主　 　 席： 郝　 跃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４０－１ 号，８３００１１
模拟集成电路重点实验室

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坪花园路 １４ 号，４０００６０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９２ 号，１５０００１
国际组织： ＩＥＥＥ 北京分会

ＩＥＥＥ 哈尔滨分会

所属学科： 物理

联 系 人： 孙　 静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９１⁃３８３５８１９
Ｅｍａｉｌ： ｓｕｎｊｉｎｇ＠ ｍｓ．ｘｊｂ．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ｊｉｐｃ．ｃａｓ．ｃｎ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学生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国外代

表 ＵＳ ＄ ４５０

会议议题：
１．电子元器件和材料辐射效应机理

２．电子和光电器件辐射效应

３．空间和地面辐射效应

４．辐射加固技术和测试方法

５．空间技术新概念

·５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东亚 ＳＫＡ 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９－３１ 日，上海

主　 　 席：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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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会议议题：
１．探讨东亚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ＳＫＡ）科学与技术相关问题

２．加强东亚 ＳＫＡ 国际合作

·６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４ 届极端条件下的物质与辐射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９ 日－６ 月 ２ 日，合肥

主　 　 席： 吴　 强　 罗喜胜

主办单位：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所属学科： 物理

联 系 人： 彭　 馨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１６⁃２４９７２５９
Ｅｍａｉｌ： ｐｘ８８１２６＠ １６３．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ｅｐ．ａｃ．ｃｎ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４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高压物理与材料科学

２．极端条件下的物理学

３．激光与粒子束聚变

４．自由电子激光中的科学与技术

５．极端条件下的界面不稳定性

·７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密度泛函理论前沿研讨会－进展与挑战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６ 月 １ 日，北京

主　 　 席： 张富春　 张余洋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卡弗里理论科学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南一条 ３ 号，１００１９１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严培铭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１０８１７８５０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ｐｅｉｍｉｎｇ＠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ｋｉｔｓ．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 ｅｖｅｎｔｓ ／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 １４６－
２０１９－ｓｅｍｉｎａｒ－ｄｆｔｂ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探讨密度泛函理论相关领域前沿问题

２．推动国科大同国内外科学家及科研单位在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３．探讨各科研单位之间的未来合作与交流问题

４．讨论并制定研究团体的未来工作计划

５．讨论并制定研究所相关领域研究工作计划

·８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４ 届国际气液及气液固反应器工程大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６ 月 ３ 日，桂林

主　 　 席： 杨　 宁　 王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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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化学工程与技术

联 系 人： 管小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８３９
Ｅｍａｉｌ： ｘｐｇｕａｎ＠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ｌｓ１４．ｃｏｍ．ｃｎ
注册费： 普通代表 ＲＭＢ ￥ ３５００，学生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气液及气液固传递现象

２．多相系统热质传递

３．多相计算流体力学及反应器多尺度模拟

４．反应机理、反应动力学及化学和生化新工艺

５．反应器模拟、动力学、控制及放大

６．传统多相反应器

７．新型多相反应器

８．微反应器及微系统

９．生物反应器及生物工程

１０．多相流检测及流动显示技术

１１．多相反应器过程强化

１２．绿色化学、可再生能源、生物质化学品及二氧化碳相关问题

１３．废气废水处理、污染治理和控制

·９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 ＩＥＥＥ 电力电子与电机驱动预测控制
专题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６ 月 ２ 日，泉州

主　 　 席： 汪凤翔

主办单位： ＩＥＥＥ 电力电子学会（ＩＥＥＥ ＰＥＬＳ）
中科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罗山街道三创园溪东路 １６６ 号

国际组织： ＩＥＥＥ 电力电子学会（ＩＥＥＥ ＰＥＬＳ）
所属学科：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联 系 人： 李雅玲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６３６９９３９３４
Ｅｍａｉｌ： １０２１９８７３２０＠ ｑｑ．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ｒｅｃｅｄｅ２０１９．ｃｏｍ
注册费： ＵＳ ＄ ３００，其中学生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预测控制算法的创新及应用

２．预测控制方法的鲁棒性与稳定性

３．预测控制技术的实现（ＤＳＰ、ＦＰＧＡ 等）
４．非理想因素的影响（饱和、噪声）
５．参数的识别与评估

６．应用和案例研究：工业，运输，电力工程，国内

·０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ＨＥＰＳ 加速器机械系统国际评审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北京

主　 　 席： 秦　 庆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加速器技术

联 系 人： 李春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５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ｃｈｕｎｈｕａ＠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评审 ＨＥＰＳ 加速器机械系统的设计，讨论存在的问题

·１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中澳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ＳＫＡ）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上海

主　 　 席： 武向平　 Ｐｅｔｅｒ Ｑｕ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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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物理所国际合作研究中心 ２０１９ 年度
春季青年科学家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北京、东莞、溧阳

主　 　 席： 胡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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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凝聚态物理

联 系 人： 傅　 琦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４６９
Ｅｍａｉｌ： ｆｕｑｉ＠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凝聚态物理相关领域，包括凝聚态物理、光学物理、原子分子物理、
等离子体物理、软物质物理、凝聚态理论和计算物理等领域介绍最

新进展，并展望未来发展

２．促进相关领域讨论、交流、合作

３．为未来引进海外人才做铺垫

·３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子午圈大科学计划深化论证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地点待定

主　 　 席： 王　 赤　 刘维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南二条 １ 号，１００１９０
国际组织： 国际日地物理委员会（ＳＣＯＳＴＥＰ）等
所属学科： 空间物理学

联 系 人： 任丽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６３７１
Ｅｍａｉｌ： ｌｗｒｅｎ＠ ｓｐａｃ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７００

会议议题：
１．学习国内外顶尖科学成果

２．探讨课题进展面临的科学问题

３．与国内外知名专家凝练国际子午圈的科学目标

４．深化论证国际子午圈的科学目标及研究方案

５．形成国际子午圈的科学目标与科学研究方案论证报告

６．梳理并明确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４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中韩碳纳米管纤维双边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苏州

主　 　 席： 李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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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科学

联 系 人： 张　 静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１２⁃６２８７２５５２
Ｅｍａｉｌ： ｊ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９＠ ｓｉｎａｎ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碳纳米管纤维的

１．合成和加工

２．能量存储和智能系统

３．结构和机械性能

４．复合材料与多功能纤维

５．规模化与工业化

·５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一带一路”水环境可持续发展
国际培训班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１５ 日，西安

主　 　 席： 连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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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文

联 系 人： 李　 杨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２２７８２０６２８
Ｅｍａｉｌ： １３２２７８２０６２８＠ １６３．ｃｏｍ

会议议题：
１．围绕中国科学家在水资源和水环境方面已积累的科学知识为出发

点，通过邀请国内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为“一带一路”研究人员授课，
通过理论学习、实验室参观和培训、野外考察、典型案例的授课和

访谈交流，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青年学者掌握水资源、水环境、
海绵城市、地表水－地下水优化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研究方法，了解

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科学问题

２．探索“一带一路”地区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３．增强我院以及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水资源研究方面的科

技影响力

·６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植物染色体工程与功能
基因育种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孙其信　 刘　 旭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２ 号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韩方普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９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ｆｐｈａ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ｈｒ２０１９．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７０００８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植物远缘杂交与多倍体

２．植物染色体生物学

３．分子标记与功能基因组育种

４．植物染色体工程新技术

·７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带电轻子数破坏国际学校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８ 号，北京

主　 　 席： 李海波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张　 瑶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４０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ｙａｏ＠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ｅｖｅｎｔ ／ ８９４１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超出标准模型的 ＣＬＦＶ 理论

２．正缪子实验（正缪子－＞电子光子）（正缪子－＞三电子）
３．负缪子实验（缪子电子转换）（缪子正电子转换）
４．陶子实验中的 ＣＬＦＶ（Ｂｅｌｌｅ ／ ＢａＢａｒ ／ ＢｅｌｌｅＩＩ ／ ＬＨＣｂ）
５．介子衰变 ／高能对撞机中的 ＣＬＦＶ
６．ｇ－２ 实验

７．Ｂ 介子衰变中的轻子普适性检验

·８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冷原子中的量子衍生物态”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２４ 日，北京

主　 　 席： 张富春　 刘雄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卡弗里理论科学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南一条 ３ 号，１００１９１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金　 楠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１０９３０８０２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ｎａｎ＠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ｕｌｔｒａｃｏｌｄ．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冷原子中的拓扑量子态

２．人工量子体系的衍生量子动力学

３．前沿冷原子光晶格的关联物理新方向

·９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贝尔蒙特论坛组织间关于气候变化及机理
研究的国际合作项目“利用代用资料和气候
模式集成分析热带季风和高纬地区气候

变率和极端事件之间的交互作用”
第二次工作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８ 日，兰州

主　 　 席： 杨　 保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

验室

甘肃省兰州东岗西路 ３２０ 号，７３００００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刘晶晶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７４８８
Ｅｍａｉｌ： ｃａｆｅｌｊｊ＠ １６３．ｃｏｍ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合作项目进展与研究内容的变更

２．讨论项目联合学术论文的撰写与发表

３．讨论项目与贝尔蒙特论坛其他项目组的交流与合作

４．讨论与项目终端用户的对接与管理

５．项目内部分组讨论交互数据所与学术论文撰写

６．举行多个学术报告，探讨气候变化相关进展与前沿科学问题

·０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ＨＥＰＳ 加速器高频系统国际评审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１１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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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核科学与技术

联 系 人： 张　 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２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ｐｅｉ＠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评审 ＨＥＰＳ 高频系统的设计方案

·１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云南喀斯特植被进化史国际专家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１４ 日，西双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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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保护生物学

联 系 人： 潘丽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６９１⁃８７１３１３５
Ｅｍａｉｌ： ｐａｎｌｉｂｉｇｎ＠ 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对云南喀斯特植被进化史进行交流和深入理解

２．对云南喀斯特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威胁进行评估

３．制定云南喀斯特地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计划，保护其成为生物多

样性的摇篮

·２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中欧下一代重力卫星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１４ 日，珠海

主　 　 席： 许厚泽　 罗　 俊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山大学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５１９０００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郭　 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７⁃６８８８１３６２
Ｅｍａｉｌ： ｒｏｃｋｗｏｋ＠ ｗｈｉｇ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继续讨论中欧关于下一代重力卫星计划模拟的科学计划和研究进

展

２．欧空局介绍 ＧＯＣＥ 重力梯度卫星的原始数据处理流程和算法细节

３．讨论中国天琴计划的国际合作问题

４．讨论并制定中欧合作的未来工作计划

·３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电子结构模型的数学分析与数值
分析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１４ 日，苏州

主　 　 席： 周爱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５５ 号，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计算数学

联 系 人： 刘　 颖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１７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ｙｉｎｇ＠ ｌｓｅｃ．ｃｃ．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电子结构的多尺度模型与分析，密度泛函理论与波函数方法的数学

理论以及相应的数值方法设计、分析、实现与典型问题算法验证，基于深

度学习的电子结构计算方法，拓扑材料模型的数学理解与表面态能计算

等

·４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强相互作用多体系统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１５ 日，兰州

主　 　 席： 左　 维　 许甫荣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甘肃省兰州市南昌路 ５０９ 号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左　 维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９３１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ｕｏｗｅｉ＠ 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弱束缚奇特核、非对称核物质、中子星等强相互作用多体系统

性质研究的最新进展及该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

２．针对目前国际上备受关注的原子核第一性原理计算方法及其应用

开展深入广泛的交流

·５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 ＣＭＩ 国际免疫学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１－１３ 日，青岛

主　 　 席： 田志刚　 Ｊｅｆｆ Ｐｏｌｌａｒｄ　 Ａｒｌｅｎｅ Ｓｈａｒｐｅ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免疫学会

《中国免疫学杂志（英文版）》
国际组织： 《Ｎａｔｕｒｅ》
所属学科： 免疫学

联 系 人： 刘　 岗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６５９９９６８０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ｇａｎｇｇ＠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 ／ 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ＩＣＢ１９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免疫治疗与肿瘤防御

２．ＣＡＴ 细胞治疗

３．抗体与免疫检测点阻断

４．微生物学与免疫治疗

５．天然免疫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

６．免疫代谢

７．免疫微环境

８．噬菌体与信号通路

９．疫苗与肿瘤治疗

·６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外日球层和邻近星际介质探测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１－１３ 日，北京

主　 　 席：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Ｆａｌａｎｇ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国际组织：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ＩＳＳＩ－ＢＪ）
所属学科： 空间物理

联 系 人： 恩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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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与外日球层和邻近星际介质探测相关的基础空间物理问题

２．朝向鼻尖和朝向尾部两个探测方向的星际探测任务的科学目标设

计

３．有效载荷的配置以及规格建议

４．国际合作的形式和方式

·７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纳米能源与纳米系统
国际学术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５－１７ 日，北京

主　 　 席： 王中林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３０ 号天工大厦 Ｃ 座，１０００８３
所属学科： 纳米科学与技术

联 系 人： 王　 鑫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８５４８５２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ｘｉｎ＠ ｂｉｎｎ．ｃａｓ．ｃｎ
ｈｔｔｐ： ／ ／ ｎｅｎｓ２０１９．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７００

会议议题：
１．纳米发电机及能量收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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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纳米能源在微机电系统、电子皮肤和人工智能中的应用

·８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原子分子光学的当前趋势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５－１９ 日，北京

主　 　 席： 易　 俗　 王颖丹　 石　 弢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石　 弢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６２５８７
Ｅｍａｉｌ： ｔｓｈｉ＠ ｉｔ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８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讨论原子分子光学的最新进展。 包含基于原子分子光学系统的量子

模拟，量子计算，和远离平衡态的动力学等

·９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增强型 Ｘ 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 ｅＸＴＰ）
空间天文台－能谱测量 Ｘ 射线聚焦望远镜阵列

（ＳＦＡ）探测器及读出电子学讨论会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５－１９ 日，北京

主　 　 席： 陈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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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张　 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３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 ｅＸＴＰ－ＳＦＡ 项目的最新进展

２．讨论 ＳＤＤ 探测器设计及读出电子学设计技术

３．讨论后续合作事宜

·０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第三极环境（ＴＰＥ）气候模型
模拟暑期培训班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５－３０ 日，北京

主　 　 席： 张　 凡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国际组织： ＴＰＥ（第三极环境）
所属学科： 地理学

联 系 人： 平　 凡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１２４
Ｅｍａｉｌ： ｐｉｎｇｆａｎ＠ ｉｔ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ｐ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气候模型模拟

·１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ＩＥＥＥ 诊断与健康管理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７－１９ 日，旧金山

主　 　 席： Ｊｉｅ （Ｐｅｔｅｒ） Ｌｉｕ
主办单位： ＩＥＥＥ
国际组织： ＩＥＥ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所属学科： 计算机科学

联 系 人： Ｓｔｅｖｅｎ （Ｚｈａｏｊｕｎ） Ｌｉ
Ｐｈｏｎｅ： 未知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ｊｕｎ．ｌｉ＠ ｗｎｅ．ｅｄ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ｈｍｃｏｎｆ．ｏｒｇ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讨论能源系统的新成果

２．讨论电气设备诊断的新成果

３．讨论车辆健康管理的新成果

４．讨论航空系统的新成果

５．讨论电池健康管理的新成果

６．讨论诊断和健康管理生态系统的新成果

·２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中日双边配位杂化材料交流会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２２ 日，福州

主　 　 席： 左景林　 罗军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西路 １５５ 号，３５０００２
所属学科： 材料物理与化学

联 系 人： 李丽娜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９１⁃６３１７３１２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ｌｉｎａ＠ ｆｊｉｒｓ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ｐｅｏ．ｏｕｃ．ｅｄｕ．ｃｎ ／ ｓｏｌａｓ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８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待定）

会议议题：
１．汇报近期在有机－无机杂化材料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

２．讨论新型功能有机－无机杂化材料的发展趋势，深入探讨有机－无
机杂化材料在光电领域的相关实际应用的突破点

３．讨论双边研究的交叉点，增强合作交流的机会

·３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６ 届计算地球动力学前沿问题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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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神冈低温地下引力波探测实验
（ＫＡＧＲＡ）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１－２３ 日，武汉

主　 　 席： 詹明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所属学科： 原子分子物理

联 系 人： 刘　 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７⁃８７１９８３７２
Ｅｍａｉｌ： ｍｌｉｕ＠ ｗｉｐ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引力波实验

２．引力波科学

３．其他精密探测物理相关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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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ＭｉｃｒｏＴＣＡ．４ 学术界及工业界国际研讨会（中国）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４－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李京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玉泉路 １９ 号（乙），１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马新朋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４６３
Ｅｍａｉｌ： ｍａｘｐ＠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推动 ＭｉｃｒｏＴＣＡ．４ 标准在中国的发展

２．对中国的研究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

３．ＭｉｃｒｏＴＣＡ．４ 的工业界供货商在中国进行本地化和标准化生产和管

理

４．协调中国研究机构和工业界交流

５．在中国建立 ＭｉｃｒｏＴＣＡ．４ 实验室

·６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２９ 届国际激光雷达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４－２８ 日，合肥

主　 　 席： 王英俭　 刘　 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国际组织： 国际激光大气研究协会（ＩＣＬＡＳ）
所属学科： 资源环境

联 系 人： 刘　 东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２５５５６１９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ｄｌｉｕ＠ ａｉｏｆ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ｌｒｃ２９．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激光雷达新技术和新方法

２．大气边界层和污染

３．大气水汽和温度测量

４．风、湍流、重力波

５．温室气体和痕量气体监测

６．气溶胶－云－大气辐射相互作用

７．对流层与低平流层动力学和传输

８．平层和和高层大气物理与化学

９．激光雷达网和应用

１０．星载激光雷达、验证和全球观测

１１．激光雷达联合其他传感器和观测技术

１２．模式中激光雷达数据分析和同化

１３．海洋、陆地表面以及生物应用

·７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环境、人类健康与行为界面城市分析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２８ 日，厦门

主　 　 席： 李新虎

主办单位： 中科院城市环境所

厦门市集美大道 １７９９ 号

所属学科： 地理学

联 系 人： 李新虎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９６０８０６９３６
Ｅｍａｉｌ： ｘｈｌｉ＠ ｉｕ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城市健康与人类福祉

２．城市环境与健康

３．城市居民行为与健康

４．健康城市规划与技术

５．环境，人类健康与行为系统分析

·８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陆面过程模型发展及陆气相互作用研究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９－３０ 日，北京

主　 　 席： 郭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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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倩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１０３８３７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ｑｉａｎ＠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９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目前国际上陆面过程模型及陆气耦合模型发展的前沿问题

２．探讨目前国内陆面过程模型发展及陆气相互作用研究与国际前沿

研究的差距与优势

３．讨论各国之间在研究模型发展方面的合作与交流问题

·９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３５３ 次国际天文联合会学术会议：
大型巡天观测时代的星系动力学研究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７ 月 ５ 日，上海

主　 　 席： 沈俊太　 Ｍｏｎｉｃａ Ｖａｌｌｕ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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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国际天文联合会（ＩＡＵ）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杨　 炀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３４７７５３００
Ｅｍａｉｌ： ｙｙａｎｇ＠ ｓｈａ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ＥＵＲ ２６０

会议议题：
１．银河系的结构、动力学及形成历史

２．本星系群的动力学演化（包括 Ｍ３１、麦哲伦云、矮椭球星系等）
３．内部长期演化 ｖｓ 星系并合及潮汐瓦解在星系演化中的动力学影

响

４．盘星系动力学：旋臂结构、径向迁移以及棒

５．气体在星系动力学演化中的角色

６．对 ＩＦＳ 巡天进行星系动力学建模来测量重子物质、暗物质晕以及

中心超大黑洞的质量轮廓

７．星系中心区以及核区星团的动力学

８．非线性和轨道动力学：对星系演化的影响

·０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１１０ 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科学
与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乌鲁木齐

主　 　 席：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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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射电天文学

联 系 人： 丁　 振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９１⁃３６８９４４５
Ｅｍａｉｌ： ｄｉｎｇｚｈｅｎ＠ ｘ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学者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大口径射电望远镜的建设和管理

２．天线基础建设

３．主动反射面测量和调整技术

４．超宽带接收器技术

５．超大质量黑洞合并与低频引力波探测等科学目标

·１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氧化物结构功能特性的最新研究进展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北京

主　 　 席： 金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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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凝聚态物理

联 系 人： 何　 萌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４７８
Ｅｍａｉｌ： ｍｈｅ＠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新型氧化物异质结构量子现象的探索

２．功能性人工氧化物结构制备的精确控制

３．复杂材料低维结构的高分辨率表征

４．微观结构对材料功能的调控作用

·２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委员会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上海

主　 　 席： 王泽峰　 李亦学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院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

所属学科： 生物信息学

联 系 人： 王思思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０４９０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ｓｉｓｉ＠ ｐｉｃｂ．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的进展

２．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３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雁栖分子科学国际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底，北京

主　 　 席： 范青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科院化学所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范青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４４７２
Ｅｍａｉｌ： ｆａｎｑｈ＠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未定

·４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ＩＥＥＥ 情报与安全信息学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深圳

主　 　 席： 曾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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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自动化大厦

所属学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联 系 人： 黄小燕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５５０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ａｏｙａｎ．ｈｕａｎｇ＠ ｉａ．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ｉ－ｃｏｎｆ．ｏｒｇ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５０

会议议题：
１．大数据驱动的网络安全解析学与威胁情报分析

２．安全信息学中的大数据科学与解析学

３．安全相关应用中的人类行为与人为因素

·５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ＢＥＳＩＩＩ 夏季国际合作组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海

主　 　 席： 苑长征

主办单位： 复旦大学

所属学科： 中高能核物理

联 系 人： 邢天虹

Ｐｈｏｎｅ： 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ｎｇｔｈ＠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各组进展汇报

２．管理调整

３．取数计划

·６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纳米材料与器件 ＆ 新型纳米材料的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北京

主　 　 席： 高鸿钧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 ８ 号

联 系 人： 何　 玲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８４２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１８９
Ｅｍａｉｌ： ｈｅｌｉｎｇ＠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ｎａｎｏ．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 Ｎ０４ ／ ｉｗｎｎ ／ ｈｏｍｅ．ｈｔｍｌ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高质量 Ｇｒａｐｅｈｅｎ 薄膜外延生长及其器件物性的研究

２．新型纳米电子材料的探索及其器件的构造与特性的研究

３．基于新纳米材料的电子器件的研究

４．分子尺度有机信息材料的 ＳＰＭ 研究

５．纳米材料在能源器件中的应用及其界面问题

·７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实验物理和设备控制（ＥＰＩＣＳ）培训
及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北京

主　 　 席： 储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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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核技术应用

联 系 人： 吴雪婷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０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ｘｔ＠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由国际及国内专家教授 ＥＰＩＣＳ 知识

２．先进技术讨论

·８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遥感大数据与精准农业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６ 日，石河子

主　 　 席： 童庆禧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 ２０ 号北，１００１０１
所属学科： 资环

联 系 人： 张立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３９４５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ｌｆ＠ ｒａｄｉ．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ａｄｉ．ｃａｓ．ｃｎ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多源卫星遥感数据融合与组织技术

２．无人机遥感系统及数据实时处理与传输技术

３．智能手机遥感系统及农业应用

４．多 ／高光谱遥感数据分析方法及应用

５．基于遥感技术的农业模型与决策系统

６．基于遥感技术的用户服务平台

７．水肥一体化精准管理技术及原型系统等

·９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光谱成像技术应用与发展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５－７ 日，西安

主　 　 席： 龚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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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０１１９
所属学科： 光学工程

联 系 人： 张萧依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９⁃８８８８７６３７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ｉ＠ ｏｐｔ．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０

会议议题：
１．先进光谱成像技术及数据应用

２．机载和星载高光谱遥感应用（海洋、林业、农业、环境、地质、测绘）
３．高光谱遥感影像目标探测

４．新型光学智能感知、分析与理解

５．天文光谱技术研究进展

６．生物医学光谱成像技术及应用

７．海洋光谱成像技术及应用

８．文化光谱成像技术及应用

·０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同步辐射光源束线光学仿真计算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９ 日，北京

主　 　 席： 李　 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杨福桂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９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ｇｆｇ＠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第四代光源部分相干性的考虑及束线模型

２．波动计算软件比对情况

３．主要光学元件误差的仿真计算及束线设计中的考虑

·１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味对称性及其在加速器和宇宙学中的
结果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１１ 日，合肥

主　 　 席： 丁桂军　 何小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丁桂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３２１３
Ｅｍａｉｌ： ｄｉｎｇｇｊ＠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ｐｈｙｓｉｃｓ．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
注册费： ＲＭＢ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分立和连续味对称性

２．超对称和味物理

３．额外维和味物理

４．大统一理论和味物理

５．ＣＰ 破坏

６．宇宙学和味物理：暗物质、轻子数不对称产生机制

７．重要味物理观测量：直接 ＣＰ 破坏，轻子味破坏，中微子混合角

８．新的物理想法

·２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可用于活性天然化合物分离纯化的纳米复合物
中伊双边研讨会（中国科学院与伊朗副总统

办公室丝路科学基金资助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１０ 日，兰州

主　 　 席： 杨军丽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Ｎａｇｈａｖｉ（伊朗）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兰州市天水中路 １８ 号，７３００００
所属学科： 天然药物化学、分析化学

联 系 人： 杨军丽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９３６５９４３７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ｇｊｌ＠ ｌｉｃｐ．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纳米材料在天然活性化合物发现中的作用

２．纳米色谱材料的绿色合成

３．纳米材料在天然化合物生物合成中的应用

·３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国际环境和健康微生物（组）学会议暨
海外华人微生物学会年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王　 华　 刘双江

主办单位： 海外华人微生物学会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国家重点实验

室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３ 号，１００１０１
所属学科： 生命学

联 系 人： 向　 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４７２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ａｎｇｈ＠ ｉ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ｓｉｎｏ－ｍｉｃｒｏ２０１９．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微生物前沿基础与技术转化：应对全球环境与健康领域的挑战

·４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ＪＩＰＢ２０１９ 编委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种　 康　 巩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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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植物学

联 系 人： 贺　 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５６３
Ｅｍａｉｌ： ｈｅ１００１＠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探讨植物生物学研究的整合性、交叉性学科发展趋势，追踪国际植

物生物学研究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２．培训新编委并介绍 ＪＩＰＢ 的审稿流程及审稿程序以及对编委审稿

的标准和要求

３．策划出版专刊、制定未来两年出版计划等

·５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光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１８ 日，长春

主　 　 席： Ａｎｄｒｉｅｓ Ｍｅｉｊｅｒｉｎｋ　 郭春雷

主办单位：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吉林长春

所属学科： 光学

联 系 人： 袁境泽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８５１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ａｎｊｚ＠ ｃｉｏｍ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ｉｇｈ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０００，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先进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

２．生物光子学

３．光学微纳加工及特性

４．未来大口径空间望远镜：基于机器人学和人工智能的在轨装配

·６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蒙古高原草原生态系统管理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１９ 日，锡林浩特

主　 　 席： 白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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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生态学

联 系 人： 王　 扬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２９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ｎｇｗａｎｇ＠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放牧生态学与生态系统管理

２．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稳定性

３．蒙古高原草原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

４．退化草原生态系统的修复

·７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４ 届江门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０－２６ 日，北京

主　 　 席： 王贻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粒子物理

联 系 人： 任山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Ｅｍａｉｌ： ｒｅｎｓ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ＪＵＮＯ 中心探测器方案进展

２．ＪＵＮＯ 实验站建设进展

３．ＪＵＮＯ 合作组织管理

４．ＪＵＮＯ 研究计划

·８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５ 届中韩双边高分子材料
科学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１－２５ 日，恩施

主　 　 席： 门永锋　 Ｂｕｍｓａｎｇ Ｋｉｍ
主办单位： 长春应化所

所属学科： 高分子材料

联 系 人： 石彤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３０９
Ｅｍａｉｌ： ｔｆｓｈｉ＠ ｃｉａｃ．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功能高分子：生物及能源应用

２．高分子材料结构与性能

·９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月球与深空探测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２４ 日，珠海

主　 　 席： 相里斌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二条 １ 号，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空间科学

联 系 人： 徐　 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１６１１３５１　 ８６⁃１０⁃６１６１１２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ｘｕｌｉ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ｄｓｅ２０１９．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月球科学和行星科学的前沿

２．月球与深空探测技术及有效载荷新技术

３．未来月球与深空探测的科学愿景

·０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ＩＥＥＥ 软件质量、可靠性与安全性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２６ 日，索菲亚

主　 　 席： Ｋｒａｓｓｅｎ Ｓｔｅｆａｎｏｖ
主办单位： ＩＥＥＥ
国际组织： ＩＥＥ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所属学科： 计算机科学

联 系 人： Ｅｒｉｃ Ｗｏｎｇ
Ｐｈｏｎｅ： 未知

Ｅｍａｉｌ： ｅｗｏｎｇ＠ ｕｔｄａｌｌａｓ．ｅｄｕ
ｈｔｔｐ： ／ ／ ｐａｒｉｓ．ｕｔｄａｌｌａｓ．ｅｄｕ ／ ＳＥＢＤ１９ ／
注册费： ＵＳ ＄ ９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软件可靠性的新成果

２．讨论恶意软件分析的新成果

３．讨论操作系统的安全可靠性的新成果

４．讨论移动应用的新成果

５．讨论物联网和云计算的新成果

６．讨论信息和知识管理的新成果

·１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太阳能转化科学理论及实验技术
高等讲习班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２６ 日，大连

主　 　 席： 李　 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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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物理科学

联 系 人： 范峰滔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０２７
Ｅｍａｉｌ： ｆｔｆａｎ＠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太阳能光催化分解水

２．太阳能光电催化

３．自然和人工光合作用

４．太阳电池

·２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反演问题及其应用国际学术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５－２９ 日，龙岩

主　 　 席： 王彦飞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地球物理

联 系 人： 王彦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８１３２
Ｅｍａｉｌ： ｙｆｗａｎｇ＠ ｍａｉｌ．ｉｇｇ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６ 月 ２５ 日前，教师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学生代表 ＲＭＢ
￥ ８００ 元；６ 月 ２５ 日后，教师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学生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反演基本理论与计算方法的最新进展

２．应用反演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３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ＨＥＰＳ 加速器磁铁系统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９－３０ 日，北京

主　 　 席： 何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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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陈福三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１３０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ｆｓ＠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对 ＨＥＰＳ 加速器磁铁系统的设计方案进行评审

２．讨论 ＨＥＰＳ 加速器磁铁的生产加工问题

·４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国际脑科学研究组织－灵长类脑
研究中心灵长类神经生物学

暑期学校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８ 月 ４ 日，上海

主　 　 席： 蒲慕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上海市岳阳路 ３２０ 号，２０００３１
国际组织： 国际脑科学研究组织

所属学科： 神经生物学

联 系 人： 顾一希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１７５６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ｙｉｘｉ＠ ｉｏｎ．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介绍非人灵长类研究的最新技术

２．脑功能的研究技术

３．脑疾病的研究技术

４．选取部分学员进入实验室实习两个月

·５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极化中子中心国际专家委员会及技术
应用研讨会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东莞

主　 　 席： 童　 欣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分部

所属学科： 中子散射

联 系 人： 童　 欣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３５２９８２６４６
Ｅｍａｉｌ： ｔｏｎｇｘ＠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极化中子散射的谱仪设计

２．极化中子散射技术的应用

·６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工业水污染控制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北京

主　 　 席： 曹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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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工学

联 系 人： 张　 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９２７
Ｅｍａｉｌ： ｄｉｚｈａｎｇ＠ ｉｐ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污染成因与控制策略

２．清洁生产与过程强化

３．工业“三废”处理与资源循环

４．系统集成与工程应用

·７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促进脱碳能源系统应用的智能能源
交互方案研究”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裴　 玮　 孙洪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二条 ６ 号

所属学科： 工学

联 系 人： 李琳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７１０２
Ｅｍａｉｌ： ｌｌｙ＠ ｍａｉｌ．ｉｅ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继续讨论 ＧＣＲＦ ＳｅｅｄＮｅ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项目的实施战略

２．讨论研究报告的撰写和实地考察的安排

３．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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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 ＧＰＢ 前沿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烟台

主　 　 席： 于　 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中国遗传学会

烟台大学

所属学科： 基因组学

联 系 人： 谢珊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４２５
Ｅｍａｉｌ： ｅｄｉｔｏｒ＠ ｂｉ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ｇｐｂ．ｉｃｇ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际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生物信息共享

２．微生物组学与健康

３．植物基因组学

４．脑科学

５．单细胞组学分析

·９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计算机模拟夏季培训班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１０ 日，北京

主　 　 席： 张富春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卡弗里理论科学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南一条 ３ 号，１００１９１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金　 楠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１０９３０８０２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ｎａｎ＠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计算模型

２．计算机模拟的广泛应用

３．计算机模拟最新研究进展

·０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ＢＩＧＳＡＲＤＡＴＡ２０１９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５ 日，北京

主　 　 席： 王　 超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ＩＥＥＥ ＧＲＳ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ａｐｔｅｒ
北京邓庄南路 ９ 号，

国际组织： ＩＥＥＥ ＧＲＳＳ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张　 波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１５９ ／ ８１８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ｂｏ＠ ｒａｄｉ．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ａｄｉ．ｃａｓ．ｃｎ ／ ＢＩＧＳＡＲＤＡＴＡ２０１９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新型 ＳＡＲ 数据建模

２．大数据并行处理

３．ＳＡＲ 智能处理 ／深度学习

４．大数据支持下的 ＳＡＲ 遥感应用

５．国产 ＳＡＲ 大数据处理

·１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３６ 届溶液化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４－８ 日，西宁

主　 　 席： 吴志坚　 房春晖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西宁市新宁路 １８ 号 ８１０００８
国际组织： 国际纯化学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周永全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７１⁃６３１７０２１
Ｅｍａｉｌ： ｉｃｓｃ２０１９＠ ｉｓｌ．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ｓｃ２０１９．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６０

会议议题：
溶液化学在行动———从基础研究到大工业应用

１．离子液体

２．溶液热力学

３．溶液的生物效应

４．溶解度与相平衡

５．溶液结构与动力学

６．超临界流体及高温高压等极端条件下的溶液

７．胶体与界面

８．计算溶液化学

９．溶液化学的工业应用

·２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Ｉａ 型超新星前身星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９ 日，丽江

主　 　 席： 韩占文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Ｐｏｄｓｉａｄｌｏｗｓ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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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学

联 系 人： 陈俐鲭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７８８５１８９０６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ｑｉｎｇｃｈｅｎ＠ ｙｎ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Ｉａ 型超新星的观测

２．超新星遗迹和残留伴星

３．星周环境特征和伴星约束

４．前身星模型

５．爆炸模型

６．核合成和化学元素增丰

７．双星星族合成

８．前身星演化和超新星宇宙学

·３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第三极环境（ＴＰＥ）青年人才
暑期培训班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２０ 日，成都

主　 　 席： 张　 凡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国际组织： ＴＰＥ（第三极环境）
所属学科： 地理学

联 系 人： 平　 凡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１２４
Ｅｍａｉｌ： ｐｉｎｇｆａｎ＠ ｉｔ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ｐ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第三极环境研究

·４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一届国际信息光学与光子学
学术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７－１０ 日，西安

主　 　 席： 祝世宁　 Ｄｉｅｔｅｒ Ｂｉｍｂｅｒｇ
主办单位： 中国激光杂志社、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共同主办
国际组织：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ＳＰＩＥ）
所属学科： 光学
联 系 人： 王汉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６９９１８４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ｈａｎｎａｎ＠ ｓｉｏ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ｔｃｉｓ．ｎｅｔ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Ｍａｉｎ ／ Ｉｎｄｅｘ ／ ＣＩＯＰ２０１９
注册费： 一般代表 ＲＭＢ ￥ ３５００，ＵＳ ＄ ６１５；学生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ＵＳ ＄ ４１５

会议议题：
１．光物质相互作用
２．等离子光学与超材料
３．超快与非线性光学
４．固态、光纤以及其他激光器
５．硅基光子学
６．微波光子学
７．微纳光子学
８．光学材料
９．光学测量
１０．红外与太赫兹技术
１１．光学成像、显示与存储
１２．光通信与网络
１３．光纤与波导技术
１４．生物光子学与微流控光学
１５．光学传感与系统
１６．原子物理、量子光子学与量子信息技术

·５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九届工程塑料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７ 日－１０ 日，银川

主　 　 席： 王笃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北一街二号，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高分子材料

联 系 人： 乌　 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１２８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ｗｕ＠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ｐｌａｂ．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 ｅｐ２０１９．ｈｔｍｌ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

邀报告免注册费

会议议题：
１．通用和先进聚烯烃材料

２．生物基和天然高分子材料

３．先进工程塑料及热固性高分子材料

４．多相高分子材料体系及纳米复合材料

５．高分子材料表征与流变学

·６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国际干旱地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８－１１ 日，乌鲁木齐

主　 　 席： 傅伯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

所属学科： 资源与环境

联 系 人： 乔建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９１⁃７８８５５０４
Ｅｍａｉｌ： ｊｆｑｉａｏ＠ ｍｓ．ｘｊｂ．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荒漠化过程及荒漠治理模式

２．干旱区生物多样性保育

３．干旱区水文过程及水资源可持续管理

４．地理信息系统在干旱区研究中的应用

５．干旱地可持续管理合作伙伴计划和大数据共享模式

６．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的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

·７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２ 届智能机器人与应用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８－１２ 日，沈阳

主　 　 席： 于海斌
主办单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８３ 号，１０００８５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沈阳市沈河区南塔街 １１４ 号，１１００１６

国际组织： 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协会（ＩＥＥＥ）
所属学科： 机器人
联 系 人： 刘天翔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４⁃２３９７０１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ｇ＠ ｓｉａ．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ｃｉｒａ２０１９．ｏｒｇ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６５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机器人学：人机交互；移动机器人；机器人视觉、识别和重构；社会
服务机器人；群体机器人；多智能体系统和分布控制；机器人运动
分析与规划；医疗机器人；机器人传感器和驱动器；机器人协调；机
器人上肢 ／下肢运动；机器人结构与设计；机器人知觉与意识；空间
与水下机器人；虚拟与增强现实；导航与定位

２．自动化：自适应与学习控制；先进控制与信息学；计算机集成制造；
嵌入式传感器与驱动器；系统辨识；工厂建模与自动化；故障检测、
测试与诊断；柔性制造系统；模糊与神经系统；人－机器交互；复杂
系统建模；工艺控制与仪表；运动控制；微纳系统；非线性系统与控
制；最优控制；旋转系统动力学与控制；智能结构与材料；稳定性与
稳定化

３．机械电子：先进测量与机器视觉；柔性电子与传感器；智能蒙皮与
电子皮肤；驱动建模；ＭＥＭＳ；多传感器数据融合；能源系统机械电
子；振动与噪声控制；实时与硬件仿真；航空工程；数据存储系统；
电子封装；光电系统；快速原型

４．应用：特别的，机器人在建筑、农林业、救援、空间与水下、星球探测
等领域的应用也是 ＩＣＩＲＡ ２０１９ 的重要主题

·８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五届早期脊椎动物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８－１３ 日，曲靖

主　 　 席： 朱　 敏　 赵文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卢　 静　 乔　 妥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ｊｉｎｇ＠ ｉｖｐｐ．ａｃ．ｃｎ； ｑｉａｏｔｕｏ＠ ｉｖｐ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３５０

会议议题：
１．脊椎动物无颌向有颌的演化

２．现代脊椎动物的起源

３．膜质骨的消失：棘鱼与软骨鱼的形态学与组织学

４．早期肉鳍鱼类：鱼形祖先与四足动物爬上陆地

·９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同步辐射高热负荷光学元件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２－１３ 日，北京

主　 　 席： 李　 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杨福桂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９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ｇｆｇ＠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第四代光源束线设计中高热负载 Ｘ 射线光学器件性能的考虑

２．有限元分析（ａｎｓｙｓ 经典，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在热分析中的应用及技术探

讨

３．光束线上主要光学器件的热缓释技术，包括强化传热技术以及冷

却结构优化设计等

４．晶体冷却结构稳定性的探讨

·０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生物多样性监测新技术发展与应用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２－１４ 日，昆明

主　 　 席： 施　 鹏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省昆明市教场东路 ３２ 号，６５０２２３
所属学科： 生态学

联 系 人： 吴春莹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０８８１３８６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ｃｈｕｎｙｉｎｇ＠ ｍａｉｌ．ｋｉｚ．ａｃ．ｃｎ
注册费： 暂无

会议议题：
１．特邀专家介绍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本底数据、保护区分布、
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等

２．研讨生物多样性监测新技术的发展及应用

３．展示我国近年来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取得的可喜成绩，分享我国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宝贵经验

４．建立“一带一路”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雏形，如“亚洲数据库”
框架；搭建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创新合作小组框架

·１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恒星形成星系与活动星系核的
演化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２－１６ 日，贵阳

主　 　 席： 戴　 昱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吴淑梅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８０１５４２６００
Ｅｍａｉｌ： ｓｈｍｗｕ＠ ｎａｏ．ｃａｓ．ｃｎ
ｈｔｔｐ： ／ ／ ｇａｌａｘｙａｇｎ２０１９．ｗｉｘｓｉｔｅ．ｃｏｍ ／ ｇｕｉｙａｎｇ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总结星系和活动星系核演化方向近期成果

２．报告现有恒星形成星系和活动星系核演化，尤其是观测方向的进

展

３．讨论现有和未来的巡天项目对现有演化模型的影响

４．探索星系和活动星系方向的主要问题和未来研究重点

５．展望中国天文学界与国际同行在天体物理观测方向的合作

·２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爱因斯坦探针－后随 Ｘ 射线望远镜项目
聚焦镜及结构讨论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５－１９ 日，北京

主　 　 席： 陈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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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张　 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３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 ＥＰ－ＦＸＴ 项目最新进展

２．讨论 ＦＸＴ 聚焦镜及结构方面的相关问题

３．讨论后续合作事宜

·３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８ 届强子谱和强子结构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６－２１ 日，桂林

主　 　 席： 郭奉坤　 梁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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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１５ 号，５４１００４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郭奉坤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６４８７５２
Ｅｍａｉｌ： ｆｋｇｕｏ＠ ｉｔ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ｅｖｅｎｔ ／ ９１１９ ／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４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介子谱，包括轻介子、重介子以及重夸克偶素

２．重子谱，包括轻重子和重重子

３．奇特强子态及其候选者，包括多夸克态、胶子激发态以及强子分子

态等

４．强子衰变、产生和相互作用

５．实验数据分析方法

６．ＱＣＤ 和强子结构

７．核物质中的强子性质和超核

·４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ＣｈｉｎａＮＡＮＯ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７－１９ 日，北京

主　 　 席： 白春礼

主办单位：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王　 婧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５６６２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２＠ ｎａｎｏｃｔｒ．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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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届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异构
多核计算问题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７－１９ 日，昆明

主　 　 席： Ｄａｖｅ Ａ Ｙｕｅｎ　 迟学斌　 朱伯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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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学

联 系 人： 朱伯靖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８８７８３４６８３
Ｅｍａｉｌ： ｂｊｚｈｕ＠ ｙｎ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太阳物理、空间物理及地球物理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众核

计算问题

２．大时空尺度湍流三维磁重联相关太阳大气活动、太阳风及空间电

磁环境相关问题

３．云南地面台网、空间雷达及地空遥感数据的云南强震电磁预警

４．国内外超算应用最新发展动态及交流合作

５．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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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７ 届恐龙蛋与幼体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首届郧阳恐龙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７－２２ 日，十堰

主　 　 席： 赵资奎　 徐　 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郧阳区人民政府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张蜀康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３６９２０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ｋａｎｇ＠ ｉｖｐｐ．ａｃ．ｃｎ
杨子睿
Ｐｈｏｎｅ： １７６７７２１６７９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ｅｒｅａｇｅ＠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胡永国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１－９７５８７７７６
Ｅｍａｉｌ： ｈｙｇ１９８３９１６＠ １６３．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ｄｅｂ２０１９．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６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外代表
ＥＵＲ ２００，学生 ＥＵＲ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恐龙的产卵行为及产卵环境
２．恐龙蛋的蛋壳显微结构及分类

３．恐龙蛋壳在化学及地球化学方面的研究进展
４．恐龙胚胎的生长和发育
５．恐龙的繁殖生物学
６．郧阳地区的恐龙化石及研究进展

·７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马普国际暑期学校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２３ 日，上海

主　 　 席： Ａｎｄｒｅｗ Ｅ．ＴＥＳＣＨＥＮＤＯＲＦＦ　 王泽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

上海市徐汇区岳阳路 ３２０ 号，２０００３１
所属学科： 计算生物学

联 系 人： 徐钦堂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００９４
Ｅｍａｉｌ： ｑｔｘｕ＠ ｓｉｂ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作专题报告和讲座，围绕单细胞测序和第三代

测序中的科学热点问题，对中外在读研究生开展为期一周的培训课程

·８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国际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大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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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高分子化学

联 系 人： 张　 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２５５
Ｅｍａｉｌ： ｐｅｍ２０１９＠ ｃｉａｃ．ｊｌ．ｃｎ
ｈｔｔｐ： ／ ／ ｐｅｍ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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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压线站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２１ 日，北京

主　 　 席： 金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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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核技术应用

联 系 人： 吴雪婷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０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ｘｔ＠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光源快轨道反馈系统工程设计方案

２．光源快轨道反馈系统物理需求

３．光源快轨道反馈系统硬件设计及样机

４．光源快轨道反馈系统软件模拟及结果

５．光源快轨道反馈系统操作软件设计

６．光源快轨道反馈系统测试环境

７．先进技术讨论

·０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威海高能物理暑期学校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１－２８ 日，威海

主　 　 席： 金　 山　 阮曼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物理

联 系 人： 魏泽琪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Ｅｍａｉｌ： ｗｅｉｚｑ＠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８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Ｈｉｇｇｓ
２．Ｔｅｖ

·１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焦点问题探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２－２３ 日，西安

主　 　 席： 刘　 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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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宋慧明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６２９１９１２８１
Ｅｍａｉｌ： ｓｏｎｇｈｍ＠ ｉｅｅ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探讨全新世以来不同气候代用指标记录的过去气候变化特征和差

异

２．探讨历史极端事件发生的空间范围和可能的机理

３．讨论如何将不同尺度和分辨率的代用指标有效结合，提高过去气

候重建的准确性

４．研讨全新世气候变化未来发展方向

·２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七届国际电分析化学会议暨第三届国际
电化学发光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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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费： 普通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外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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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发光基础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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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图像、视频处理与人工智能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３ 日－２５ 日，上海

主　 　 席： 徐怀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海科路 ９９ 号，２０１２１０
所属学科： 信息

联 系 人： 苏锐丹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５１６６９７６８３
Ｅｍａｉｌ： ｓｕｒｄ＠ ｓａｒｉ．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海量图片处理、视频处理与人工智能应用等

·４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亚洲卟啉与酞菁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３－２６ 日，北京

主　 　 席： 姜建壮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李剑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９６７１７２８
Ｅｍａｉｌ： ｊｆｌｉ＠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探讨新型卟啉与酞菁化合物的分子设计与合成方法，以及分子结

构与功能的各项表征

２．讨论卟啉与酞菁在纳米功能材料、光电材料、传感器、催化与能源

领域的应用

３．讨论卟啉与酞菁化合物的生物效应以及在新型抗肿瘤靶向药物的

应用

４．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５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计划相关
科学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６－２９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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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吴　 帝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１５６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ｄ＠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早起宇宙理论和宇宙学意义

２．前景去除和原初引力波信号提取方法

３．数据模拟和计算开发

·６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天然有机质和新型有机污染物生物
地球化学过程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６－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冉　 勇　 Ｐｅｔｅｒ Ｇｒａｔｈｗｏｈｌ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 ５１１ 号

德国图宾根大学

Ｈ ｌｄｅｒｌｉｎｓｔｒ． １２，７２０７４ 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ｙ
国际组织： 中德联合中心

所属学科： 地球化学

联 系 人： 张代男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０⁃８５２９０７５５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ｄａｉｎａｎ＠ ｇｉ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５０

会议议题：
１．天然有机质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２．新型有机污染物与有机质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联系

３．全球变化背景下新型有机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和环境风险

４．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７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器官芯片与健康医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７－２９ 日，大连

主　 　 席： 秦建华　 杨胜利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４５７ 号，１１６０２３
国际组织： 微全分析系统 μＴＡＳ
所属学科： 生物医学工程

联 系 人： 张晓庆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０５９
Ｅｍａｉｌ： ｊｈｑｉｎ＠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ｉｏｃｈｅｍ．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器官芯片、干细胞、器官再造、３Ｄ 培养、生物芯片、生物传感、先进

材料和微流控新技术、新方法

２．器官芯片在医学研究、新药研发、再生医学、食品安全和环境监测

等人类健康领域应用

·８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穆斯堡尔谱解析国际讨论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９－３１ 日，大连

主　 　 席： 王军虎　 Ｚｏｌｔａｎ Ｋｌｅｎｃｓá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国际穆斯堡尔数据中心）
国际组织： 国际穆斯堡尔谱学委员会

所属学科： 光谱学

联 系 人： 周雯慧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７１１
Ｅｍａｉｌ： ａｌｉｃｅ＿０２０４＠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用 ＭｏｓｓＷｉｎｎ 处理穆斯堡尔谱原始数据，数据格式和谱图校正

２．用于分析单个穆斯堡尔谱的工具和主要理论

３．超精细参数有分布的穆斯堡尔谱分析

４．同时拟合一系列穆斯堡尔谱的解析法

５．数据库辅助下的穆斯堡尔谱分析

６．用户自己编程序来分析穆斯堡尔谱

·９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团簇新化学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北京

主　 　 席： 骆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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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簇化学

联 系 人： 骆智训　 何圣贵　 郑卫军　 葛茂发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３４５３
Ｅｍａｉｌ： ｚｘｌｕｏ＠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Ｚ．Ｌ）
注册费： 国内学生代表 ＲＭＢ ￥ ８００，老师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

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讨论团簇科学的最新进展

·０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穆斯堡尔谱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大连

主　 　 席： 张　 涛　 王军虎　 王晓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国际穆斯堡尔数据中心）
国际组织： 国际穆斯堡尔谱学委员会

所属学科： 光谱学

联 系 人： 周雯慧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７１１
Ｅｍａｉｌ： ａｌｉｃｅ＿０２０４＠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ａｍｅ２０１９．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内学生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内

退休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内陪同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ＥＵＲ
４８０，国外 ＭＥＤＣ 会员 ＥＵＲ ４３０，国外学生 ＥＵＲ ３００，国外

退休 ＥＵＲ ３５０；，国外陪同 ＥＵＲ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磁性和固态物理学

２．薄膜和纳米结构

３．材料科学与工业应用

４．生物和医学应用

５．化学

６．地球科学、矿物学、文化遗产与环境科学

７．晶格动力学和振动特性

８．实验技术、方法与相干现象

·１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八届离子源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兰州

主　 　 席： 赵红卫　 孙良亭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基础领域

联 系 人： 陈沁闻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６９３０８７０１６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ｉｎｗｅｎ＠ 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ｉｓ１９．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４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离子源 ／等离子体中的基本过程

２．高强度 ／高电荷态离子束的产生

３．负离子源

４．用于聚变的离子源

５．极化离子源

６．放射性离子束和电荷增殖

７．束流产生、引出、传输和诊断

８．离子源的工业和医疗应用

·２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拓扑量子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６ 日，北京

主　 　 席： 张富春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卡弗里理论科学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南一条 ３ 号，１００１９１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金　 楠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１０９３０８０２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ｎａｎ＠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拓扑量子计算

２．超导量子计算

３．量子霍尔效应

·３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基于同步辐射核共振谱学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７ 日，大连

主　 　 席： 王军虎　 徐　 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国际穆斯堡尔谱数据中心）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穆斯堡尔谱学委员会

所属学科： 光谱学

联 系 人： 周雯慧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７１１
Ｅｍａｉｌ： ａｌｉｃｅ＿０２０４＠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核共振散射实验方法及应用

２．同步辐射穆斯堡尔谱实验方法及应用

３．下一代同步辐射光源核共振散射方法的发展与展望

４．自由电子激光上的核共振散射实验及应用

·４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ＨＥＰＳ 加速器真空系统国际评审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９－１０ 日，北京

主　 　 席： 何　 平　 董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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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核科学与技术

联 系 人： 董海义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１４
Ｅｍａｉｌ： ｄｏｎｇｈｙ＠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ＨＥＰＳ 真空系统设计，镀吸气剂膜以及真空部件的加工国际评审

·５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ＧＯＴＨＡＭ 第二次国际暑期学校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９－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吴　 波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贝尔蒙特国际合作项目 ＧＯＴＨＡＭ
所属学科： 大气科学

联 系 人： 吴　 波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２１５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ｂｏ＠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介绍 ＧＯＴＨＡＭ 项目研究进展

２．介绍大气遥相关型的研究相关理论基础

·６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国际人脑发育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３－１６ 日，北京

主　 　 席： 左西年　 Ｔｏｎｙａ Ｗｈｉｔｅ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心理学

联 系 人： 左西年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５３７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ｕｏｘｎ＠ ｐｓｙｃｈ．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ｚｕｏｌａｂ．ｐｓｙｃｈ．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人类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正常、异常发育模型

２．人类脑智发育的队列研究

３．神经影像学、计算神经模型的优化

·７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两岸同步辐射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４－１６ 日，北京

主　 　 席： 董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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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何　 伟　 于梅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０２７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ｂｓｒｆｈｅｗ＠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ｙｕｍ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加速器技术：海峡两岸四家同步辐射装置（台北新竹同步辐射研究

中心、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和合肥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加速器技术最新发展情况交流

２．光束线站技术：海峡两岸四家同步辐射装置（台北新竹同步辐射研

究中心、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和合

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光束线站技术最新发展情况交流

３．科学研究：海峡两岸四家同步辐射装置（台北新竹同步辐射研究中

心、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和合肥国

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科学研究最新发展情况交流

·８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气候快速变化及动力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１８ 日，西安

主　 　 席： 安芷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孙有斌　 郭　 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９⁃６２３３６２９３　 ８６⁃２９⁃６２３３６２９４
Ｅｍａｉｌ： ｓｕｎｙｂ＠ ｉｅｅｃａｓ．ｃｎ；ｇｕｏｆｅｉ＠ ｉｅｅ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整合海洋、陆地和冰心记录，揭示气候快速变化特征和规律

２．对比地质记录和数值模拟结果，探讨气候快速变化动力学

·９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三届天然化合物化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１９ 日，上海

主　 　 席： 阿吉艾克拜尔·艾萨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药物创新研究院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蒋　 岚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９１⁃３６８０６３５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ｎｇｌａｎ＠ ｍｓ．ｘｊｂ．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更新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天然化合物发现及生物活性研究

２．天然药物化学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研究

３．天然化合物合成研究

４．新药研发

·０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天然产物分离分析新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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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市城关区天水中路 １８ 号，７３００１０
所属学科： 天然产物化学

联 系 人： 刘建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８０９４
Ｅｍａｉｌ： ｊｆｌｉｕ＠ ｌｉｃｐ．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快速和高效的天然产物分离分析方法的开发

２．色谱新技术在天然产物分离分析中的应用

３．天然产物分离分析中的新方法、新技术

４．天然产物分离分析新材料

５．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６．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１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有关太阳和恒星日冕的振荡过程的
研究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Ｆａｌａｎｇ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国际组织：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ＩＳＳＩ－ＢＪ）
所属学科： 天文

联 系 人： 恩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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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深入研究在日冕等离子体结构的地震现象。
２．根据新的数据分析技术，处理测定观察到的振荡模式的固有非平

稳性质

３．探讨太阳和恒星耀斑中探测到的准周期脉动的相似性及其揭示能

量释放机制的重要性

４．非线性效应：观察和理论建模中的表现

·２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ＢＥＳＩＩＩ 秋季物理软件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苑长征

主办单位： 中科院高能所

所属学科： 中高能核物理

联 系 人： 邢天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ｎｇｔｈ＠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各组进展汇报

２．管理调整

３．取数计划

·３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中亚干旱区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
与环境演变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２０ 日，乌鲁木齐

主　 　 席： 陈　 曦　 朱　 江　 Ｍａｒｋｕｓｓ Ｄｉｓｓｅ　 Ｂｅｒｎｄ Ｃｙｆｆｋ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慕尼黑工业大学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杨美玲　 张海燕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９１⁃７８２７３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ｈｙｚｈａｎｇ＠ ｍｓ．ｘｊｂ．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Ｎｏｎｅ

会议议题：
１．气候变化对中国及中亚干旱区生态系统的影响

２．人类活动对干旱区生态系统的影响

３．干旱区环境演变过程

４．减缓气候变化

５．干旱区水资源管理

６．干旱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７．干旱区土地可持续管理及社会－经济

·４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绿色印刷制造纳米结构与器件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１９ 日，北京

主　 　 席： 宋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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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材料学

联 系 人： 苏　 萌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３９１２
Ｅｍａｉｌ： ｓｕｍｅｎｇ１９８８＠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继续讨论国际研究团队在绿色印刷器件制造领域的研究计划和实

施战略

２．确认绿色印刷制造纳米结构器件的具体科学问题（涵盖纳米材料

组装与高精度图案化、新型纳米结构器件设计与制备、功能导向的

纳米结构器件等）
３．探讨在柔性太阳能电池、可穿戴柔性传感器、三维微纳光电器件等

取得新突破

４．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５．讨论并制定国际团队的未来工作计划

·５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重味夸克物理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吕才典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前沿研究中心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乙，１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党　 蕾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００９７４
Ｅｍａｉｌ： ｄａｎｇｌ＠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ｆｈｅｐ．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重味夸克物理理论与实验工作的最新进展

２．讨论重味夸克物理的新热点问题

·６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届高海拔空气簇射探测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曹　 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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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廖暑业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０８６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ａｏｓｙ＠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１１６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 ＬＨＡＡＳＯ 项目最新建设和科研方面进展

２．讨论国际同类设备的科技成果

３．讨论后续合作事宜

·７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宇宙学中的有效场论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２３ 日，合肥

主　 　 席： 周双勇　 Ａｎｄｒｅｗ Ｔｏｌｌ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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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

联 系 人： 周双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３１⁃６３６０６４８２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ｏｕｓｈｙ＠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有效场论中的正定性约束

２．讨论后期宇宙加速膨胀的有效场论

３．讨论有质量引力和双度规引力作为有效场论的性质

４．讨论其它宇宙学中的有效场论的应用

·８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光源束流测量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２１ 日，北京

主　 　 席： 秦　 庆　 曹建社　 岳军会

主办单位：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加速器中心

所属学科： 核科学与技术

联 系 人： 随艳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６２　 １３８１０２９４９２１
Ｅｍａｉｌ： ｓｙｆ＠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高能光源束流测量方案评审

·９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活动星系核反响映射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２４ 日，桂林

主　 　 席： 王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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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肖　 铭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９８８４０８９００
Ｅｍａｉｌ： ｘｍ＠ ｙｎ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２０

会议议题：
１．活动星系核的吸积盘反响映射观测研究

２．活动星系核宽线区的反响映射观测研究

３．超大质量黑洞的质量测量

４．反响映射方法在尘埃环研究中的应用

５．超大质量双黑洞和引力波信号探测

·０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水下国际采矿会议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２－２６ 日，三亚

主　 　 席：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ｏｏｄｅｎ　 阳　 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三亚市鹿回头路 ２８ 号

国际组织： ＩＭＭＳ
所属学科： 海洋工程———海底采矿

联 系 人： 肖剑宇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６８６７６３６３９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ａｏｊｙ＠ ｉｄｓｓ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际组委会确定，目前尚未告知

会议议题：
１．可持续的发展海底采矿

２．深海采矿的瓶颈技术讨论和关键技术研究

３．海洋工程相关设备和产品的展示和交流

４．新型采矿系统理念的讨论和交流

·１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复杂体系中分子能量传递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２－２７ 日，合肥

主　 　 席： 杨学明　 王兴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 ９６ 号，２３００２６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王兴安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７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ｉｃｏｍｅｔ２０１９＠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ｏｍｅｔ２０１９．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非弹性散射研究

２．反应散射研究

３．光化学反应

４．表面化学反应

５．凝聚相化学反应

６．复杂体系中的传能过程

７．超快化学过程研究

８．低温传能过程研究

９．能量传递中的非绝热效应

·２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衍射极限光源光学技术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３－２４ 日，北京

主　 　 席： 李　 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杨福桂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９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ｇｆｇ＠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第四代光源束线设计中 Ｘ 射线光学器件性能的考虑及应用风险评

估

２．束线设计中先进 Ｘ 射线光学元件的使用或者技术应用风险评估

３．讨论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４．未来 ＨＥＰＳ 的设计主导方向

·３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２２ 届网络攻击、入侵和防御研究
国际研讨会（ＲＡＩＰ，２００９）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３－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苏璞睿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四街 ４ 号

所属学科： 网络空间安全

联 系 人： 苏璞睿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９１００８８４７１
Ｅｍａｉｌ： ｐｕｒｕｉ＠ ｉｓ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ａｉｄ－２０１９．ｏｒｇ
注册费： ＵＳ ＄ ７２０

会议议题：
１．系统安全、云计算安全

２．恶意软件

３．程序分析与逆向工程

４．移动安全

５．Ｗｅｂ 安全与隐私保护

６．漏洞分析

７．可用性安全

８．入侵检测与防御

９．硬件安全

１０．ＩｏＴ 安全

·４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二届顶库克物理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３－２８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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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廖红波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５８１６７４１９２
Ｅｍａｉｌ： ｔｏｐ２０１９＠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ＥＵＲ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总结最新顶夸克物理实验分析和理论研究的结果，包括标准模型

测量以及新物理寻找

２．讨论下一步测量计划，包括大型强子对撞机上以及未来的加速器

实验上的

·５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中德超精密加工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４－２７ 日（未确定），长春

主　 　 席： 张学军

主办单位： 由长春光机所与 Ｔｈｅ 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ｐ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 ＩＯＦ）联合主办

所属学科： 光学工程

联 系 人： 戚　 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６７０８００５
Ｅｍａｉｌ： ｑｉｌｉｎ＠ ｃｉｏｍ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ｉｏｍｐ．ｃａｓ．ｃｎ ／ ｋｌｏｍｔ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９０（未确定）

会议议题：
１．总结一年来非球面 ／自由曲面超精密加工的最新研究进展

２．展望未来该领域的可能发展方向。
３．中德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可能性探讨

·６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ＦＡＳＴ 脉冲星多波段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４－２８ 日，平塘

主　 　 席： 张承民　 Ａ．Ｂｕｒｄｅｒ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ＦＡＳＴ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１００１０１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张承民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７１８３９６７６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ｃｍ＠ ｂ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脉冲星与中子星多波段的理论与观测

２．脉冲星与引力波阵

３．探讨在 ＦＡＳＴ 时代的脉冲星研究

４．讨论各国脉冲星观测问题

·７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ｅＸＴＰ 国际合作组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５－２８ 日，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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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１９
所属学科： 空间天文

联 系 人： 刘红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０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ｈｗ＠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卫星方案阶段工作梳理

２．卫星各载荷的现状、设计以及期望的配置

３．欧方立项进展

４．中欧双方的工作计划

·８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北京玻璃物理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６－２９ 日，北京

主　 　 席： 金瑜亮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是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５５ 号，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物理

联 系 人： 金瑜亮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６２５８７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ｌｉａｎｇｊｉｎ＠ ｉｔ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ｇｌａｓｓ２０１９．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交流玻璃物理领域的最新科研进展

２．探讨玻璃物理领域的发展方向

３．讨论各国课题组之间的国际合作

·９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九届超导高功率质子加速器
合作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６－２９ 日，兰州

主　 　 席： 何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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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加速器

联 系 人： 李　 璐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９６７１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ｌｕ＠ 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ｅｓｓｓ．ｌｕ．ｓｅ ／ ｅｖｅｎｔ ／ １１４９ ／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大型质子加速器工程的发展现状

２．常温前端加速器相关技术

３．束流物理、ＳＲＦ、腔体运行锻炼等关键技术

４．束流调试相关技术问题

·０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国际辐射系统生物学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大连

主　 　 席： 杨　 扬　 Ｊａｓｏｎ．Ｈａｔｔｏｎ　 孙野青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ｒ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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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１０００９４
欧洲空间局欧洲空间研究与技术中心

Ｋｅｐｌｅｒｌａａｎ １，２２０１ ＡＺ Ｎｏｏｒｄｗｉｊｋ，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大连海事大学

大连市凌海路 １ 号

所属学科： 空间理论

联 系 人： 曹　 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２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ａｏｑｉａｎ＠ ｃｓｕ．ａｃ．ｃｎ； ｍａｉｌｔｏ：ｓｈｉｇｙ＠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ｓｕ．ｃａｓ．ｃｎ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中欧空间应用领域“空间辐射计量及生物损伤评估技术”合作项目

启动

２．就利用系统生物学研究辐射损伤机理进行辐射风险预测研究进行

国际交流和合作

·１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极化广角非弹谱仪技术应用研讨会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东莞

主　 　 席： 童　 欣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中子散射

联 系 人： 童　 欣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３５２９８２６４６
Ｅｍａｉｌ： ｔｏｎｇｘ＠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极化中子非弹谱仪设计

２．极化中子非弹谱仪应用

·２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微小角中子散射谱仪用户会议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东莞

主　 　 席： 韩志超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分部

所属学科： 中子散射技术与应用

联 系 人： 程　 贺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９２５８０２５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ｇｈｅ＠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微小角中子散射谱仪的设计

２．微小角中子散射谱仪的应用

·３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８ 届 ＣＡＳ－ＴＷＡＳ－ＷＭＯ 国际气候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北京

主　 　 席： 林朝晖　 张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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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郝　 博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１２３
Ｅｍａｉｌ： ｈａｏｂｏ＠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暂无

会议议题：
地球系统模式

·４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气候培训班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北京

主　 　 席： 张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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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ＳＡＴＳ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郝　 博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１２３
Ｅｍａｉｌ： ｈａｏｂｏ＠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中科院地球系统模式的示范与应用

·５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中澳高峰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北京或上海

主　 　 席： 潘教峰　 Ｐａｕｌ Ｅｖａｎｓ　 Ｌａｕｒｉｅ Ｐｅａｒｃｅｙ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自然》
所属学科： 科技政策

联 系 人： 曹　 琪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９３５８６０２
Ｅｍａｉｌ： ｃａｏｑｉ＠ ｃａｓｉｓｄ．ｃｎ
注册费： 暂无

会议议题：
１．人工智能

２．能源

３．全球健康

４．下一代材料

·６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中国科学院学部第四届科学教育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中旬或 １０ 月中旬，北京

主　 　 席： 杨玉良

主办单位： 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５２ 号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１９ 号

所属学科： 科学教育，政策研究

联 系 人： 赵　 璐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９１１４９０９３４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ｚｈａｏ８９＠ ｃａｓｉｓｄ．ｃｎ

会议议题：
１．科学教育与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

２．面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教育

３．科学素养、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

·７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 ＣＡＳ－ＴＷＡＳ 新发突发传染病研究
与交流中心国际交流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２０ 日，北京、太原

主　 　 席： 高　 福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承办单位：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山西省疾控中心

国际组织： ＣＡＳ－ＴＷＡＳ
所属学科： 生命科学，公共卫生

联 系 人： 仝　 舟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０１１１３２０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ｔｏｎｇｚ＠ ｉ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新发突发传染病青年学者论坛（北京）
（１）传染病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

（２）发展中国家生物安全的战略需求

２．新发突发传染病技术交流培训班（山西太原）

·８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ＨＥＰＳ 加速器电源系统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１１ 日，北京

主　 　 席： 何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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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龙锋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４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ｈｈ＠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对 ＨＥＰＳ 加速器磁铁电源系统的设计方案进行评审

·９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淡水生态系统弹性变化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１３ 日，南京

主　 　 席： 张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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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谈论组建湖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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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雁栖湖会议“现代免疫学前沿
与人类健康”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１３ 日，北京

主　 　 席： 高　 福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

北京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所属学科： 生命科学

联 系 人： 仝　 舟　 孙　 欢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０１１１３２００３　 １５２１０５０５３８２
Ｅｍａｉｌ： ｔｏｎｇｚ＠ ｉｍ．ａｃ．ｃｎ； ｓｕｎｈｕａｎ＠ ｉ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免疫与病原

２．免疫与肿瘤

３．免疫与治疗

４．免疫与人类的未来

·１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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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１１ 月 ２３ 日，西双版纳

主　 　 席：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ｏｒｌｅ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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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ＭＢ ￥ ３０００ ／人，发达国家 ＲＭＢ ￥ １００００
（有奖学金名额）

会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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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生命与健康大数据国际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１６ 日，北京

主　 　 席： 鲍一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中国北京朝阳区北辰西路一号大院 １０４ 号楼

国际组织： 国际生物多样性与健康大数据联盟

所属学科： 生物信息

联 系 人： 蓝　 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２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ｌａｎｌ＠ ｂｉ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ｉｇｄ．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如何建立海量生物组学大数据储存、整合与挖掘分析研究体系。
发展组学大数据系统构建、挖掘与分析的新技术、新方法，建设组

学大数据汇交、应用与共享平台进行交流与讨论

２．围绕中国人群普惠健康的精准医学相关组学信息资源，完善建立

中国人群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形成中国人群精准医学信息库

３．基于高通量测序的海量原始组学数据资源，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

原始组学数据归档库，形成中国原始组学数据的共享平台

４．围绕国家重要战略生物资源，建立海量组学数据的整合、挖掘与应

用体系，形成综合性的多组学数据库系统

·３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与技术
国际培训班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１１ 月 １ 日，武汉

主　 　 席： 危宏平

主办单位： 中国外交部

中国科学院

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所属学科： 病毒学

联 系 人： 张　 晗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７⁃８７１９７１１５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ｈａｎ＠ ｗｈ．ｉｏｖ．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ｈｉｏｖ．ｃａｓ．ｃｎ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生物安全管理与生物安全实验室

２．生物安全实验室病原操作规范

３．生物安全实验室病原实际操作

４．参访与交流

·４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ＨＥＰＳ 硬 Ｘ 射线相干散射线站
设计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北京

主　 　 席： 待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物理

联 系 人： 周　 亮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９７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ｏｕｌｉａｎｇ＠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硬 Ｘ 射线相干散射线站设计方案评审

２．相干散射实验方法（相干 Ｘ 射线衍射成像和 Ｘ 射线光子相关谱）
的发展

·５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区域气候降尺度协同实验
（ＣＯＲＤＥＸ）大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Ｆｉｌｉｐｐｏ Ｇｉｏｒｇｉ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ｕｔｏｗｓｋｉ　 吴国雄

主办单位： ＣＯＲＤＥＸ 国际项目办公室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际组织： ＷＣＲＰ－ＣＯＲＤＥＸ
所属学科： 大气科学

联 系 人： Ｉｒéｎｅ Ｌａｋｅ
Ｐｈｏｎｅ： ＋４６（０）１１ ４９５ ８３ １９
Ｅｍａｉｌ： ｉｒｅｎｅ．ｌａｋｅ＠ ｓｍｈｉ．ｓｅ；ｉｐｏｃ＠ ｃｏｒｄｅｘ．ｏｒｇ
周文岭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１７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ｗｌ＠ ｌａｓｇ．ｉ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ｒｃ－ｃｏｒｄｅｘ２０１９．ｃｏｒｄｅｘ．ｏｒｇ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暂定）

会议议题：
１．降尺度的裨益

２．降尺度前沿工具

３．影响和应用

４．研究领域域和跨领域

·６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中法天文卫星科学年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１９ 日，南宁

主　 　 席： 魏建彦　 伯唐·寇蒂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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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１０１
所属学科： 天文

联 系 人： 冯奇琛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１２６５２８９８３
Ｅｍａｉｌ： ｆｑｃｈ＠ ｎａｏ．ｃａｓ．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ｎ２ｐ３．ｆｒ ／ ｅｖｅｎｔ ／ １８３５０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中法天文卫星任务进展（科学）
２．引力波天文台第三次运行（ＧＷ Ｏ３）的初步科学成果

３．关于中法天文卫星科学组织的讨论

４．关于中法天文卫星值班任务组织的讨论继续讨论

·７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东南亚蕨类植物多样性综合保护
国际培训班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２６ 日，西双版纳

主　 　 席： Ｈａｒａ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刘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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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学

联 系 人： 潘丽冰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９８８１８８０４５
Ｅｍａｉｌ： ｐａｎｌｉｂｉｎｇ＠ 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ｉｃ．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
注册费： 无（培训学员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会议议题：
１．利用传统和先进的方法记录蕨类植物多样性

２．蕨类植物生态学、基因组学

３．蕨类植物多样性的威胁和迁地保护

４．分子分类学、系统发育学介绍

５．利用染色体计数、基因组大小测量、孢子大小测量等方法研究蕨类

植物基因组

６．通过园艺手段保护蕨类植物多样性（孢子萌发、蕨类繁殖）
７．结合生物信息学和野外观察评估蕨类植物生态和分布

·８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生物多样性与健康大数据联盟
工作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１６ 日，北京

主　 　 席： 鲍一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中国北京朝阳区北辰西路一号大院 １０４ 号楼

国际组织： 国际生物多样性与健康大数据联盟

所属学科： 生物信息

联 系 人： 蓝　 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２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ｌａｎｌ＠ ｂｉ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ｉｇｄ．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总结上一年联盟工作

２．审批新会员申请

３．讨论联盟发展方向和策略

４．安排下一年联盟活动计划。

·９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国际冷链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１７ 日，北京

主　 　 席： 周　 远　 田长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２９ 号，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动力与电气工程、农学、食品科学技术

联 系 人： 田长青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３６９６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ｑｔｉａｎ＠ ｍａｉｌ．ｉｐｃ．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食品品质控制技术

２．冷链可再生能源应用

３．冷链信息化

４．食品与冷却介质传热传质

５．果蔬预冷工艺及设备

６．食品速冻工艺及设备

７．物理场辅助冻结

８．食品冷藏工艺及设备

９．冷藏运输

１０．零售和商业展示柜

·０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微细气泡技术研讨会暨国际标准化组织
微细气泡技术专业委员会（ ＩＳＯ ／ ＴＣ２８１）

秋季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１８ 日，杭州

主　 　 席：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ａｒｄ⁃Ｓｍｉｔｈ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标准化组织微细气泡技术专业委员会

所属学科： 高技术领域

联 系 人： 李兆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２１６８８　 １３５２００７９６２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ｊｌｉ＠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ｏ．ｏｒｇ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微细气泡技术国际标准

·１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沃尔夫冈·马奎特

主办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国科学院

所属学科： 交叉学科

联 系 人： 余　 枝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６５３５４１０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ｚｈｉ＠ ｂａｓｉｃ．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加强国际科学中心合作，促进怀柔科学中心建设

２．成立科学中心国际合作联盟

３．讨论并制定未来工作计划

·２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国际先进光刻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１９ 日，厦门

主　 　 席： 曹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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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微电子，光学，材料

联 系 人： 范泰安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２１０１４６６５３
Ｅｍａｉｌ： ｆａｎｔａｉａｎ＠ ｉｍ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ｗａｐｓ．ｏｒｇ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ＥＵＶ 光刻研发与产业化进展

２．７ｎｍ ／ ５ｎｍ 版图技术

３．ＥＵＶ 光刻胶技术进展

４．ＥＵＶ 先进掩模技术

５．ＥＵＶ 几点下的分辨率增强技术（ＲＥＴ），包括 ＥＵＶ ＯＰＣ，ＥＵＶ ＳＭＯ
等

６．ＥＵＶ 光源的最新进展

７．７ ／ ５ｎｍ 节点下的量测与缺陷检测

８．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在计算光刻中的应用

·３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度“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
科学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鲍一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中国北京朝阳区北辰西路一号大院 １０４ 号楼

国际组织： 国际生物多样性与健康大数据联盟

所属学科： 生物信息

联 系 人： 蓝　 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２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ｌａｎｌ＠ ｂｉ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由 ＢＩＧＤ 主任汇报中心在顾问委员会的支持下在过去一年多里展

开的工作情况，以及取得的相关业绩和成就

２．讨论数据库资源及发展重点

３．探讨经费支持以及跟 ＩＮＳＤＣ 数据共享

·４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８－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曹　 俊

主办单位： 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中高能核物理

联 系 人： 任山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Ｅｍａｉｌ： ｒｅｎｓ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大亚湾物理分析

２．大亚湾后续研究计划

３．大亚湾合作组织管理

·５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代谢工程峰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２２ 日，天津

主　 　 席： 李　 寅　 张学礼　 陈国强　 夏小霞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七道 ３２ 号，３００３０８
国际组织： 国际代谢工程学会

所属学科： 代谢工程

联 系 人： 柴倩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２⁃８４８６１９２５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ａｉ＿ｑｑ＠ ｔｉｂ．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待定（具体待见即将发布的会议通知）

会议议题：
１．邀请 ３０ 余位当今代谢工程领域全球最顶尖的学术界和工业界精

英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交流国际代谢工程领域最新科研进展

２．海报展示环节，请与会学生、博士后、青年教师和科学家通过墙报

展示他们最新科研进展

３．设立工业生物技术成果展，展示国内外企业在代谢工程和工业生

物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

４．拟设立最佳墙报奖及赵学明代谢工程讲座奖等，用于奖励国内外

在该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优秀科技工作者

·６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纪念北京猿人第 １ 头盖骨发现 ９０ 周年
国际古人类学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２４ 日，北京

主　 　 席： 吴新智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所属学科： 古人类学

联 系 人： 孙德慧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８３５４６６９
Ｅｍａｉｌ： ｋｊｃ＠ ｉｖｐ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人类起源与进化

２．古人类行为与文化

３．亚洲地质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

·７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中法人工智能科技合作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２３ 日，北京

主　 　 席： 陶建华，Ｌｙｎｄａ Ｈａｒｄ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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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模式识别

联 系 人： 柳雪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６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ｘｕｅｆｅｉ．ｌｉｕ＠ ｎｌｐｒ．ｉａ．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脑科学和类脑技术

２．虚拟现实，人机交互与智能环境

３．优化，机器学习与统计方法

４．人工智能与计算智慧

·８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全球季风模拟比较计划（ＧＭＭＩＰ）科学指导
委员会会议暨全球季风动力学和

模拟研究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２３ 日，珠海

主　 　 席： 周天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全球季风模拟比较计划》（ＧＭＭＩＰ）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陈晓龙　 满文敏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８０１４４６２０１　 １５８１０４９０２７５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ｘｌ＠ ｌａｓｇ．ｉａｐ．ａｃ．ｃｎ；ｍａｎｗｅｎｍｉｎ＠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全球季风模拟比较计划 ＧＭＭＩＰ 的组织实施

２．讨论 ＧＭＭＩＰ 计划对 ＩＰＣＣ ＡＲ６ 的贡献

３．交流 ＧＭＭＩＰ 计划框架下研究工作的进展，包括 ２０ 世纪全球季风

系统变化的动力和物理机制、自然变率和人为活动的贡献、季风的

预测和预估问题

４．基于 ＧＭＭＩＰ 计划组织实施过程中构建和拓展的国际合作网络，围
绕影响季风区气候预测和预估的关键海气耦合过程、陆气相互作

用过程，酝酿发起场地观测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多国别和地区联

合资助的国际合作科学计划

·９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先进 Ｘ 射线光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２５ 日，上海

主　 　 席： 肖体乔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光子科学

联 系 人： 韩　 欣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６０２１４３７９４
Ｅｍａｉｌ： ｈａｎｘｉｎ＠ ｓｉｎ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７００（暂定）

会议议题：
１．同步辐射 Ｘ 射线光学

２．自由电子激光 Ｘ 射线光学

３．Ｘ 射线纳米聚焦光学关键技术

４．同步辐射 Ｘ 射线在生物、材料、物理、化学等科学研究领域及工业

上的最新应用及成果

·０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安全工程材料与技术前沿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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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安全材料发展现状与展望

２．新型火安全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机理探索

３．纳米复合技术与协效剂

４．环境友好型生物质阻燃材料的绿色制备与应用

５．火安全材料在各领域的最新应用

６．能源器件火安全设计与应用

７．火安全检测规范、标准与试验方法

８．环境、毒性与烟气以及火灾计算模拟

·１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东亚统计物理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周海军　 汤雷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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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海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３６２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ｏｕｈｊ＠ ｉｔ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ｉｔｐ．ａｃ．ｃｎ ／ ｈｔｍｌ ／ ｚｈｏｕｈｊ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交流东亚地区（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日本）近两年

在统计物理与复杂系统方面的研究进展

２．探讨东亚地区统计物理工作者加强合作的可能机制

·２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１ 届无线通信与信号处理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２５ 日，西安

主　 　 席： 朱近康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国际组织： 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所属学科： 通信与信息系统

联 系 人： 赵　 明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５５１７１４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ｍｉｎｇ＠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每人 ＵＳ ＄ ６８０ 或 ＲＭＢ ￥ ４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无线通信技术

２．信号处理

·３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标准化组织微束分析技术委员会
第 ２６ 次全体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２５ 日，杭州

主　 　 席： 赵　 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标准化组织微束分析技术委员会（ＩＳＯ ＴＣ２０２）秘书处

所属学科： 显微学与材料学

联 系 人： 王岩华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６８３６４３７９７
Ｅｍａｉｌ： ｙｉａｎ＠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ｏ．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５４６７４．ｈｔｍｌ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国际标准化组织微束分析技术委员会全体会议

２．国际标准化组织微束分析技术委员会术语分技术委员会（ＳＣ１）会
议

３．国际标准化组织微束分析技术委员会电子探针分技术委员会

（ＳＣ２）会议

４．国际标准化组织微束分析技术委员会分析电子显微镜分技术委员

会（ＳＣ３）会议

５．国际标准化组织微束分析技术委员会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技术委员

会（ＳＣ４）会议

·４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上海国际化学糖生物学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２５ 日，上海

主　 　 席： 陈凯先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市浦东张江祖冲之路 ５５５ 号

所属学科： 生物领域

联 系 人： 曲欢欢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０８０６６００⁃３２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ｑｕｈｕａｎｈｕａｎ＠ ｓｉｍ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５０

会议议题：
１．多糖质量控制

２．聚糖的结构和功能研究

３．聚糖类药物研发

４．聚糖的作用机理

５．聚糖的化学生物学

·５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纳米碳材料应用技术前沿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２６ 日，苏州

主　 　 席： 李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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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科学

联 系 人： 张　 静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１２⁃６２８７２５５２
Ｅｍａｉｌ： ｊ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９＠ ｓｉｎａｎ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ｚ． ｃｏｍ ／ 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ｚ ／ Ａｐｐｓ ／ ｅｘｐｏ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ｌ ＝ ｚｈ －
ｃｎ＆ｌａｎｇ ＝ｃｎ
注册费： 普通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学生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纳米碳材料的控制制备与产业应用

２．纳米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

３．碳基感知薄膜与智能器件

４．纳米碳材料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

·６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中芬创新发展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潘教峰　 Ｊａｒｉ Ｋｕｕｓｉｓｔｏ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所属学科： 管理

联 系 人： 郭　 雯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９３５８５０８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ｏｗｅｎ＠ ｃａｓｉｐｍ．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数字经济与中芬创新创业政策

２．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中芬能源转型路径与政策

３．中芬国际科技合作新领域、新机制

·７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促进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的
性别平等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潘教峰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ＰＯＬＣＵＣＨ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所属学科： 科技战略与政策

联 系 人： 王慧中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９３５８６０２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ｉｚｈｏｎｇ＠ ｃａｓｉｓｄ．ｃｎ

会议议题：
１．分享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性别平等研究的最新成果与信息

２．提高对减少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性别差距的重要性的认识

３．讨论促进科技与创新中性别平等的政策建议

４．启动相关项目的成果出版

·８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国际乳腺癌干细胞高峰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２８ 日，西安

主　 　 席： 陈策实　 张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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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
西安市长乐西路 １６９ 号

所属学科： 肿瘤生物学

联 系 人： 孔燕杰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７６９１８０８１０
Ｆ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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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靶向蛋白质组学国际研讨班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２８ 日，上海

主　 　 席： 刘延盛　 周　 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浦东张江祖冲之路 ５５５ 号

所属学科： 药学

联 系 人： 陈　 洁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０８０６７０６
Ｅｍａｉｌ： ｊｃｈｅｎ＠ ｓｉｍ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科研院所 ＲＭＢ ￥ ４５００，国内公司企业 ＲＭＢ
￥ ２８００

会议议题：
１．靶向蛋白质组学方法的建立及其意义

２．蛋白质组学数据采集技术 ＤＩＡ ／ ＳＷＡＴＨ 在靶向蛋白质组学中的应

用

３．关于靶向蛋白质组学策略在生物、医药、科研领域的应用培训

·０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脑网络组与信息处理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２６ 日，北京

主　 　 席： 蒋田仔

主办单位：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所属学科： 信息领域和生命交叉

联 系 人： 左年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７６８
Ｅｍａｉｌ： ｎｍｚｕｏ＠ ｎｌｐｒ．ｉａ．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ａｉｎｎｅｔｏｍｅ．ｏｒｇ

会议议题：
１．将讨论各种脑信号检测技术和计算技术，并以这些技术研究大脑

的工作机理，研究结果将从临床疾病诊断和类脑智能技术两个方

面促进学科的融合和发展

２．针对从多时－空层次的脑网络角度理解大脑的工作机理，从而在临

床医学上促进疾病的诊断和康复等整个健康领域

３．针对智能计算技术上借鉴大脑的工作机理，以期开发出高性能的

信息处理计算方法

·１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爱因斯坦探针（ＥＰ）卫星科学
目标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２７ 日，北京

主　 　 席： 袁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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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天文

联 系 人： 包聪颖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６３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ｃｙｂａｏ＠ ｎａｏ．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ＥＰ 项目进展

２．大质量黑洞及潮汐瓦解恒星事件 ＴＤＥ
３．恒星级黑洞及致密天体

４．引力波天文学和多信使天文学

５．恒星级剧变天体与早期宇宙

６．多波段跟踪观测及与国际多波段设备的相互协同

·２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曲霉和曲霉病国际培训班”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２９ 日，北京

主　 　 席： Ｊｅａｎ－Ｐａｕｌ Ｌａｔｇé　 金　 城　 李若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菌物学会

北京大学

国际组织： 中国菌物学会

所属学科： 真菌学、医学

联 系 人： 蔡　 磊　 齐　 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５１５
Ｅｍａｉｌ： ｍｙｃｏｌａｂ＠ ｉ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曲霉对免疫健全和免疫缺陷病人的感染及临床表现

２．多组学元数据分析库 ＯＭＩＣ ｔｏｏｌｓ 在曲霉研究中的成功运用

３．曲霉菌的毒力和腐生性研究

４．曲霉独特的细胞组成及其调控

５．对曲霉菌的免疫应答等免疫学相关研究

６．曲霉病的治疗和抗真菌的临床研究

·３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ＩＥＣ ／ ＴＣ２ ／ ＷＧ３３ 第 ７ 次工作组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３０ 日，北京

主　 　 席： 孙玉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二条 ６ 号

国际组织： ＩＥＣ ／ ＴＣ２ ／ ＷＧ３３
所属学科： 电气工程

联 系 人： 阮　 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７０９６
Ｅｍａｉｌ： ｒｏｓａｌｉｎｅ＠ ｍａｉｌ．ｉｅ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继续讨论标准“包含电动发电机在内的同步水轮发电机基本技术

条件”草案

２．与会专家代表参观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

·４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空间天文卫星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３０ 日，北京或外地

主　 　 席： 张双南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尹倩青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０８
Ｅｍａｉｌ： ｙｉｎｑｑ＠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讨论慧眼卫星与其它空间天文卫星的国际合作问题

·５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ＨＥＰＳ 加速器磁铁系统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２９ 日，北京

主　 　 席： 何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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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陆辉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４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ｈｈ＠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对 ＨＥＰＳ 加速器插入件系统的设计方案进行评审

２．讨论 ＨＥＰＳ 加速器插入件的生产加工及工艺问题

·６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９ 届亚洲－大洋洲光生物学大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中下旬，青岛

主　 　 席： 邓兴旺

主办单位： 中科院植物所，北京大学

国际组织： 亚洲－大洋洲光生物学协会

所属学科： 光生物学

联 系 人： 张立新　 林荣呈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６１１３９７０５５　 １３８１１９５８５０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ｌｉｘｉｎ＠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ｒｃｌｉｎ＠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光合作用

２．植物光信号

３．光动力学、光治疗

·７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生物医学磁共振影像技术及人工智能
磁共振图像重建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北京

主　 　 席： 张笑良

主办单位：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国际组织： 国际华人医学磁共振学会

所属学科： 生物医学影像

联 系 人： 侯　 燕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８１０７３０２８５
Ｅｍａｉｌ： ｌｊｚ２ｈｙ＠ １６３．ｃｏｍ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生物医学磁共振影像技术及其活体应用

２．人工智能磁共振影像重建

·８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子午圈大科学计划协同监测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地点待定

主　 　 席： 王　 赤　 刘维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南二条 １ 号，１００１９０
国际组织： 国际日地物理委员会（ＳＣＯＳＴＥＰ）等
所属学科： 空间物理学

联 系 人： 任丽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６３７１
Ｅｍａｉｌ： ｌｗｒｅｎ＠ ｓｐａｃ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７００

会议议题：
１．召集国内外地球空间天基、地基团队，对国际子午圈的协同监测平

台的各种监测手段的协同部署和观测进行充分讨论，形成可行的

部署和探测计划方案

２．汇报中巴 １８０ 度中低纬地区空间天气联合监测与研究的结果

３．对中巴两地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反演分析绘图，形成对比，明确所需

撰写联合书名的相应文章或研究报告的相关内容

４．形成国际子午圈大科学计划协同监测示范演示典例

·９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发展中国家生物技术培训班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北京

主　 　 席： 李　 寅

主办单位： ＣＡＳ－ＴＷＡＳ 生物技术卓越中心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所属学科： 生物技术

联 系 人： 罗丹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３５１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ｏｄｄ＠ ｉ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ｓ－ｔｗａｓ－ｃｏｅｂｉｏ．ｏｒｇ ／

会议议题：
合成生物学技术（具体内容待定）

·０６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物理所国际合作研究中心 ２０１９ 年度
秋季青年科学家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北京、东莞、溧阳

主　 　 席： 胡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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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凝聚态物理

联 系 人： 傅　 琦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４６９
Ｅｍａｉｌ： ｆｕｑｉ＠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凝聚态物理相关领域，包括凝聚态物理、光学物理、原子分子物理、
等离子体物理、软物质物理、凝聚态理论和计算物理等领域介绍最

新进展，并展望未来发展

２．促进相关领域讨论、交流、合作

４．为未来引进海外人才做铺垫

·１６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气溶胶非均相化学反应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１１ 月，广州

主　 　 席： 唐明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 ５１１ 号，５１０６４０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唐明金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６２０５４９５１５
Ｅｍａｉｌ： ｍｉｎｇｊｉｎｔａｎｇ＠ ｇｉ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交流气溶胶颗粒物非均相和多相化学反应的最新研究进展

２．讨论气溶胶颗粒物非均相和多相化学反应的未来发展方向

３．探讨如何进一步促进中日双方在相关科研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４．讨论亚洲青年科学家如何在国际全球大气化学计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ＧＡ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２６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ＡＣＭ 互联网测量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或 １１ 月，会期 ３－４ 天（待定），北京

主　 　 席： 谢高岗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６ 号，１００１９０
国际组织： ＡＣＭ（国际计算机学会）
所属学科： 信息

联 系 人： 李振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２８４４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ｙｌｉ＠ ｉｃｔ．ａｃ．ｃｎ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网络测量理论和方法

２．互联网协议和应用行为模型

３．数据驱动的网络系统设计

４．网络人工智能

５．网络安全和隐私测量分析

·３６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散裂中子源运行后第一次国际评审会
（暂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１２ 月，东莞

主　 　 席： 陈和生　 Ｙｏｓｈｉｓｈｉｇｅ Ｙａｍａｚａｋｉ　 Ａｎｄｒｅｗ Ｔａｙｌ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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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１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材料科学

联 系 人： 赵晶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６９⁃８９１５６３０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ｊｓ＠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对 ＣＳＮＳ 运行情况进行全面的评审

·４６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中澳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上海

主　 　 席： 吴成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市定西路 １２９５ 号，２０００５０
所属学科： 材料科学

联 系 人： 吴成铁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２４１２２４９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ｇｔｉｅｗｕ＠ ｍａｉｌ．ｓｉｃ．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生物材料

２．干细胞研究

３．增材制造

４．再生医药

·５６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西太平洋俯冲带及弧后盆地体系
２０１９ 年度进展讨论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广州

主　 　 席： 徐义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 ５１１ 号，５１０６４０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刘海泉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０⁃８５２９０９７０
Ｅｍａｉｌ： ａｒｃｓ＠ ｇｉ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西太平洋俯冲带及弧后盆地体系”关键科学问题与研究进展

２．协调各国之间的合作

３．制定未来合作计划

·６６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 Ｃｅｌ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分子细胞科学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上海

主　 　 席： 许琛琦　 李党生　 Ｗｅｉｐｉｎｇ Ｚｏｕ　 Ｌｅｗｉｓ Ｃａｎｔｌｅｙ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化与细胞所

所属学科： 生命科学

联 系 人： 姜　 婷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４９２１３９５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ｎｇｔｉｎｇ＠ ｓｉｂｃｂ．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ｒ－ｓｙｍｐｏｓｉａ．ｏｒｇ ／
注册费： 一般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学术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Ｃａｎｃｅｒ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３．Ｉｍｍｕｎ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４．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７６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磁性半导体”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北京

主　 　 席： 靳常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卡弗里理论科学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南一条 ３ 号，１００１９１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顾　 波

Ｐｈｏｎｅ：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ｂｏ＠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磁性半导体在材料、器件、与理论方面的最新进展

２．讨论国内外研究组之间的合作问题

３．讨论未来研究计划

·８６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亚太等离子体物理大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４－８ 日，合肥

主　 　 席： Ｍｉｔｓｕｒｕ Ｋｉｋｕｃｈｉ　 万宝年　 庄　 革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物理学院

国际组织： 亚太物理学会等离子体物理分会

所属学科： 等离子体物理

联 系 人： 庄　 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１５７６
Ｅｍａｉｌ： ｇｅｚｈｕａｎｇ＠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２０

会议议题：
１．基础等离子体物理

２．等离子体科学技术

３．应用等离子体

４．激光等离子体

５．空间等离子体

６．太阳 ／宇宙等离子体

７．磁约束聚变等离子体

８．其它

·９６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６ 届城市健康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４－８ 日，厦门

主　 　 席： Ｊｏ Ｉｖｅｙ Ｂｏｕｆｆｏｒｄ　 朱永官

主办单位： 国际城市健康协会

艾斯维尔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城市健康协会

艾斯维尔出版社

所属学科： 人居环境与健康

联 系 人： 阮晓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１９０７８６　 １３９０３０１７９１８
Ｅｍａｉｌ： ｘｘｒｕａｎ＠ ｉｕ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ｎｙａｍ．ｏｒｇ ／ ｉｓｕｈ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ｕｅ．ｃａｓ．ｃｎ ／
ｈｔｔｐ： ／ ／ ｕｒｂ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ｎ ／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城市综合治理和弹性管理

２．经济发展、就业与社会融合

３．新兴疾病，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

４．城乡协调与均衡发展

５．监测和测量方面的进展

６．宜居城市

·０７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精准健康和精准营养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５－７ 日，上海

主　 　 席： 林　 旭　 陈　 雁

主办单位： 中国营养学会基础营养学分会

中国科学院营养代谢与食品安全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院

上海市徐汇区岳阳路 ３２０ 号，２０００３１
所属学科： 营养学

联 系 人： 林　 旭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０２４９
Ｅｍａｉｌ： ｘｌｉｎ＠ ｓｉｂ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作专题报告和讲座，对精准营养与精准健康

领域的前沿动态、研究热点和最新成果进行全面介绍

２．对精准营养与精准健康领域的前沿技术发展和应用展开交流与讨

论

３．推动我国精准营养与精准健康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辟新的合作

研究方向

·１７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２ 届低维体系光学性质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６－８ 日，北京

主　 　 席： 许秀来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ｆｔａｂ Ｒａｆｉ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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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光学

联 系 人： 王　 梦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９５９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ｍｅｎｇ７１９＠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第 ２ 届低维体系光学性质研讨会，旨在为参会者提供展示最新研究

成果，与同领域国际专家进行交流合作的平台。 该研讨会将会促进新型

半导体二维材料、光与纳米材料相互作用、量子效应器件、量子光学系统

等多个热门领域的广泛交流。 研讨会将邀请国内外专家做大会报告，着
眼于最新的研究趋势，谋求发展策略，为二维材料、量子效应器件等的研

究提供进一步合作的桥梁，推动这些领域的研究发展。

·２７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寒武纪大爆发国际会议（ ＩＣＣＥ－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８－１４ 日，澄江

主　 　 席： 朱茂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地层委员会寒武系纽芬兰统幸运阶国际工作组

所属学科： 地球科学

联 系 人： 朱茂炎　 殷宗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２８２１５９　 １３９５１８９７５０５
Ｅｍａｉｌ： ｍｙｚｈｕ＠ ｎｉｇｐａｓ．ａｃ．ｃｎ；ｚｊｙｉｎ＠ ｎｉｇｐ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动物起源和寒武纪大爆发研究进展和存在问题

２．埃迪卡拉纪－寒武纪纪界线地层的厘定（国际地层委员会寒武系纽

芬兰统幸运阶国际工作组工作会议）

·３７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４ 届城市健康与福祉科学理事会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９－１０ 日，厦门

主　 　 席： Ｐｈｉｌｉｐｐａ ＨＯＷＤＥＮ⁃ＣＨＡＰＭＡ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国际项目“城市健康与福祉”办公室

国际组织： 国际科学理事会

国际科学院合作组织

国际城市健康协会

所属学科： 人居环境与健康

联 系 人： 阮晓霞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１９０７８６　 １３９０３０１７９１８
Ｅｍａｉｌ： ｘｘｒｕａｎ＠ ｉｕ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ｏｒｇ ／
ｈｔｔｐ： ／ ／ ｎｙａｍ．ｏｒｇ ／ ｉｓｕｈ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ｕｅ．ｃａｓ．ｃｎ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回顾项目上次会议议题及计划

２．讨论新的计划

·４７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人类世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１７ 日，西双版纳

主　 　 席： Ｈａｒａｌ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刘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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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学

联 系 人： 潘丽冰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９８８１８８０４５
Ｅｍａｉｌ： ｐａｎｌｉｂｉｎｇ＠ 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ｉｃ．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人类世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为主题开展专家讨论会议，发表会议

学术论文

２．评估“植物遗传资源”的现有知识体系、所受威胁

３．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是当前植物保护策略的缺失目标

４．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是实现生态经济、生态文明的关键

·５７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加速器可靠性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１５ 日，广州

主　 　 席： 王　 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加速器物理

联 系 人： 古柏杨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６９⁃８９１５６３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ｂｙ＠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世界各大科学装置加速器运行状况，分享运行经验

２．探索加速器技术、设备的可靠性分析等课题

·６７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ＩＣＴＰ－ＡＰ 国际理事会 ２０１９ 年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１４ 日，北京

主　 　 席： 吴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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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 张　 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０４４８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０４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ｍｉｎ＠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ｔｐ－ａｐ．ｏｒｇ ／

会议议题：
１．批准中心的中长期项目

２．批准中心的年度工作计划

３．审查中心主任提交的年度报告，包括 ２ 年一次的关于中心对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项目目标完成贡献度的自我评估

·７７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ＩＥＥＥ 国际集成电路技术与
应用学术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１５ 日，成都

主　 　 席：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ｈｕ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电子学会

国际组织： ＩＥＥＥ
所属学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联 系 人： 张　 莹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８１０７４２６４６
Ｅｍａｉｌ： ａｏｅｚｙｙ＠ １６３．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ｉｅｅｅ－ｉｃｔａ．ｎｅｔ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用于 ＲＦＩＣ 和 ＭＭＩＣ 的电路模块：Ｓｉ 基 ＲＦＩＣ 电路模块，基于化合物
半导体的 ＭＭＩＣ 电路模块，ＬＮＡ，ＰＡ，ＶＣＯ，ＰＬＬ，移相器，混频器，射
频开关，巴伦，功率放大器等

２．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
３．数字集成电路
４．建模、ＣＡＤ 和测试
５．半导体工艺与器件技术
６．存储器件和工艺
７．新兴器件技术
８．封装和模块技术
９．无源集成电路和有源天线技术
１０．５Ｇ、毫米波和太赫兹集成电路
１１．汽车电子集成电路
１２．高速互联集成电路
１３．面向生物医学的传感器和成像集成电路
１４．用于物联网和 ５Ｇ 应用的传感器和集成电路

·８７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国际基准测试、度量与优化大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１６ 日，Ｄｅｎｖｅｒ，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ＵＳＡ

主　 　 席： 詹剑锋

主办单位： 中科院计算所

北京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６ 号

国际组织： 国际开放基准测试委员会

所属学科： 计算机

联 系 人： 詹剑锋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６００２３６３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ｉｃ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ｅｎ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ｒｇ ／ ｂｅｎｃｈ１９．ｈｔｍｌ
注册费： ＵＳ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基准测试、度量和优化

２．基准测试规约和开源实现

３．方法学、抽象、指标和工具

４．负载特征的量化

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竞赛

６．国际基准测试委员会工作组会议

·９７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生物体系的相变相分离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１７ 日，合肥

主　 　 席： 施蕴渝　 姚雪彪　 张　 宏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 ４４３ 号，２３００２７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阮　 科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７７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ｋｒｕａｎ＠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ｂｉｏｎｍｒ．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生物体系液液相分离的物化机理

２．应激颗粒与疾病

３．新技术与平台

·０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爱因斯坦探针－后随 Ｘ 射线望远镜项目工作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协调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１９ 日，北京

主　 　 席： 陈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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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张　 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３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 ＥＰ－ＦＸＴ 项目最新进展

２．第二次讨论协调接口方面的相关事宜

３．讨论后续合作事宜

·１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ＢＥＳＩＩＩ 冬季国际合作组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２２ 日，北京

主　 　 席： 苑长征

主办单位：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中高能核物理

联 系 人： 邢天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ｎｇｔｈ＠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各组进展汇报

２．管理调整

３．取数计划

·２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使用立方体卫星开展空间科学任务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２２ 日，北京

主　 　 席：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Ｆａｌａｎｇ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国际组织：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ＩＳＳＩ－ＢＪ）
所属学科： 天文

联 系 人： 恩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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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回顾近年来立方体卫星的发展，讨论如何使用立方体卫星开展空

间科学任务

２．讨论发展中国家应如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开展立方星的研发工

作，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

３．在研讨会前三天将组织大学生进行立方体卫星研究的短期培训

·３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亚洲古生物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詹仁斌　 杨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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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００９
国际组织： 亚洲古生物学协会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唐玉刚　 蒋　 青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３２８２１３８
Ｅｍａｉｌ： ｐｓｃ＠ ｎｉｇｐ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ｐｓｃ．ｃｎ ／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亚洲古生物协会的工作任务、发展目标、合作机制和未来工作

计划

２．亚洲地区古生物化石库及其埋藏学

３．亚洲重要地区重大地质事件和生物多样性演化

４．亚洲各国古生物学的合作研究和化石保护

５．亚洲地区古生物学人才培养、交流和博物馆科普教育

６．亚洲古生物学研究进展与能源资源勘探

·４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ＩＳＳＩ ／ ＩＳＳＩ－ＢＪ 科学委员会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２１ 日，北京

主　 　 席：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Ｆａｌａｎｇ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国际组织：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ＩＳＳＩ－ＢＪ）
所属学科： 天文

联 系 人： 恩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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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回顾、评估 ２０１８ 年在 ＩＳＳＩ 和 ＩＳＳＩ－ＢＪ 组织召开的各类学术活动及

成果产出

２．根据提交的科研项目计划及项目建议书，讨论并遴选出来年拟组

织开展的学术活动

·５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ＳＫＡ）
工程与运行大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２９ 日，上海

主　 　 席： Ｐｈｉｌｉｐ Ｄｉａｍｏｎｄ　 武向平

主办单位： ＳＫＡ 国际组织（ＳＫＡＯ）
中国科学技术部

上海天文台（承办）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８０ 号，２００３０

国际组织： ＳＫＡ 国际组织（ＳＫＡＯ）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安　 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３４７７５５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ａｎｔａｏ＠ ｓｈ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探讨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ＳＫＡ）工程与运行相关问题

２．探讨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ＳＫＡ）关键科学与技术相关问题

３．开展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ＳＫＡ）相关培训

·６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二届广州国际干细胞与再生
医学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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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科学城开源大道 １９０ 号，５１０５３０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李　 婷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０⁃３２０１５３３２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ｔｉｎｇ０８＠ ｇｉｂｈ．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干细胞状态和细胞分化

２．细胞器和疾病模型

３．基因组工程伦理学

４．干细胞研究新工具

５．临床之路

·７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ＪＯＳ 第一届半导体科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北京

主　 　 席： 李树深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
所属学科： 半导体科学

联 系 人： 金瑞琴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３０４２７７
Ｅｍａｉｌ： ｒｑｊｉｎ＠ ｓｅｍｉ．ａｃ．ｃｎ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待定

·８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国际顾问
委员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北京

主　 　 席： 娄辛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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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粒子物理与核物理

联 系 人： 吴亚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８４３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ｙａｒｕ＠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研讨高能环形对撞机预研和进展，开展成立国际合作组及其工作

的具体措施

２．听取顶尖国际科学家的指导建议

·９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国际研讨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北京

主　 　 席： 娄辛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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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粒子物理与核物理

联 系 人： 吴亚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８４３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ｙａｒｕ＠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研讨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在理论和实验方面物理的潜能

２．讨论加速器和探测器技术设计报告研究的进展、关键技术研究的

进展状况

３．推动成立加速器和探测器国际合作组

·０９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城市群碳排放监测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待定），北京

主　 　 席： 曾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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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科学

联 系 人： 周晓丽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４０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ｏｕｘｌ＠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探讨城市群 ＣＯ２ 模式模拟研究工作

２．讨论多源同化系统不确定性问题

３．讨论监测站点的布点方式和位置对不确定度的影响

４．讨论城市群碳监测中的问题

·１９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超导工业峰会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北京

主　 　 席： 肖立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二条 ６ 号

国际组织： 国际超导工业峰会组织

所属学科： 电气工程、材料科学、信息科学

联 系 人： 肖立业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７１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ａｏ＠ ｍａｉｌ．ｉｅ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国际超导技术及超导工业发展专题交流与研讨

·２９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国际顾问委员
第二次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中旬（会期 ４ 天），北京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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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加速器技术、同步辐射技术

联 系 人： 赵　 宁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９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ｎｉｎｇ＠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此会议为评审会议，将在 ＩＨＥＰ ｉｎｄｉｃｏ 上建立网页，目
前为待建状态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评审 ＨＥＰＳ 工程建设（加速器、光束线站、公共支撑、基建、通用设

施等）进展

２．评价工程进度，探讨建议下一步计划

·３９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农业信息、农业模型比较与改进
东亚区域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５ 日，北京

主　 　 席： 陶福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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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国际农业模型比较与改进项目东亚分会

所属学科： 资环领域

联 系 人： 张　 帅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８８８９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ａｉ＠ 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作物田间试验、环境控制实验

２．农业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和适应

３．农业系统模型比较与改进

４．遥感和大数据等技术在农业的应用理论和实践

５．农业灾害监测、预警与灾害评估

６．农业固碳、减排的理论和实践

７．全球变化影响区域综合评估、农业决策支持系统

８．气候智慧农业、精准农业

·４９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Ｍａｎｔｉｄ 用户和开发者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９－１４ 日，东莞

主　 　 席： Ｎｉｃｋ Ｄｒａｐｅ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分部

国际组织： Ｍａｎｔｉｄ 科学软件项目

所属学科： 中子散射

联 系 人： 张俊荣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６９⁃８９２５４８６９
Ｅｍａｉｌ： ｊｒｚｈａｎｇ＠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ａｎｔｉ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ｒｇ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阐述 Ｍａｎｔｉｄ 数据处理框架的开发进展、策略、技术

２．交流和探讨 Ｍａｎｔｉｄ 开发、在高性能科学数据处理和可视化应用方

面的最佳实践

３．收集和分析不同领域科学用户的需求，包括中子散射领域、子光谱

学、以及其他领域

４．讨论并制定中长期发展计划

５．鼓励和促进合作

·５９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伙伴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成都

主　 　 席： 文安邦　 Ｄａｖｉｄ Ｍｏｌｄｅ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

国际组织：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所属学科： 自然地理

联 系 人： 刘安妮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８⁃８５２３５２２４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ａｎｎｉ＠ ｉｍｄ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ｄｅ．ｃａｓ．ｃｎ ／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探讨山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２．确定山区发展相关的重要科学问题

３．商讨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讨论未来合作计划

·６９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代数与算术几何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１８ 日，合肥

主　 　 席： 申屠钧超　 盛　 茂　 许金兴　 张　 磊　 左　 康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所属学科： 数学

联 系 人： 张　 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２０１　 １３５７２０９８１６４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５７２０９８１６４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ｌｅｉ１８＠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交流最近纪念代数几何和算术几何的主要重大进展

２．了解发展动态，确定未来主要研究方向

３．加强国际同行之间的合作

·７９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中科院营养与健康研究院 ２０１９ 年国际学术
咨询委员会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１６ 日，上海

主　 　 席： 李　 林　 王小凡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院

上海市徐汇区岳阳路 ３２０ 号，２０００３１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徐钦堂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００９４
Ｅｍａｉｌ： ｑｔｘｕ＠ ｓｉｂ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邀请国际学术咨询委员会专家对营养与健康院发展战略、科研布局

和学术水平、人才队伍建设等提出系统性咨询意见

·８９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亚洲多媒体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徐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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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ＡＣＭ
所属学科： 信息学科

联 系 人： 孙金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５５９
Ｅｍａｉｌ： ｊｙｓｕｎ＠ ｎｌｐｒ．ｉａ．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ｃｍｍｍａｓｉａ．ｏｒｇ
注册费： 暂定 ＡＣＭ 会员 ＵＳ ＄ ６８０，非会员 ＵＳ ＄ ７８０，学生 ＵＳ
＄ ３５０

会议议题：
１．多媒体分析与描述

２．多媒体深度学习

３．多媒体情感计算

４．多媒体搜索与推荐

５．社会多媒体

６．多媒体人机交互

７．多媒体系统

８．多媒体传输

·９９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５ 届等离子体基离子注入和沉积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２２ 日，深圳

主　 　 席： 王怀雨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所属学科： 材料科学

联 系 人： 王怀雨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４３０８６５６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ｐｂｉｉｄ２０１９＠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ｐｂｉｉｄ２０１９．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等离子体浸没离子注入和沉积技术的发展近况与未来趋势

２．等离子体浸没离子注入和沉积技术在生物材料、能源材料、工业涂

层等领域的应用

·００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学术年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２５ 日（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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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生命科学

联 系 人： 张闹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２４９
Ｅｍａｉｌ： ｎｚ．ｚｈａｎｇ＠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展示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

２．围绕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眼前、产业前景、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入

探讨

３．探讨重大项目筹划与技术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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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ｅＸＴＰ 国际合作组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２７ 日，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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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１９
所属学科： 空间天文

联 系 人： 刘红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０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ｈｗ＠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卫星方案阶段工作总结

２．光学设计、ＳＦＡ 设计、ＰＦＡ、设计讨论

３．科学进展讨论

４．中欧双方的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

·２０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２８ 日（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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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生命科学

联 系 人： 张闹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５５⁃８６３９２２４９
Ｅｍａｉｌ： ｎｚ．ｚｈａｎｇ＠ ｓｉａｔ．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研究所的学科方向与发展战略

２．研究所的人才培养与国内外成长

３．研究所的重大项目筹划与技术转移转化

·３０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前沿国际会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南京

主　 　 席： 薛勇彪

主办单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遗传》编辑部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一号院，１００１０１
所属学科： 生命科学

联 系 人： 张　 颖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６５２８
Ｅｍａｉｌ： ｙ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加强遗传学和基因组学领域国内外专家的学术交流

２．探讨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３．宣传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和《遗传》
４．期刊组稿约稿

·４０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２０ 届东亚亚毫米波接收机研讨会
２０１９ 年，１１－１２ 月（具体日期未确定），青岛（或南京）

主　 　 席： 史生才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中国科学院射电天文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南京市元化路 ８ 号，２１００３４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任　 远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２１６
Ｅｍａｉｌ： ｙｒｅｎ＠ ｐｍｏ．ａｃ．ｃｎ
娄　 铮

ｚｈｅｎｇｌｏｕ＠ ｐｍ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亚毫米波超导接收机技术研讨

２．下一代亚毫米波望远镜技术研讨

３．东亚亚毫米波技术发展合作研讨

·５０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亚洲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数据库网络
（ＡＢＣＤＮｅｔ）２０１９ 工作组会议

２０１９ 年，待定，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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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靠植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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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６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ｍａｏｆａｎｇ＠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总结 ＡＢＣＤＮｅｔ 过去的工作进展，尤其是亚洲植物数字化计划的进

展，包括东南亚植物多样性信息平台、东北亚植物区系研究等六个

区域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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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会员加入机制及组织管理

４．讨论下一步工作计划

·６０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９ 年度国际会议

政府科研资助的现状、问题与未来
发展趋势

２０１９ 年（具体日期待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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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管理创新与评估研究中心

所属学科： 科技政策与管理

联 系 人： 阿儒涵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９３５８４７０
Ｅｍａｉｌ： ａｒｈ＠ ｃａｓｉｓｄ．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典型国家政府科研资助的现状

２．政府科研资助目前面临的若干重点问题

３．政府科研资助未来发展的趋势

４．探讨如何建立追踪、研究、分析政府科研资助问题的联合研究机制

·７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