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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前 言

中国科学院每年主办和承办数百个规模不等的国际学术会议，不少

会议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反映国际科技发展最新动态。 为使国、内外同

行及时了解有关会议的信息，特编制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６ 年度国际会议汇总

（中、英文），收录了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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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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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第二届东亚神经科学合作研讨会 （１６０）………………………………
１６１．数字一带一路农业工作组全会暨全球农情监测云平台与知识

管理国际研讨会 （１６１）…………………………………………………
１６２．第四届环境与发展智库论坛 （１６２）……………………………………
１６３．凝聚态物理中的交叉关联效应国际研讨会 （１６３）……………………
１６４．第一届大脑健康与身心调节技术国际研讨会 （１６４）…………………
１６５．化工分离新概念、新材料和新方法 （１６５）……………………………
１６６．２０１８ 年中澳科技研讨会 （１６６）………………………………………
１６７．第六十六届国际药用植物与天然产物大会暨第十一届上海

中医药与天然药物国际大会 （１６７）……………………………………
１６８．２０１８ 年国际量子密码大会 （１６８）……………………………………
１６９．第九届国际马兰戈尼会议———界面流体动力学与过程———

（１６９）…………………………………………………………………
１７０．强子物理前沿研讨会 （１７０）……………………………………………
１７１．第十七届国际气候论坛 （１７１）…………………………………………
１７２．亚洲喀斯特区域优先研究领域国际研讨会 （１７２）……………………
１７３．中国科学院与第三世界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绿色化学与技术

研讨会，２０１８ （１７３）……………………………………………………
１７４．第 １９ 届国际核石墨专家会议 （１７４）…………………………………
１７５．第 ２０ 届国际分子束外延会议 （１７５）…………………………………
１７６．第 １７ 届世界肥料大会 （１７６）…………………………………………

·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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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并发理论及形式验证国际联合会议 （１７７）……………………………
１７８．第三届惰性气体放射性核素示踪应用国际研讨会 （１７８）……………
１７９．国际能源论坛 （１７９）……………………………………………………
１８０．第一届全球导航卫星系统遥感及其探测资料应用国际研讨会

（１８０）…………………………………………………………………
１８１．第四届中日几何会议 （１８１）……………………………………………
１８２．肽自组装：生物、化学与材料科学前沿交叉论坛 （１８２）………………
１８３．第二届中国－巴西空间科学研讨会 （１８３）……………………………
１８４．首次紫外科学和技术前沿研讨会 （１８４）………………………………
１８５．第 ７ 届中德科技哲学研讨会 （１８５）……………………………………
１８６．第五届微量元素与饲料安全国际论坛 （１８６）…………………………
１８７．第 ２９ 届直线加速器会议（ＬＩＮＡＣ１８） （１８７）…………………………
１８８．第 ８ 届国际束流诊断大会 （１８８）………………………………………
１８９．器官芯片与健康学术研讨会 （１８９）……………………………………
１９０．第二届高光谱成像技术应用与发展国际会议 （１９０）…………………
１９１．第四届干旱半干旱环境对地观测国际研讨会 （１９１）…………………
１９２．第五届中德中亚干旱区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与环境演变学术

交流会 （１９２）……………………………………………………………
１９３．２０１８ 国际基因组学大会 （１９３）………………………………………
１９４．第六届机器与机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１９４）…………………………
１９５．第一届中英古环境变化与生物多样性演变国际培训班 （１９５）………
１９６．能源材料的同步辐射谱学和显微表征国际研讨会 （１９６）……………
１９７．２０１８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会员委员会会议 （１９７）……………
１９８．２０１８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日韩会议 （１９８）…………………………
１９９．量子材料的超快光谱国际会议 （１９９）…………………………………
２００．第一届高能光源低维结构探测与分析国际研讨会 （２００）……………
２０１．第八届世界微生物数据中心生物资源信息化及微生物组数据

共享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
２０２．ＢＥＳＩＩＩ 秋季物理软件研讨会 （２０２）……………………………………

·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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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第二届流域地理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３）…………………………………
２０４．第三次生命与健康大数据国际研讨会———暨国际生物多样性

与健康大数据共享项目启动会 （２０４）…………………………………
２０５．蛋白质定性定量分析及相互作用研究 （２０５）…………………………
２０６．２０１８ 中德老工业基地转型与绿色发展国际会议 （２０６）……………
２０７．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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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７）………………………………………………………
２０８．脂质生物制造研讨会 （２０８）……………………………………………
２０９．第二次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科学咨询委员会会议 （２０９）…………
２１０．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国际合作组会议 （２１０）…………………………
２１１．高能物理理论与实验研讨会 （２１１）……………………………………
２１２．材料基因组基础架构和材料设计国际研讨会 （２１２）…………………
２１３．２０１８ 年中国传统文化和工艺技术发展工程国际交流活动 （２１３）…
２１４．材料基因组基础架构和材料设计国际研讨会 （２１４）…………………
２１５．碳一化学国际研讨会 （２１５）……………………………………………
２１６．第六届太阳燃料和太阳电能国际会议 （２１６）…………………………
２１７．２０１８ 纳米气泡 ／纳米液滴国际会议 （２１７）……………………………
２１８．中国大气细颗粒物：变化，影响及防治策略国际会议 （２１８）…………
２１９．第 ３１ 届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会 （２１９）……………………
２２０．第八届新生病毒性疾病控制学术研讨会 （２２０）………………………
２２１．第七届国际乳腺癌干细胞高峰论坛 （２２１）……………………………
２２２．２０１８ 年中美卡费里基金会科学前沿研讨会 （２２２）…………………
２２３．基因组编辑前沿研讨会 （２２３）…………………………………………
２２４．第一届中日双边氧化镓材料与器件研讨会 （２２４）……………………
２２５．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

（２２５）…………………………………………………………………
２２６．凝聚态物理学亚太论坛 （２２６）…………………………………………
２２７．２０１８ 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会议 （２２７）……………………………
２２８．同步辐射的生物医学应用 （２２８）………………………………………

·ⅸ·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２９．第二届高能物理网络安全研讨会 （２２９）………………………………
２３０．增强型的 Ｘ 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卫星国际协调会 （２３０）…………
２３１．第八届超导研究前沿国际论坛———非传统超导体理论研究

（２３１）…………………………………………………………………
２３２．第六届细胞动力学与化学生物学国际会议 （２３２）……………………
２３３．第三届聚变中子源和次临界系统国际会议 （２３３）……………………
２３４．第十四届信息安全与密码国际会议 （２３４）……………………………
２３５．２０１８ 年粒子物理唯象学会议 （２３５）…………………………………
２３６．高能环形对撞机工作组会议 （２３６）……………………………………
２３７．高能环形对撞机国际顾问委员会 （２３７）………………………………
２３８．散裂中子源第十次国际评审会 （２３８）…………………………………
２３９．推进生物航油技术创新与市场化政策体系专题研讨会 （２３９）………
２４０．西太平洋俯冲带及弧后盆地体系 ２０１８ 年度进展讨论会 （２４０）……
２４１．深海资源与探测三亚国际论坛（２０１８） （２４１）………………………
２４２．第七届亚太地区辐射化学国际会议 （２４２）……………………………
２４３．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第十三届大会 （２４３）…………………
２４４．第一届“一带一路”亚洲叶结构计划工作小组会议 （２４４）…………
２４５．第四届中国国际传统工艺技术和传统文化艺术品博览会暨

研讨会 （２４５）……………………………………………………………
２４６．第五届中泰科技协作从生物多样性到生物经济研讨会 （２４６）………
２４７．第五届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国际会议 （２４７）…………………………
２４８．裂隙地质介质耦合过程国际会议：测试、模拟与应用 （２４８）…………
２４９．第十届国际高技术高分子材料学术讨论会 （２４９）……………………
２５０．２０１８ 年粒子物理唯象学计算机模拟国际会议 （２５０）………………
２５１．第五届量子物理基础与技术：前沿和展望国际学术会议 （２５１）……
２５２．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国际顾问委员会议 （２５２）…………………………
２５３．变化环境下洪水灾害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洪水与河湖生态

（ＣＦＣＣＥ’１８） （２５３）……………………………………………………
２５４．欧洲通信标准化协会量子安全研讨会 （２５４）…………………………

·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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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５．２０１８ 年北京谱仪Ⅲ夏季国际合作组会 （２５５）………………………
２５６．第五届通用粉末衍射仪用户专题研讨会 （２５６）………………………
２５７．第十一届广州国际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讨会 （２５７）…………………
２５８．第四届国际数字犯罪和取证会 （２５８）…………………………………

·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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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 届江门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会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南京

主　 　 席： 王贻芳

主办单位： 南京大学

所属学科： 粒子物理

联 系 人： 任山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Ｅｍａｉｌ： ｒｅｎｓ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８００－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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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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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
学术咨询委员会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上海

主　 　 席： 王泽峰　 李亦学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计算生物学研究所生物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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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的实施战略

３．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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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储能技术研讨会暨第一届
中英储能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４－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陈海生　 Ｙｕｌｏｎｇ Ｄｉｎ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１１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节能与储能中的工程热物理问题

联 系 人： 贺凤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３１３５
Ｅｍａｉｌ： ｈｅｆｅｎｇｊｕａｎ＠ ｉｅｔ．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ｅｔ．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以储能技术为主题，对已有较高技术水平或存在商业合作潜力的

储能技术，及其与可再生能源，交通运输，电网和工业融合的可能

性进行探讨

２．在与会的英国和中国学术界工作者、工业行业界、政府和非政府机

构之间形成进一步的良好合作，实现学术、经济、社会效益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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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俄空间天气双边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１－１２ 日，海口

主　 　 席： 王　 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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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空间天气

联 系 人： 李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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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太阳射电天文学

２．太阳磁活动

３．地球空间磁活动

４．地球空间扰动

５．新型望远镜和新方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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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星及小行星采样返回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７－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吴　 季　 董晓龙　 Ｍｉｃｈｅｌ Ｂｌａ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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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

所属学科： 行星科学

联 系 人： 恩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９１１３９７４６４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ｉｂｊ．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彗星及小行星涉及的太阳系起源与演化、地球生命起源等科学问

题

２．彗星及小行星蕴含金属等矿物质和水等资源情况和采样返回的技

术路线图

３．彗星及小行星对地球的威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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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际储能与创新联盟年会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７－１９ 日，大连

主　 　 席： 刘　 俊　 李先锋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大连市中山路 ４５７ 号 １１６０２３
所属学科： 工学

联 系 人： 李先锋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６６９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ｘｉａｎｆｅｎｇ＠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ｅｓｉ．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参会代表 ＵＳ ＄ ３００，学生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储能产业和市场需求

２．锂离子电池

３．液流电池储能技术

４．新兴的储能技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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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冕仪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０－２２ 日，昆明

主　 　 席： 屈中权　 刘　 煜　 Ｓ．Ｔｏｍｃｚｙｋ　 张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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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７１⁃６３９２０１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ｆａｎｇｊｉｎ＠ ｙｎ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５０

会议议题：
１．在中国建设大日冕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２．大日冕仪的视场大小，折射式望远镜的口径和光学链条

３．大日冕仪候选观测点评估和实地考察

４．大日冕仪的建设策略和组织安排

·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中美空间科学青年领军人物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３－２４ 日，广州

主　 　 席： 吴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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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李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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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中美空间天文前沿研讨

２．中美空间物理前沿研讨

·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系外行星系统：发现和刻画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６－２８ 日，昆明

主　 　 席： 顾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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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盛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７１⁃６３９２０１３２
Ｅｍａｉｌ： ｓｈｅｎｇｈｏｎｇｇｕ＠ ｙｎ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继续推进国内太阳系外行星系统研究

２．测光凌食法、视向速度法和微引力透镜法等主流系外行星探测技

术

３．宿主恒星的活动性

４．系外行星的形成、ＴＴＶ、大气性质

５．国际合作和未来工作规划

·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心探测器有机玻璃球
量产前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７－２８ 日，泰州

主　 　 席：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乙 １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高能物理

联 系 人： 衡月昆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１６３
Ｅｍａｉｌ： ｈｅｎｇｙｋ＠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ｈｅｐ．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８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评审专家

成员免费

会议议题：
１．项目组汇报有机玻璃预研各项进展

２．项目组汇报有机玻璃量产的生产计划、工艺方法以及技术路线

３．项目组汇报有机玻璃现场安装的考虑

４．针对报告内容展开讨论

５．专家给出评审意见

·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张量网络态算法与应用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８－３１ 日，北京

主　 　 席： 向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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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

联 系 人： 廖海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８０５
Ｅｍａｉｌ： ｎａｖｙｐｈｙｓｉｃｓ＠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ｔｎｓａａ．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交流张量重正化群方向的最新研究进展

２．讨论张量网络态方法在自旋阻锉系统、拓扑物态等凝聚态前沿领

域的应用

３．讨论张量网络态与其他强关联数值计算方法的有机结合，促成有

效合作

·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原子和强子中量子电动力学和
量子色动力学效应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兰州

主　 　 席： 马新文　 Ｎｉｋｏｌａｉ Ｋｏｃｈｅｌｅｖ
主办单位： 近代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张鹏鸣　 邹丽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９１８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ｐｍ＠ 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ｚｏｕｌｐ＠ 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低能以及高能轻子核子散射过程

２．核子大小问题

３．核子形状因子与双光子产生过程

４．螺旋光子、电子及其角动量问题

５．轻子核子散射以及正负电子湮灭过程中的介子产生问题

６．奇特强子态

７．北京谱仪Ⅲ以及大型强子对撞机上关于强子性质的最新进展

８．超出标准模型新物理

９．暗物质以及暗能量研究最新进展

·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太赫兹自由电子激光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合肥

主　 　 席： 陆亚林　 贾启卡

主办单位：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所属学科： 核科学技术

联 系 人： 刘维浩

Ｐｈｏｎｅ：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ｗｈａｏ＠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会议议题：
１．ＴＨｚ 与红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研究进展

２．ＴＨｚ 与红外相干辐射物理与技术研究

·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未来光源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５－９ 日，上海

主　 　 席： 赵振堂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未来加速器国际委员会

所属学科： 加速器

联 系 人： 韩　 欣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６０２１４３７９４
Ｅｍａｉｌ： ｈａｎｘｉｎ＠ ｓｉｎ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ｓｉｎａｐ．ａｃ．ｃｎ ／ ｅｖｅｎｔ ／ ３
注册费： ＲＭＢ ￥ ５０００，ＵＳ ＄ ７８０

会议议题：
１．直接光源

２．环形光源

３．紧凑光源

４．光源关键技术

·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纪科学与全球变化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９－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郭正堂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

所属学科： 第四纪地质学

联 系 人： 许晨曦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９０１０３７１５０
Ｅｍａｉｌ： ｃｘｘｕ＠ ｍａｉｌ．ｉｇｇ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下属各工作组未来的科学计划和实施

战略

２．探讨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如何在第四纪与全球变化研究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３．讨论第四纪研究如何推进全球变化研究

·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植物和微生物科学联合研究中心
学术年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４－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曹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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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１０１
所属学科： 植物与微生物学

联 系 人： 亓　 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６５０５
Ｅｍａｉｌ： ｌｑｉ＠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植物和微生物科学联合研究中心合作项目进展

２．探讨植物和微生物科学领域最新进展

３．探讨中英科技合作

·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北京谱仪Ⅲ春季物理软件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５－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沈肖雁

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

所属学科： 中高能核物理

联 系 人： 邢天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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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中国 ２－７ 吉电子伏高亮度加速器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８－２１ 日，北京

主　 　 席： 赵政国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所属学科： 粒子物理与核物理

联 系 人： 彭海平　 兰江西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２５７　 ８６⁃１３６４１２８５６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ｐｅｎｇｈｐ＠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ｉｃｐｉ．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 ｈｉｅｐａ２０１８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中国 ２－７ 吉电子伏高亮度加速器项目研究进展

２．ＨＩＥＰＡ 项目的物理课题与研究潜力

３．ＨＩＥＰＡ 关键技术研究

４．ＨＩＥＰＡ 探测器和加速器设计

５．ＨＩＥＰＡ 项目国际合作

·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物种 ２０００ 全球专家组年度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９－２３ 日，西双版纳

主　 　 席： 马克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辛村 ２０ 号 １０００９３
所属学科： 生物

联 系 人： 刘忆南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６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ｉｎａｎ＠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秘书处工作报告

２．董事会和全球团队组成

３．物种 ２０００ 战略规划

４．其他事务

·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匈牙利科学院
实验医学研究所神经生物学

双边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１－２５ 日，上海

主　 　 席： 蒲慕明，Ｆｒｅｕｎｄ Ｔａｍáｓ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上海市岳阳路 ３２０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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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联合实验室的建设工作

２．进一步讨论合作研究计划

·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皇后镇分子生物学（上海）会议－药物
发现与社会影响暨第十届全国药物筛选
新技术研讨会和中国热带病药物与

诊断创新网络第七次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２－２３ 日，上海

主　 　 席： 王明伟　 Ｐｅｔｅｒ Ｒｏｂｉｎ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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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

国家新药筛选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工程师协会

新西兰皇后镇会议机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研究所

所属学科： 生物领域

联 系 人： 张宏娜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０８０１３１３⁃２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ｈｎｚｈａｎｇ＠ ｍａｉｌ．ｓｈｃｎ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ｃｌ．ｏｒｇ．ｃｎ ／ ２６８１ ／ ５５１４９ ／ ６７９６４．ｓｈｔｍｌ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５００

会议议题：
药物发现与社会影响

·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中国－尼泊尔土地覆被监测及生态环境响应
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４－２５ 日，成都

主　 　 席： 李爱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九号 ６１００４１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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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尼泊尔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及跨境生态环境问题

２．尼泊尔山地生态环境变化及生计适应

３．尼泊尔 ４．２５ 地次生灾害遥感调查及其影响

４．探讨重点国际合作项目延伸合作，深化南亚地区资源环境多边合

作研究机制研讨

·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城市对雷暴和闪电的影响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６－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郄秀书　 Ｙｏａｖ Ｙａｉ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华严里 ４０ 号 １０００２９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秦茁铭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２４６　 １３８１１３１５９５５
Ｅｍａｉｌ： ｑｉｎｚｈｍ＠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ｑｉｅｘ＠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城市效应对雷暴和闪电影响的研究计划和方案

２．讨论与城市效应对雷暴和闪电影响有关的科学问题（包括热岛效

应、气溶胶、高建筑物等对雷暴和闪电的影响机理和过程，特别是

对雷暴和闪电发生频次、强度、特征的可能影响等）
３．探讨在 ＥＧＵ 中建立 Ｕｒｂａｎ⁃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 分会的具体事宜

４．讨论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５．讨论并制定未来工作计划

·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环形电子正电子对撞机理论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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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主龙类系统发育———新数据和新方法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６－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徐　 星　 Ｐａｂｌｏ Ａ．Ｇｏｌｏｂｏ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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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生物学

联 系 人： 张立召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２１０６７４３２９　 ８６⁃１０⁃８８３６９３４９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ｌｉｚｈａｏ＠ ｉｖｐ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围绕有关早期鳄型动物、翼龙类、恐龙类和鸟类系统发育重建已有

成果和存在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２．围绕大量出现的各种新数据，包括数据质量和数据类型，对系统重

建的影响展开讨论

３．讨论如何更好地使用 ＴＮＴ 软件进行系统发育分析

·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增强型的 Ｘ 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卫星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７－２９ 日，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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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刘红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１５６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ｈｗ＠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讨论中、欧双方国际合作的框架

２．增强型的 Ｘ 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卫星有效载荷仪器讨论

·６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量子磁学的当前趋势：阻搓、低维度与
拓扑学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３－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Ｍｉｌａ　 向　 涛　 Ｋａｒｌｏ Ｐｅｎｃ　 王孝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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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０４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ｋｉｔｓ＠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计算方法：量子蒙特卡洛法、密度矩阵重整化群、张量网络计算法

２．高度阻搓的二维反铁磁

３．量子自旋冰

４．手性量子液体

５．拓扑相和相变

６．动力学性质与非弹性中子散射

７．量子磁和冷原子的 ＳＵ（Ｎ）模型

·７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国家自然重大研究计划战略研究项目
“器官衰老与器官退行性变化的机制”启动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合肥

主　 　 席： 申　 勇　 刘　 强

主办单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脑资源库暨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中心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陆红嫚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３０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ｈｏｎｇｍａｎ＿ｌｕ＠ １６３．ｃｏｍ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继续讨论器官衰老的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２．凝练研究方向，部署课题研究工作

３．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８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环形对撞机工作组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５－７ 日，广州

主　 　 席： 娄辛丑　 王　 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山大学（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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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照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ｚｒ＠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ｅｖｅｎｔ ／ ７３８８
注册费： ＲＭＢ ￥ ８００

会议议题：
１．继续研究高能环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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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研究进展状况，以及讨论今后五年《技术设

计报告》（ＴＤＲ）的研究计划

３．进一步推动成立探测器和加速器的国际工作组

·９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高功率激光科学与工程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９－１２ 日，苏州

主　 　 席： 贺贤土　 林尊琪　 Ｃｏｌｉｎ Ｄａｎ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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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光学

联 系 人： 缪　 洁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６９９１８６１３
Ｅｍａｉｌ： ｍｉａｏｊｉｅ＠ ｓｉｏ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ｐｌｓｅ．ｎｅｔ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８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高能量密度物理

２．高功率激光

３．先进激光技术及装置

４．激光元器件

·０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中国与澳大利亚功能材料及应用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１４ 日，北京

名誉主席： 李静海　 张锁江

主　 　 席： 马光辉　 王　 丹

学术委员会主席： 陈运法　 苏志国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二条 １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材料学

联 系 人： 王　 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３６１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６３１１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ｄａｎｗａｎｇ＠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待建）

会议议题：
１．能源与资源

２．环境

３．生物材料和生物工艺

·１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九届海峡两岸激波与复杂流动学术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４－１８ 日，扬州

主　 　 席： 姜宗林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北四环西路 １５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流体力学

联 系 人： 刘云峰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４３９９５６９７２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ｙｕｎｆｅｎｇ＠ ｉｍｅｃｈ．ａｃ．ｃｎ
注册费： 预计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４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５０

会议议题：
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主办，由南京理工大学承办。 会议内容包

括但不局限于：（１）激波形成、传播和相互作用；（２）爆炸、冲击、爆轰和燃

烧现象；（３）多尺度复杂介质流动；（４）边界层发展与转捩及其与激波相

互作用；（５）能源与环境中的流体流动；（６）流体流动数值方法与模拟研

究（７）实验装备和测试技术等

·２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重味夸克物理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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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贝克兰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７－２０ 日，上海

主　 　 席： 赵　 彤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ＳＡＭＰＥ 北京分会

所属学科：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联 系 人： 郭　 颖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６２７５０
Ｅｍａｉｌ： ｇｓｕｍｍｅｒ＠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ａｅｋｅｌａｎｄ２０１８．ｃｏｍ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５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酚醛树脂的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２．讨论聚酰亚胺树脂的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３．讨论双马 ／氰酸酯树脂的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４．讨论邻苯二甲腈树脂和硅炔树脂的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５．讨论环氧树脂的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６．讨论陶瓷前驱体的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４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亚洲演化生物学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２０ 日，深圳

主　 　 席： 周忠和　 张国捷

主办单位： 国家基因库，深圳市大鹏新区金沙路 ５１８１２０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东路

３２ 号

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

东路 ３２ 号

日本学术振兴会，糀町商务中心大楼 ５⁃３⁃１，糀町，东京都千代

田区，１０２⁃００８３
日本演化学会，ＵＥＤＡ ６ 楼，Ｉｄａｂａｓｈｉ 街 ３⁃１１⁃１５，东京都千代田

区

所属学科： 生命科学

联 系 人： 赵若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７１⁃６８１２５３３９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ｒｐ＠ ｍａｉｌ．ｋｉｚ．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ａｓｉａｎｅｖｏ．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注册费：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 日前，ＲＭＢ ￥ ２６５０，学生 ＲＭＢ ￥ １８５０；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 日后，ＲＭＢ ￥ ３９５０，学生 ＲＭＢ ￥ ３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从演化的角度认识癌症

２．演化生物学在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

３．开花植物的起源

４．从不同层面认识演化的多样性

５．表型可塑性

６．计算生物学在演化领域的应用

·５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大亚湾物理分析研讨会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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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肿瘤和代谢性疾病的基础与
临床转化研究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３－２４ 日，大连

主　 　 席： 杨胜利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转化医学科学研究中心

所属学科： 生物医学

联 系 人： 刘　 扬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７７０９６０　 １５０４００１４０２７
Ｅｍａｉｌ： ｙｌｉｕｑｑ＠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肿瘤的发生，转移，复发和耐药机制的探索，肿瘤的组学特征及临

床转化研究，肿瘤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调控机制，肿瘤干细胞，生
物分子新功能的阐述和新药靶点的发现

２．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技术的应用

·７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二次气溶胶形成机制与大气过程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３－２７ 日，西安

主　 　 席： 黄汝锦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所属学科： 环境科学

联 系 人： 周雅清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１１９１３７５３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ｏｕｙｑ＠ ｉｅｅ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探讨大气中二次有机气溶胶的生成机制与大气过程相关的具体科

学问题

２．寻求并讨论各国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及协作问题

３．讨论并制定合作的未来工作计划

·８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中美清洁能源中心清洁煤技术联盟任务
三项目进展讨论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４－２６ 日，西安（暂定）

主　 　 席： 李小春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国际组织： 中美清洁能源中心

所属学科： 地学、力学

联 系 人： 李小春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５１７２５３２００
Ｅｍａｉｌ： ｘｃｌｉ＠ ｗｈｒｓ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汇报任务三工作组各单位的年度进展

２．讨论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点及解决方案

３．讨论任务三工作组内部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讨论任务三与任务五关联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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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快速非可逆过程超快 Ｘ 射线研究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５－２７ 日，北京

主　 　 席： 陶　 冶　 罗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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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　 冶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９７８
Ｅｍａｉｌ： ｔａｏｙ＠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免

会议议题：
１．同步辐射光源上动态压缩进展

２．ＨＥＰＳ 结构动力学束线设计评估

·０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引力波探测之路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北京

主　 　 席： 吴　 季　 董晓龙　 Ｍｉｃｈｅｌ Ｂｌａ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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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

所属学科： 行星科学

联 系 人： 恩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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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在国际引力波探测取得重大成果的背景下，研讨空间探测引力波

的优化技术路线和探测方案，探讨中国开展空间引力波探测的国

际合作策略，特别是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各单位的优势，整合多种

不同的探测方案

２．本次论坛致力于对一个空间引力波探路者任务进行初步定义，以
期为未来中国空间引力波探测的迈出重要一步做出贡献

·１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阿尔茨海默病关键蛋白 β 分泌酶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合肥

主　 　 席： 申　 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脑资源库暨神经退行性疾病究中心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陆红嫚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３０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ｈｏｎｇｍａｎ＿ｌｕ＠ １６３．ｃｏｍ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继续讨论阿尔茨海默病关键蛋白 ＢＡＣＥ１（ｂｅｔａ⁃分泌酶）的科学计

划和实施战略

２．拓展转化医学等相关领域研究

３．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２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陆面水循环过程及其模拟国际培训班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北京

主　 　 席： 林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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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潇　 陈文程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１２４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ｘｉａｏ＠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ｃｈｅｎｗｅｎｃｈｅｎｇ＠ ｍａｉｌ．ｉ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陆面水循环过程及其模拟

·３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亚洲植物制图研讨会（东南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北京

主　 　 席： 马克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辛村 ２０ 号

国际组织： 待定

所属学科： 生物

联 系 人： 徐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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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讨论植物志及名录出版情况及权威性

２．讨论植物分布状态相关文献及权威性

３．ＭＡＰ 项目如何组织及其产出

·４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３０ 届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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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大气中热带及亚热带气旋活动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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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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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 恩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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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会议议题

１．回顾可见光、红外线及微波观测近十年的进展研究成果

２．探讨卫星观测如何进一步分析及预测气旋活动情况，并深入研究

将来如何更好地应用分析观测数据

·６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成都

主　 　 席： 崔　 鹏　 陈晓清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九号 ６１００４１
所属学科： 资环

联 系 人： 周公旦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９８０６６０１８２
Ｅｍａｉｌ： ｇｏｒｄｏｎ＠ ｉｍｄ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ｄｅ．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一带一路”地震灾害机理及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讨

２．“一带一路”海洋气象灾害机理、风险分析和防控关键技术研讨

３．“一带一路”地质灾害机理和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讨

４．“一带一路”重大工程灾害风险与工程安全

５．“一带一路”灾害风险管理及区域协同减灾机制研讨

·７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亚洲泥石流学术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６－１０ 日，成都

主　 　 席： 崔　 鹏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九号 ６１００４１
国际组织： 亚洲泥石流学会

所属学科： 资环

联 系 人： 郭晓军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９８０６６５９４６
Ｅｍａｉｌ： ａａｒｏｎｇｕｏ＠ ｉｍｄ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ｍｄｅ．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大型山地灾害（滑坡、泥石流、堰塞湖）形成机理

２．山地灾害监测、预警与预报

３．山地灾害数值模拟与风险预测

４．大型山地灾害防治策略与措施

５．山地灾害研究国际合作机制

·８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中英干旱及区域水循环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９ 日，待定

主　 　 席： 武培立　 马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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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庆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１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ｇｑｉｎｇ＠ ｔｅａ．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华北极端干旱事件的动力机制

２．ＭｅｔＵＭ⁃ＧＯＭＬ 对中国东部年代尺度干湿变化的模拟能力

３．中国干旱半干旱区水汽收支的演变特征

４．讨论并制定的未来合作计划

·９４·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高亚洲地区冰川变化空间观测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１１ 日，成都

主　 　 席： 郭华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邓庄南路 ９ 号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刘九良　 刘　 洁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９５９（Ｔ ／ Ｆ）　 １３７１８８１１０８８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ｊｌ０１＠ ｒａｄｉ．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中美联合工作组汇报自第四届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研讨会（美国阿拉斯加，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以后的工作成果

２．汇报并讨论研究冰川冻融科学工具的实施进展，促进双边科研合

作和交流

３．就合作项目框架中的高亚洲地区遥感产品、模型与分析、下游效应

的研究展开讨论

４．讨论中美在高亚洲地区气候变化研究中的的长期合作机制

·０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Ｘ 射线非弹性散射 ２０１８ 国际研讨会：
仪器与应用（ ＩＸＳ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０－１１ 日，北京

主　 　 席： 徐　 伟　 董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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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志英　 董俊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１５６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４３７
Ｅｍａｉｌ： ｚｙｇｕｏ＠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ｄｏｎｇｊｃ＠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免费

会议议题：
１．同步辐射和 Ｘ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的非弹性散射谱学实验方法的

仪器设备

２．非弹性散射方法在物理、材料、地学等学科领域的应用

·１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四届中欧空间科学双边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０－１１ 日，贵州

主　 　 席： 吴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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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李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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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中国空间科学项目研究进展

２．中欧合作项目研究进展

３．未来可能的合作探讨

·２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心理援助 ２０１８ 国际研讨会
暨 ５１２ 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０－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傅小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 １６ 号院

国际组织： 世界宣明会、美国国家 ＰＴＳＤ 中心

所属学科： 心理学

联 系 人： 吴坎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５０４３２　 １３６４１０７３６２４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ｋｋ＠ ｐｓｙｃｈ．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８００

会议议题：
１．总结我国汶川地震十周年的心理创伤研究进展

２．分享国外心理创伤研究的最新进展

３．探讨国内外科学、有效的心理援助行动

·３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及相关分析
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３－１７ 日，北京

主　 　 席： 周　 武　 谷　 林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

联 系 人： 周　 武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３１０７３６２８４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ｚｈｏｕ＠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学生及博士后 ＲＭＢ ￥ ５００ 或者 ＵＳ ＄ ８０，普通参会人

员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或者 ＵＳ ＄ １６０。 邀请报告人免除注册费。

会议议题：
１．探讨扫描透射电子显微学技术和方法学的最新研究进展

２．探讨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相关硬件及软件研制开发的最新成果

３．探讨扫描透射电子显微学技术在凝聚态物理和材料科学中的最新

应用研究进展

４．加强国内外电子显微学平台的设备共享、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

·４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大气长期变化和趋势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４－１８ 日，合肥

主　 　 席： 李　 陶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国际组织： 国际地球物理联合会（ＩＵＧＧ）

国际地磁和高层大气协会（ＩＡＧＡ）
所属学科： 地球物理学

联 系 人： 李勤秀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７６１５
Ｅｍａｉｌ： ｑｘｌｉ＠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ｔｒｅｎｄｓ２０１８．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４００，ＲＭＢ ￥ ２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中层大气长期变化和趋势的观测和模拟

２．电离层和热层的长期变化和趋势

３．大气长期变化和趋势的物理和化学机制

４．长期变化和趋势过程中的高、中、低层大气之间的耦合机制

５．其他与大气长期变化趋势有关的研究

·５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农业资源高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５－１７ 日，石家庄

主　 　 席： 胡春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河北省石家庄市槐中路 ２８６ 号

所属学科： 农学

联 系 人： 王洪梅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３１１⁃８５８１４３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ｋｊｇｌ＠ ｓｊｚｉａ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ｊｚｉａｍ．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可持续管理

２．农田生态系统养分循环与环境效应

３．盐碱资源高效利用

４．作物抗逆机理及育种技术

５．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及未来农业发展方向

·６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中国－伊朗风能科技双边
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６－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张明明　 Ａｌｉ Ａｂｅｄｉａ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１１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工程热物理

联 系 人： 张　 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３１３２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ｌｅｉ＠ ｉｅｔ．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ｅｔ．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中国－伊朗风能科技发展讨论

２．低风速区域风能开发研讨

３．探讨在国际 ＳＯＬＡＳ 计划中成立 ＡＤＯＥＳ 特设工作组的具体事宜

４．风电叶片气动－结构耦合设计研讨

·７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亚洲大洋洲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６－１８ 日，德清

主　 　 席： 顾行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国际组织： 地球观测组织（ＧＥＯ）
所属学科： 地学（遥感）
联 系 人： 周　 翔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９１０８２８８３１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ｏｕｘｉａｎｇ＠ ｒａｄｉ．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ｇ ／ ａｏｇｅｏｓｓ．ｐｈｐ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亚大区域综合地球观测的实施战略，进一步明确科学目标

２．面向亚大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围绕亚洲水循环、生物多样性、碳
循环与温室气体排放、农业与粮食安全、干旱、环境监测、海岸带与

岛礁等重点领域探讨开展应用合作研究

３．研究亚大区域地球观测大数据处理、共享和服务的新模式和现有

数据共享平台优化方案

４．探讨在亚洲大洋洲综合地球观测系统国际计划中成立应急减灾特

别任务组的具体事宜

５．召开协调委员会会议，讨论并制定亚洲大洋洲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各个任务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８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环境与能源材料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６－１９ 日，合肥

主　 　 席： 赵惠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固体物理研究所

安徽合肥市蜀山湖路 ３５０ 号 ２３００３１
所属学科： 材料科学

联 系 人： 汪国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５５９５６１６
Ｅｍａｉｌ： ｇｚｈｗａｎｇ＠ ｉｓｓ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主题包括能量转换和存储材料

２．光催化、电催化和光电催化剂在太阳能燃料制备和环境方面的应

用

３．生物功能材料

４．功能材料的新应用和新的制备方法

５．功能材料的计算设计等

·９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中欧载人航天空间应用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７－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高　 铭　 Ｊｏｓｅｆ Ｗｉｎｔｅ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邓庄南路 ９ 号 １０００９４
所属学科： 高技术领域

联 系 人： 董　 妙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２６７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２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ｄｏｎｇｍｉａｏ＠ ｃｓｕ．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中欧载人航天空间应用技术研讨会将讨论中欧合作机制

２．讨论中欧双方潜在的合作领域和合作项目

３．确认双方具体的合作流程，资源以及合作贡献

４．确定下阶段的合作活动和双方工作

·０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１ 届亚洲算法与计算协会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９－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孙晓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所属学科： 计算机
联 系 人： 张家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６００８８４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ｌｉｎ＠ ｉｃ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ｏｒｙ．ｉｃｔ．ａｃ．ｃｎ ／ ａａａｃ２０１８
注册费： ＲＭＢ ￥ ８００－１２００，ＵＳ ＄ １２０－１８０（根据是否学生，是
否提前注册而有变化）

会议议题：
１．算法与数据结构
２．算法博弈论
３．近似算法
４．在线算法
５．自动机与形式语言
６．计算生物学
７．组合优化
８．通信网络与优化
９．复杂性理论
１０．计算代数与计算几何
１１．机器学习理论
１２．实验算法方法论
１３．计算图论
１４．网络算法与协议
１５．社交网络分析
１６．并行与分布式算法
１７．参数算法

·１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亚洲菌物保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２２ 日，北京

主　 　 席： 魏江春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中国菌物学会

国际组织： 国际菌物保育学会

所属学科： 微生物学

联 系 人： 魏铁铮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４９６
Ｅｍａｉｌ： ｗｅｉｔｉｅｚｈｅｎｇ＠ １６３．ｃｏｍ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通过红色名录确定菌物物种受威胁状态

２．以受威胁状态为依据的菌物保育

３．菌物保育的理论与实践

４．菌物保育对生态文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贡献

·２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中瑞空间科学双边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１－２３ 日，北京

主　 　 席： 吴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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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 １００１９０
联 系 人： 李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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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天体物理

２．行星科学

３．空间基础物理

４．太阳及空间物理

５．微重力科学与空间环境

６．对地观测

·３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３１ 届计算机动画与社会代理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１－２３ 日，北京

主　 　 席： Ｎａｄｉａ Ｔｈａｌｍａｎｎ　 吴恩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北京中关村南四街 ４ 号 １００１９０
国际组织： 计算机图形学会

计算机图形图像特别兴趣小组

所属学科： 计算机科学

联 系 人： 王文成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６６１６１１
Ｅｍａｉｌ： ｗｈｎ＠ ｉｏ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ａｓａ２０１８．ｉｏ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７００，国内代表酌情优惠

会议议题：
１．计算机动画

２．社会代理

３．相关的议题，如：远程 ３ 维呈现、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深度学习方

法、社会化机器人等

·４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５１ 届国际原子能机构快堆工作组年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１－２４ 日，合肥

主　 　 席： 吴宜灿

主办单位： 国际原子能机构

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

所属学科： 核技术与应用

联 系 人： 刘　 超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５５９３６８１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ａｏ．ｌｉｕ＠ ｆｄｓ．ｏｒｇ．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各国代表逐个介绍快堆研发进展

２．ＥＣ ／ ＧＩＦ ／ ＯＥＣＤ 等国际组织逐个介绍在快堆推广方面的进展

３．国际原子能机构 ２０１７ 年，快堆工作年度总结

４．研讨国际原子能机构 ２０１８ 年快堆工作计划文件

·５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极端旱涝事件影响和
适应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１－２５ 日，普洱

主　 　 席： 李崇银　 Ｍｉｎｈ Ｎｇｕｙｅ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ＬＡＳＧ

北京市朝阳区华严里 ４０ 号 １０００２９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潘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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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极端旱涝事件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气候影响

２．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气候适应对策

３．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气候预测和预估

·６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量子物理与引力宇宙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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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６８０９８６ ／ ８２６４０４４８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８０９５７ ／ ８２６４０４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ｍｉｎ＠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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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南极巡天望远镜国际合作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２－２４ 日，南京

主　 　 席： 王力帆

主办单位： 紫金山天文台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蒙克来　 刘　 婧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７７０７０６３５３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０４６
１３９５１７０１０１７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２２８

Ｅｍａｉｌ： ｍｋｌ＠ ｐｍｏ．ａｃ．ｃｎ
ｊｉｎｇｌｉｕ＠ ｐｍ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６００

会议议题：
南极巡天望远镜 ＡＳＴ３ 国际合作会议

１．第二台南极巡天望远镜 ＡＳＴ３⁃２ 目前的运行状态和观测进展

２．第三台南极巡天望远镜 ＡＳＴ３⁃３ 制造测试完成情况

３．南极巡天望远镜与国际其它望远镜的联合观测

·８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实验室天体物理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４－２６ 日，地点待定

主　 　 席： 李玉同　 赵　 刚　 张　 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国家天文台

北京中关村南三街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物理

联 系 人： 高　 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３５６
Ｅｍａｉｌ： ｙｇａｏ＠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７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１．针对在实验室中如何利用强激光，开展天体中的粒子加速和宇宙

射线产生、无碰撞辐射冲击波、磁场产生和磁重联、天体喷流、光电

离等离子体、不透明度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２．探讨利用神光 ＩＩ 等国内强激光装置进行国际合作实验事宜

３．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９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介科学组织第一届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６ 月 １ 日，北京

主　 　 席： 李静海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过程所

国际组织： 国际介科学组织

所属学科： 化学工程

联 系 人： 杨　 宁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９１３
Ｅｍａｉｌ： ｎｙａｎｇ＠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ｅｍｍｓ．ｍｐｃｓ．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成立国际介科学组织，召开第一次理事会

２．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论证研究方向和管理体制

３．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４．其他暂未定

·０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通信和
网络安全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６ 月 １ 日，北京

主　 　 席： 荆继武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丙 ８７ 号 １０００９３
所属学科： 工学

联 系 人： 刘丽敏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４２６１５５１２５
Ｅｍａｉｌ： ｌｍｌｉｕ＠ ｉ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ｎｓ２０１８．ｉｅｅｅ⁃ｃｎｓ．ｏｒｇ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８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８５０

会议议题：
１．为通信和网络安全领域的研究者、实践者、政策制定者、用户提供

安全和隐私相关思想、技术、工具、经验交流的平台

２．与各国学者交流关于匿名与隐私技术、密钥管理 ／公钥基础设施 ／
证书 ／证书撤销、恶意软件检测和缓解、攻击防御、网络安全系统的

实施和评估、大数据安全和隐私等相关内容

·１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燃料电池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６ 月 ３ 日，大连

名誉主席： 衣宝廉

执行主席： 孙公权　 邵志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大连市中山路 ４５７ 号 １１６０２３
所属学科： 化学工程

联 系 人： 未定

Ｐｈｏｎｅ： 未定

Ｅｍａｉｌ： 未定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多孔电极界面行为与极化本质

２．电堆多相传递与动态特性

３．燃料电池系统集成与过程调控

４．复合电源协同优化与耦合规律

·２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国际律师联盟生物技术法
委员会年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上海

主　 　 席： 宋　 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国际组织： 国际律师联盟

所属学科： 公共管理

联 系 人：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２８７９
Ｅｍａｉｌ： ｓｐａ＠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国际生物科技前沿领域的政策与法律

２．人工智能与生物科技融合发展

３．生物技术与知识产权

４．科技成果转移与转化

５．生物科技领域的相关伦理与社会问题

·３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全球生物多样性网络（ＧＢＩＦ）生物多样性
数据发布培训班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北京

主　 　 席： 马克平　 Ｔｉｍ Ｈｉｒｓｃｈ
主办单位： 全球生物多样性网络

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北京海淀区香山南辛村 ２０ 号 １０００９３
国际组织： 全球生物多样性网络（ＧＢＩＦ）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罗茂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６０３
Ｅｍａｉｌ： Ｍａｏｆａｎｇ＠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不收费

会议议题：
１．介绍受 ＧＢＩＦ 资助的项目组情况

２．介绍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数据管理等基本信息

３．通过专家讲解和现场实际练习，掌握如何通过 ＧＢＩＦ 的 ＩＰＴ 工具进

行数据发布，实现与全球用户的共享

·４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１１０ 米全可动射电望远镜科学技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乌鲁木齐

主　 　 席： 王　 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

乌鲁木齐市科学一街 １５０ 号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朱　 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９１⁃３６８９０２３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ｕｃｕｉ＠ ｘ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大口径射电望远镜前瞻科学研讨

２．大口径射电望远镜先进技术研讨

３．国际国内合作探讨

·５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伊朗科学文化展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合肥

主　 　 席：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伊朗马什哈德大学

所属学科： 伊朗科学文化展

联 系 人： 石云里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０２２
Ｅｍａｉｌ： ｙｌｓｈｉ＠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会议议题：

·６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亚洲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信息网络
（ＡＢＣＤＮｅｔ）工作组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广州

主　 　 席： 马克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辛村 ２０ 号

国际组织： 待定

所属学科： 生物

联 系 人： 罗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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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讨论 ＡＢＣＤＮｅｔ 进展情况，包括红色名录等方面的工作进展

２．东南亚植物多样性信息平台的建设进展情况

３．讨论《亚洲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现状、挑战与机遇》的编写和实施计

划

４．详细讨论并制定下一步计划

·７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界面问题和流固耦合问题的
模型、分析、模拟及应用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４ 日，北京

主　 　 席： 李智霖　 刘铁刚　 张晨松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研究中心

所属学科： 数学

联 系 人： 张晨松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１０１２，１３５２０４０７９９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ｃｓ＠ ｌｓｅｃ．ｃ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ｓｅｃ．ｃｃ．ａｃ．ｃｎ ／ ～ ｚｈａｎｇｃｓ ／ ｐｕｂ ／ ｆｓｉ２０１８
注册费： 国际代表 ＵＳ ＄ ５０，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流固耦合问题

２．讨论界面问题

３．流固耦合问题及界面问题的建模和应用

４．研讨流固耦合问题等的工业应用

５．讨论相关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的最新进展

６．探讨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确定下届会议的举办地点

·８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单细胞和细胞型异质性的计算系统生物学
及统计学面临的挑战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５ 日，上海

主　 　 席： Ａｎｄｒｅｗ Ｔｅｓｃｈｅｎｄｏｒｆｆ　 陈洛南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

所属学科： 计算系统生物学

联 系 人： 崔　 睿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０５６５
Ｅｍａｉｌ： ｃｕｉｒｕｉ＠ ｐｉｃｂ．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对 ｍＲＮＡ 表达数据或 ＤＮＡ 甲基化数据进行细胞型去卷积统计学

算法的最新研究动态

２．单细胞 ＲＮＡ 序列分析的统计学方法，包括推论细胞分化轨迹和循

环肿瘤细胞（ＣＴＣｓ）的应用

３．在血清中的游离 ＤＮＡ（ｃｆ⁃ＤＮＡ）中检测循环肿瘤 ＤＮＡ（ｃｔ⁃ＤＮＡ）的
统计学方法

４．处理大数据的计算方法论最新研究进展

５．单细胞分析过程中统计学原理的方法和动态理论系统的最新研究

进展等

·９７·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国际低温运行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４－７ 日，北京

主　 　 席： 葛　 锐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低温与制冷工程

联 系 人： 张建琴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９９２
Ｅｍａｉｌ： ｊｑｚｈａｎｇ＠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ｅｖｅｎｔ ／ ７０６２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３００，国际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低温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各研究中心的最新进展

２．讨论低温系统运行和维护方面的情况

３．讨论低温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安全和控制，包括存在的问题和解决

方案

·０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亚太合作天体物理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４－８ 日，成都

主　 　 席： 张双南　 Ｃｈｒｙｓｓａ Ｋｏｕｖｅｌｉｏｔ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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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倩青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０８
Ｅｍａｉｌ： ｙｉｎｑｑ＠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讨论时域天文学的重要分支———宇宙中的高能瞬变和爆发现象

２．讨论活动星系核、Ｘ 射线双星、伽玛射线爆、磁星和引力波

３．探讨我国“慧眼”硬 Ｘ 射线调制望远镜（Ｉｎｓｉｇｈｔ⁃ＨＸＭＴ）、中法合作

天文卫星 ＳＶＯＭ、暗物质探测卫星（ＤＡＭＰＥ）、爱因斯坦探针（ＥＰ）
等天文卫星的国际合作研究

４．探讨中国空间实验室 ＰＯＬＡＲ 和未来中国空间站的 ＨＥＲＤ 等探测

器，以及大型高山宇宙线观测设施 ＬＨＡＡＳＯ 的合作研究

·１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１ 届国际高梯度加速技术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５－８ 日，上海

主　 　 席： 赵振堂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高梯度加速技术国际学术委员会

所属学科： 加速器物理及技术

联 系 人： 方文程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６０１８１３２６３
Ｅｍａｉｌ： ｆａｎｇｗｅｎｃｈｅｎｇ＠ ｓｉｎ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ｄｉｃｏ．ｃｅｒｎ．ｃｈ ／ ｅｖｅｎｔ ／ ６７５７８５
注册费： ＲＭＢ ￥ ８００

会议议题：
１．高梯度实验结果

２．高梯度应用及项目

３．速调管及测试设置

４．射频设计

·２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国际高分子化学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６－９ 日，长春

主　 　 席： 王佛松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长春市人民大街 ５６２５ 号 １３００２２
联 系 人： 刘　 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８２０
Ｆａｘ： ８６⁃４３１⁃８５６８５６５３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ｊｕｎ＠ ｃｉａ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ｈｔｔｐ： ／ ／ ｐｃ２０１８．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高分子合成与表征

２．光电与能源高分子

３．生物相关与医用高分子

４．高分子构筑与超分子聚合物

·３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黑土生态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７－９ 日，哈尔滨

主　 　 席： 张平宇　 宋凤斌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哈尔滨市南岗区哈平路 １３８ 号 １５００８１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朱向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５１⁃８７０８０３６３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ｕｘｍ＠ ｉｇａ．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ｈｅｉｔｕ２０１８．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黑土侵蚀与修复

２．黑土生物与肥力

３．黑土管理与作物生产力

４．黑土资源保护与利用

·４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凝聚态物理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８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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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

联 系 人： 傅　 琦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４６９
Ｅｍａｉｌ： ｆｕｑｉ＠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ｏｐ．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凝聚态物理各前沿领域的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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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讨论国际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问题

·５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微流控、纳流控及芯片实验室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８－１０ 日，北京

主　 　 席： 胡国庆　 刘赵淼　 宣向春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市北四环西路 １５ 号 １００１９０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１００ 号 １０００２２
美国 Ｃｌｅｍ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ｌｅｍｓｏｎ，Ｓｏｕ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２９６３４

所属学科： 力学
联 系 人： 胡国庆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２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ｏｑｉｎｇ．ｈｕ＠ ｉｍｅｃｈ．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ｍｆｌｏｃ２０１８．ｏｒｇ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液滴与气泡
２．电动流动现象
３．生物系统中的流动与输运
４．微纳管道中的传热与传质
５．界面现象
６．芯片实验室
７．多相流与非牛顿流
８．纳流控
９．光、声、磁微流控
１０．颗粒与细胞
１１．样品处理与分离

·６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４ 届国际生物信息研究与
应用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８－１１ 日，北京

主　 　 席： 陈熙霖　 周水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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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生物信息学

联 系 人： 张　 法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６００３２２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ｆａ＠ ｉｃ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ａｌａｎ．ｃｓ．ｇｓｕ．ｅｄｕ． ／ ｉｓｂｒａｌ８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４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５０

会议议题：
会议将主要讨论生物大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精准医疗、生物医学图

像处理、机器学习算法在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中的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进

展，旨在为从事生物信息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学生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

台，促进我国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

·７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国际植物分生组织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８－１１ 日，合肥

主　 　 席： 李家洋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所属学科： 植物发育学

联 系 人： 赵　 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６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ｚｈａｏ＠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植物茎端和根端分生组织的形成与维持

２．植物干细胞活动及其调控机理

３．植物再生与生物技术应用

４．维管形成层活动及次生生长

·８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三届国际高分子物理学术讨论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０－１３ 日，西安

主　 　 席： 杨振忠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市中关村北一街 ２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魏妍波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２２８１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５６９５６４
Ｅｍａｉｌ： ｗｅｉｙｂ＠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 ｐｐ２０１８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高分子理论、计算与模拟

２．高分子结构与动力学

３．高分子表面与界面

４．高分子软物质

５．多相多组分高分子体系

６．生物医用及光电等功能高分子

７．天然高分子

·９８·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中巴合作项目———国际生命组学数据
共享计划中期工作讨论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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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１０４ 号楼 １００１０１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蓝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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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继续讨论中巴合作项目的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２．促进对共同关心的科学议题的学术交流

３．讨论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讨论并制定共享计划的未来工作计划

·０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国际计算科学大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１－１３ 日，无锡

主　 　 席： 石　 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８０ 号，６ 号楼 ２０３ 室

联 系 人： 石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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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人工智能

２．生物信息学

３．脑信息学

４．数据挖掘和网页挖掘

５．数据仓库及应用

６．数据库关键词搜索及搜索技术

７．电子商务

８．人机交互

９．智能代理技术

１０．智能数据分析

１１．信息的伦理和法律评价

１２．情报检索系统

１３．信息安全

１４．推荐系统

·１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火安全材料前沿国际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２－１３ 日，合肥

主　 　 席： 胡　 源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所属学科： 工学

联 系 人： 曾文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６０６４
Ｆａｘ：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１６６９
Ｅｍａｉｌ： ｗｒｚｅｎｇ＠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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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与机理探讨

３．环境友好型火安全材料的绿色制备与应用技术

４．火安全材料在各领域的最新应用

５．火安全检测技术及工程应用

·２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分子植物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２－１５ 日，西安

主　 　 席： 韩　 斌　 栾　 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植物生理生态所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所属学科： 植物科学

联 系 人： 崔晓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２９５８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ｓｉｂ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ｐｌａｎｔ．ｏｒｇ ／ ２０１８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注册费： ＲＭＢ ￥ ３０００

会议议题：
探讨植物－环境互作的机理

·３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十二届超级计算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３－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ｓｃｈｗｉｎｄ　 刘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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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计算机学会
所属学科： 计算机体系结构
联 系 人： 刘　 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６００６１２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ｌｅｉ２０１０＠ ｉｃ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ｃｓ２０１８．ｉｃｔ．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ＡＣＭ 会员 ＵＳ ＄ ６００，非会员 ＵＳ ＄ ７００，学生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硬件，包括多核和众核系统，加速器，存储器，互
联网络，文件系统等

２．高性能计算和编程模型，包括面向高性能计算的新型编程语言和
中间件，自动化和功能化的代码生成器等

３．高性能系统软件，包括编译器，运行时系统，编程和开发工具，系统
评测工具和操作系统等

４．针对异质性、可靠性以及功耗的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
５．针对“大数据”场景高性能数据分析的程序语言、运行时和硬件，包
括可扩展的数据结构，大规模非结构化数据处理，在线监测，以及
并行虚拟化等

６．学术界和商业界具有挑战的计算问题，特别是大规模系统的研究，
和科学计算上大数据问题

７．互联网，网格和云计算的新型基础设施
８．任何上述主题的性能评测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

·４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中澳天体物理学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３－１５ 日，成都

主　 　 席： 杨　 戟　 王力帆　 Ｌｉｓｔｅｒ Ｓｔａｖｅｌｅｙ⁃Ｓｍｉｔｈ　 Ｅｌａｉｎｅ Ｓａｄｌｅ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 ２ 号

国际组织： 中澳天文联合研究中心

所属学科： 天文学

联 系 人： 李　 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３３３２１５８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ｌｉｎ＠ ｐｍｏ．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ｍ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８００

会议议题：
１．射电天文与 ＳＫＡ
２．南极天文

３．光学天文观测设备与巡天项目

４．时域天文学

·５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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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４－１６ 日，北京

主　 　 席： 郭建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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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秋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４２８
Ｅｍａｉ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ｓｕｒｆａｃ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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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全球土壤侵蚀研究高层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５－１８ 日，杨凌

主　 　 席： 刘国彬　 李　 锐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陕西省杨凌区西农路 ２６ 号 ７１２１００

国际组织： 世界水土保持学会

所属学科： 地球科学

联 系 人： 安韶山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５７２４１００８８
Ｅｍａｉｌ： ｓｈａｎ＠ ｍｓ．ｉｓｗ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ｗｃ．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６００，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全球土壤侵蚀及其防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２．全球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３．土壤侵蚀研究及防治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研究协作（网）行动计

划

·７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调和分析及其应用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６－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陆善镇　 杨大春　 燕敦验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甲）１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数学

联 系 人： 孙燕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５６３２１
Ｅｍａｉｌ： ｓｕｎｙｘ＠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主办及协办单位自筹

会议议题：
１．经典调和分析

２．非交换调和分析及调和分析在偏微分方程等领域的应用

·８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全新世以来的气候突变事件
及其环境影响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６－１８ 日，西安

主　 　 席： 安芷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西安市雁塔区雁翔路 ９７ 号 ７１００６１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汶玲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９⁃６２３３６２７０
Ｅｍａｉ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ｌｏｅｓｓ．ｌｌｑ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全新世以来的气候变化

２．确认全新世以来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及其生态、社会影响

３．寻找潜在合作伙伴，讨论并制定未来工作计划

·９９·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现代优化与应用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６－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戴彧虹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所属学科： 计算数学

联 系 人： 吴继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１７３８
Ｅｍａｉｌ： ｗｊｐ＠ ｌｓｅｃ．ｃ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ｓｅｃ．ｃｃ．ａｃ．ｃｎ ／ ～ｍｏａ２０１８
注册费： ＲＭＢ ￥ ６００ （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后）

会议议题：
１．网络中的优化问题

２．信息科学中的优化问题

３．大数据中的优化问题

·０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干旱区冰川径流模拟与预估研究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０－２５ 日，乌鲁木齐

主　 　 席： 姜　 彤　 Ｇｈｕｌａｍ Ｒａｓｕｌ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陶　 辉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１９５９４６３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ｈｔａｏ＠ ｎｉｇｌ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ｇｉ．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中巴山地流域冰川径流模拟与预估

２．中巴山地径流冰川组分划分

·１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中欧载人航天空间科学与应用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１－２２ 日，北京

主　 　 席： 高　 铭　 周　 琪　 Ｊｏｓｅｆ Ｗｉｎｔｅ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邓庄南路 ９ 号 １０００９４
所属学科： 高技术领域

联 系 人： 董　 妙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２６７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２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ｄｏｎｇｍｉａｏ＠ ｃｓｕ．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中欧载人航天空间科学与应用研讨会将总结联合工作组工作进展

及展望

２．确认双方科学合作需求

３．针对设施（国际空间站和中国空间站）以及地面设施开展物理学、
天文、空间生命、人体生理学和技术研究领域的具体合作项目展开

深入讨论

４．确定下阶段的合作活动和双方工作

·２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度东亚生物多样性保护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１－２４ 日，沈阳

主　 　 席： 朱教君　 郝占庆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森林生态与管理重点实验室

所属学科： 生态学

联 系 人： 金永焕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４⁃８３９７０３３０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ｙｈ＠ ｉａ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总结和讨论 ＥＡＢＣＮ 工作组的实施过程及其未来计划

２．深入探讨东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科学问题及其协调过程（包
括东亚珍稀濒危生物名录及其保护过程，东亚生物多样性保护及

协调机制，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等）
３．探讨东亚各国相关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模式与协调问题

４．讨论 ＥＡＢＣＮ 工作组下一年的工作计划

·３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５ 届计算地球动力学前沿问题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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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高精度物理专题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２－２４ 日，北京

主　 　 席： 吕才典　 李　 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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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５０９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ｌｉ＠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研究交流高能对撞机物理中高精度研究的最新进展

２．ＬＨＣ 和未来高能对撞机上精确实验数据与理论研究结合的问题

３．各研究团队探讨在 ＱＣＤ 和电弱修正方面的合作

·５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纳米地球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第三届中国纳米地球科学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２－２６ 日，贵阳

主　 　 席： 胡瑞忠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 ９９ 号 ５５００８１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万　 泉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５１⁃８５８９１９２８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ｑｕａｎ＠ ｖｉｐ．ｇｙｉ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ｎａｎｏ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５０

会议议题：
１．矿物成核与生长：从原子到纳米颗粒
２．矿物－流体与水－岩石界面及其相互作用：来自微观视角的证据
３．环境中纳米颗粒的产生、转化、相互作用与归趋
４．矿床：从纳米尺度到微米尺度过程可能的影响
５．纳米地球科学在非传统能源中的应用
６．油气在纳米孔地质体中的储藏和迁移
７．大气和空气污染中的纳米颗粒
８．构造地质和地质灾害中的纳米现象
９．河流、湖泊、海洋等水生生态系统中纳米颗粒的毒理学
１０．纳米孔介质中的地球化学过程
１１．生物过程中的纳米效应
１２．生物矿化和仿生模型体系：从纳米颗粒到纳米矿物
１３．纳米材料对环境和生物界的影响
１４．关键带研究中的纳米尺度过程
１５．同位素地球化学中纳米尺度过程的作用
１６．行星演化：来自纳米尺度过程的见解
１７．纳米地球科学中的分子模拟研究
１８．纳米地球科学中的先进分析技术及方法

·６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极环境与青藏高原地球系统
过渡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４－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Ａｎｔｊｅ Ｓｃｈｗａｌｂ　 张　 凡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ＩＲＴＧ）国际研究培训组

所属学科： 地理学

联 系 人： 张　 凡　 Ｎｉｃｏｌｅ Ｂöｒｎｅｒ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０３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ｆａｎ＠ ｉｔ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ｐｅ．ａｃ．ｃｎ
Ｐｈｏｎｅ： ４９５３１⁃３９１⁃７２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ｔｒａｎｓｔｉｐ＠ ｔｕ⁃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ｄ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ｕ⁃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ｄｅ ／ ｉｒｔｇ⁃ｔｒａｎｓｔｉｐ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中德研究培训启动

·７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实验物理和设备控制培训及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４－２９ 日，北京

主　 　 席： 储中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核物理及技术

联 系 人： 储中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５２５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ｕｚｍ＠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暂定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ＥＰＩＣＳ 基础训练

２．ＥＰＩＣＳ 应用训练

３．ＥＰＩＣＳ 合作讨论

·８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国际忆阻器材料、器件和系统大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５－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刘　 明　 Ｔｈｅｍｉｓ Ｐｒｏｄｒｏｍａｋｉｓ　 Ｉｌｉａ Ｖａｌ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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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电子学

联 系 人： 张康玮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９９５５７９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ｋａｎｇｗｅｉ＠ ｉｍ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ｍｅｍｒｉｓｙｓ２０１８．ｅｖｅｎｔｓａｄｍｉｎ．ｃｏｍ ／ Ｈｏｍｅ ／ Ｗｅｌｃｏｍｅ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忆阻器基本原理：物理、可靠性、理论和模型

２．忆阻器功能材料和器件

３．先进纳米电子技术

４．新的测试和表征技术

５．纳米级的信息存储

６．仿生 ／模拟存储和计算

７．神经电路和系统

８．基于忆阻器的应用

·９０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九届国际先进光学制造与检测
学术会议

２０１８ 月 ６ 月 ２６－２９ 日，成都

主　 　 席： 周立伟

主办单位： 中国光学学会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ＳＰＩＥ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美国）
所属学科： 光学工程

联 系 人： 杨磊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８⁃８５１００２１０
Ｅｍａｉｌ： ｉｏｅｋｊｃ＠ ｉｏ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４００，国外代表 ＲＭＢ ￥ ２８００ （交

ＳＰＩＥ）

会议议题：
１．大型光学反射镜与望远镜

２．先进光学制造技术

３．光学检测技术与装备

４．微纳光学装置或系统的设计制造与检测

５．光电材料与器件

·０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塑料电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７－２９ 日，长春

主　 　 席： 王利祥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长春市人民大街 ５６２５ 号 １３００２２
联 系 人： 童　 辉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５２６２１０７
Ｆａｘ： ８６⁃４３１⁃８５６８４９３７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ｍｔｏｎｇｈｕｉ＠ ｃｉａ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有机高分子发光材料与器件

２．有机高分子光伏材料与器件

３．有机高分子晶体管材料与器件

·１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北京谱仪Ⅲ夏季国际合作组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７ 月 １ 日，北京

主　 　 席： 沈肖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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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定

会议议题：
１．各组进展汇报

２．管理调整

３．取数计划

·２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极环境与青藏高原地球系统过渡
暑期培训班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拉萨、纳木错

主　 　 席： Ａｎｔｊｅ Ｓｃｈｗａｌｂ　 张　 凡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ＩＲＴＧ）国际研究培训组

所属学科： 地理学

联 系 人： 张　 凡　 Ｎｉｃｏｌｅ Ｂ？ ｒｎｅｒ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０３０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ｆａｎ＠ ｉｔ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ｐｅ．ａｃ．ｃ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３１⁃３９１７２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ｔｒａｎｓｔｉｐ＠ ｔｕ⁃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ｄ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ｕ⁃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ｄｅ ／ ｉｒｔｇ⁃ｔｒａｎｓｔｉｐ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地球表面通量

·３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多壳层中空结构材料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７ 月 １ 日，北京

主　 　 席： 王　 丹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二条 １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材料学

联 系 人： 王　 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３６１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６２６３１１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ｄａｎｗａｎｇ＠ ｉｐｅ．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太阳能转换与光伏电池

２．燃料电池

３．储氢与制氢；
４．人工光合作用

５．生物医药

·４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浓缩氙观测站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
国际合作组会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７ 月，北京

主　 　 席： 温良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ｎＥＸＯ ／ ＥＸＯ⁃２００ 实验国际合作组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温良剑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７６８
Ｅｍａｉｌ： ｗｅｎｌ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ｎＥＸＯ 物理灵敏度研究

２．ｎＥＸＯ 各项探测器预研究进展

３．ｎＥＸＯ 离线软件进展

４．ｎＥＸＯ 实验方案讨论

５．ＥＸＯ⁃２００ 数据分析研讨

·５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极与北极联合科学大会
暨第八届第三极环境资深专家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中国

主　 　 席： 姚檀栋　 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Ｖ． Ｍｏｓｂｒｕｇｇｅ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 １６ 号 １００１０１
国际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球能量与水循环试验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北极圈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艾丽坤　 杨晓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２４９３９１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１２３
Ｅｍａｉｌ： ａｉｌｉ＠ ｉｔ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ｘｘｙ＠ ｉｔ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ｔ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第三极与北极冰冻圈联合观测
２．第三极及北极冰雪变化研究
３．探讨第三极与北极海陆气相互作用
４．探讨第三极与北极生态环境保护
５．讨论第三极与北极国家与机构的合作机制
６．讨论泛第三极观测系统的构架与协同
７．探讨泛第三极水资源、水循环的合作研究
８．探讨泛第三极生态系统服务及保护
９．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协调
１０．讨论泛第三极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工作计划

·６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国际科研与产业界智能信号处理
前沿技术暑期班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北京

主　 　 席： 娄辛丑

主办单位： 国科大联合高能所主办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１９ 号 １０００４９
联 系 人： 张照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１５６５２６３３５３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ｚｒ＠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ｆｉｅｒｉ⁃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ｕｍｍｅｒ⁃ｓｃｈｏｏｌｓ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教师授课＋实验课

·７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阿尔茨海默病高峰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合肥

主　 　 席： 申　 勇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脑资源库暨神经退行性疾病究中心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陆红嫚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３０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ｈｏｎｇｍａｎ＿ｌｕ＠ １６３．ｃｏｍ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５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继续讨论 ＡＤ 工作组的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２．拓展转化医学等相关领域研究

３．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８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２ 届江门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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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地空学院杰出校友报告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合肥

主　 　 席： 汪毓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冷　 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０３０
Ｅｍａｉｌ： ｗｌｅｎｇ＠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邀请地空学院各界杰出校友做报告，加强校友之间交流联谊，增进校

友与母校的感情

·０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环境砷国际学术大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北京

主　 　 席： 朱永官　 郭华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厦门市集美大道 １７９９ 号 ３６１０２１
国际组织： 可持续发展地下水国际协会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叶　 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９２⁃６１９０５６０
Ｅｍａｉｌ： ｊｙｅ＠ ｉｕ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ｓ２０１８．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４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５０

会议议题：
１．变化的环境介质中砷的行为

２．变化的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砷

３．环境砷的健康影响

４．用于砷固定和洁净水蓝图的技术

５．可持续的减负和管理

·１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纳米材料与器件 ＆ 新型纳米材料的
工程与性能的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北京

主　 　 席： 高鸿钧　 林　 晓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 ８ 号

联 系 人： 谢　 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８４２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１８９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ｅｌｉｎ＠ ａｐｈｙ．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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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遥感技术与农业水肥精准管理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６ 日，石河子

主　 　 席： 童庆禧　 薛永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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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长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６２００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ａｎｇｃｐ＠ ｒａｄｉ．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ａｄｉ．ａ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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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量子计算国际学术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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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０４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ｋｉｔｓ＠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拓扑量子计算

２．超导量子计算

·４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中泰高能物理暨天体物理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８－１３ 日，丽江

主　 　 席： 钱声帮　 蔡　 勖　 Ｂｏｏｎｒｕｃｋｓａｒ Ｓｏｏｎｔｈｏｒｎｔｈｕｍ　 Ｐｒａｓａｒｔ Ｓｕｅｂｋ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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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俐颖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７１⁃６３９２０７８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ｕｌｙ＠ ｙｎ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科研人员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恒星结构与演化

２．双星与变星

３．系外行星

４．新大尺度恒星巡天

５．宇宙学

６．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理论和实验

７．粒子物理唯象理论

８．计算物理与数据分析

９．加速器物理学与工程等

·５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期总结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吕　 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凝聚态物理

联 系 人： 吕　 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８０５３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ｌｕ＠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讨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开题以来的成果

２．就进一步的工作进行讨论

·６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第三极环境青年人才暑期培训班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５－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丁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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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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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地质学、大陆碰撞与高原隆升研究

·７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光学国际学术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１８ 日，长春

主　 　 席： 孙洪波　 Ｍａｒｔｉｎ Ｂｏｏｔｈ　 Ｄｉｅｔｅｒ Ｂｉｍｂｅｒｇ　 高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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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０３３
所属学科： 光学

联 系 人： 袁境泽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８５１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ａｎｊｚ＠ ｃｉｏｍ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ｉｇｈ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２０

会议议题：
１．围绕空间光学技术开展专题讨论、学术交流

２．围绕激光应用技术开展专题讨论、学术交流

３．Ｌｉｇｈ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期刊编委会：与编委们深入交流，总结

期刊发展现状，并探讨未来发展战略等事宜

４．讨论并制 Ｌｉｇｈｔ 定期刊未来工作计划

·８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四届重离子加速器技术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２０ 日，兰州

主　 　 席： 赵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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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国际重离子加速器会议组委会

所属学科： 加速器

联 系 人： 李　 璐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９６７１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ｌｕ＠ 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ｈｉａｔ２０１８．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６５５５５？
注册费： ＲＭＢ ￥ ３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电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及储存环、射线装

置、离子源及离子阱、加速器关键系统等）在设计、建造、运行等方

面的最新进展，特别是交流目前国际上正在建设的几个大科学装

置的科研计划

２．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３．讨论该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工作计划

·９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分波分析和强子谱学工具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沈肖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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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０１４
Ｅｍａｉｌ： ｐａｎｑｉａｎ＠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ｅｖｅｎｔ ／ ７３７７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强子谱学（轻介子谱、重介子谱、重子谱）
２．分波振幅分析方法与工具

３．分波振幅分析理论

４．格点 ＱＣＤ 强子谱学

５．未来理论与实验的发展

·０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干旱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２６ 日，兰州

主　 　 席： 王　 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所属学科： 自然地理

联 系 人： 廖　 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７５５３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ａｏｊｉｅ＠ ｌｚｂ．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干旱区土地荒漠化监测与评估

２．干旱区退化土地恢复技术

３．干旱区可持续水资源管理

４．环境政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１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程控自主天文台控制系统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３－２７ 日，昆明

主　 　 席： 白金明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Ｊ． Ｃａｓｔｒｏ⁃Ｔｉｒａ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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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传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７１⁃６３９２００１２
Ｅｍａｉｌ： ｗｃｊ＠ ｙｎａ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科研人员 ＲＭＢ ￥ １２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全自动望远镜的发展与进步

２．程控自主天文台控制系统软件和数据处理

３．ＲＴＳ２ 的新特点和发展方向、数据归档存储和质量控制、应用和开

发等

·２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
海洋与冰冻圈特别报告第三次主要作者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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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冰冻圈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

国际组织：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王飞腾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７３８３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ｆｅｉｔｅｎｇ＠ ｌｚｂ．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ｉｅｅｒ．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８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海洋与冰冻圈特别报告工作组的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２．确认海洋与冰冻圈特别报告有关的具体科学问题

３．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３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国际会议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Ｗａｓｔｅ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６－２８ 日，厦门

主　 　 席： 刘超翔　 占新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厦门市集美大道 １７９９ 号

国际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所属学科： 环境科学和工程

联 系 人： 黄　 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９２⁃６１９０５３３
Ｅｍａｉｌ： ｘｈｕａｎｇ＠ ｉｕ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ｒａｐｃｐ．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４０

会议议题：
１．畜禽养殖废弃物管理的政策和法规

２．畜禽养殖新型污染物环境行为和影响

３．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

４．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回收技术和应用

５．畜禽养殖温室气体减排技术

·４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基因组学前沿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７－３０ 日，北京（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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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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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为第四届研讨会的网页，第五届

内容待添加）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８００，国际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表观基因组学

２．植物基因组学

３．脑科学

４．微生物组学与健康

·５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８－３０ 日，张家口

主　 　 席： 刘昌明　 沈彦俊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河北省石家庄市槐中路 ２８６ 号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谭莉梅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３１１⁃８５８７１７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ｔａｎｌｉｍｅｉ＠ ｓｊｚｉａ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ａｗｒ．ｓｊｚｉａｍ．ａｃ．ｃｎ：８０８５ ／ ＷｅｂＰｏｒｔａｌ ／ 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研讨水资源过度开采地区气候变化对水循环的影响

２．探讨地下水超采区提升农业用水综合效率、保障生态用水、实现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途径

３．研讨半干旱缺水区实现水源涵养与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的生态文明

发展路径

·６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 Ｘ⁃射线衍射学术大会
暨国际衍射数据中心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８ 月 １ 日，兰州

主　 　 席： 陈小龙

主办单位： 中国物理学会 Ｘ 射线衍射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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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１２ Ｃａｍｐｕｓ Ｂｌｖｄ．， Ｎｅｗｔｏｗ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ＰＡ １９０７３⁃３２７３ Ｕ．Ｓ．Ａ．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王文军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８３６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６４６
Ｅｍａｉｌ： ｗｊｗａｎｇ＠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待开通）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Ｘ⁃射线衍射及应用”讲习班

２．粉末衍射理论与方法

３．粉末衍射应用

４．低维材料与其它

５．国际衍射数据中心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７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冰冻圈变化及其区域和全球影响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０－３１ 日，敦煌

主　 　 席： 秦大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筹）冰冻圈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

国际组织：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气候与冰冻圈（ＣｌｉＣ）和
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ＩＡＣＳ）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王飞腾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４９６７３８３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ｆｅｉｔｅｎｇ＠ ｌｚｂ．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ｉｅｅｒ．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４．冰冻圈变化的事实

５．冰冻圈变化的影响

６．冰冻圈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７．冰冻圈的服务功能

·８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下一代对撞机上的物理学暑期学校
２０１８ 年 ７－８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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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和教授下一代对撞机上的物理学，包括理论、唯象学、实验、探测

器和加速器设计

·９３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
国际空间科学讲习班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或 ８ 月，青岛

主　 　 席： 吴　 季　 董晓龙　 Ｍｉｃｈｅｌ Ｂｌａｎｃ　 李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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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北京

所属学科： 地球科学、天文学

联 系 人： 恩丽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８２８１１
Ｅｍａｉｌ： 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ｓｉｂｊ．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从如何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着手，针对如何设计空间科学任务逐步

进行剖析与讲解

２．为各个国家的优秀青年学生开拓了视野，提供重要的学习平台，增
加各国青年之间的友谊，为未来的空间科学国际合作埋下了希望

的种子

３．通过介绍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中欧的双星计划、Ｃｕｂｅｓａｔ
立方星设计与实施、美国哈勃望远镜的在轨服务、卫星有效载荷设

计、金星天气监测轨道飞行器设计等成功的国际合作项目案例，与
学生就本研究领域及所参与的项目进行报告交流

·０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众核计算在科学、工程及大数据中的
应用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北京（待定）

主　 　 席： 迟学斌　 杨　 磊　 Ｄａｖｅ Ｙｕｅ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心

兰州市南昌路 ５０９ 号

所属学科： 计算机、计算物理

联 系 人： 李延林　 田　 园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５１９３１６３５２　 １３００８７７８２９０
Ｅｍａｉｌ： ｌｙｌ＠ 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超算在科学及工程中的应用

２．超算在大数据中的应用

３．超算在深度学习中的应用

·１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颗粒流物理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北京（待定）

主　 　 席： 厚美瑛　 杨　 磊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兰州市南昌路 ５０９ 号

所属学科： 颗粒物理学

联 系 人： 张　 晟　 李延林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６５９４０８７５３　 １３５１９３１６３５２
Ｅｍａｉｌ： ｈａｌｉｆａｘｙ＠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散裂靶中的颗粒换热问题

２．散裂靶中的颗粒流动问题

·２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亚洲植物制图研讨会（西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京外

主　 　 席： 马克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辛村 ２０ 号

国际组织： 待定

所属学科： 生物

联 系 人： 徐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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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讨论植物志及名录出版情况及权威性

２．讨论植物分布状态相关文献及权威性

３．ＭＡＰ 项目如何组织及其产出

·３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中泰生物质制生物柴油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３ 日，大连

主　 　 席： 赵宗保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大连市中山路 ４５７ 号 １１６０２３
所属学科： 生物化工

联 系 人： 宁思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０６６
Ｅｍａｉｌ： ｎｉｎｇｓｙ＠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基金委国际合作项目（ＮＯ．５１７６１１４５０１４）学术成果交流

２．讨论深入合作工作计划

３．探讨生物质制油脂及生物柴油国际发展动向

·４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国际防护林学研讨会
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４０ 周年成果展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沈阳

主　 　 席： 朱教君　 张　 炜　 王高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国家林业局三北防护林建设局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７２ 号 １１００１６
所属学科： 林学（防护林学）
联 系 人： 宋立宁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４⁃８３９７０４７３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ｎｉｎｇｓｏｎｇ＠ ｉａ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ａｅ．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防护林构建研究（防护林规划设计、营建、保护、政策及社会经济）
２．防护林经营研究（抚育、更新、结构调控、衰退机制、修复原理及防

护林生态）
３．防护林评估研究（生态环境效应评估、小气候评估、生态服务）
４．全球变化与防护林（全球变化背景下防护林学发展方向：响应、适
应与可持续）

５．三北防护林工程 ４０ 周年展览（展示三北防护林工程 ４０ 周年的主

要成就）

·５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生物系统中的干扰：蛋白质核密堆积、胞浆
拥挤与组织和肿瘤细胞中的干扰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３１ 日，北京

主　 　 席： Ｃｏｒｅｙ Ｏ’Ｈｅｒｎ　 Ｍａｒｋ Ｓｈａｔｔｕｃｋ　 叶方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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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０４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ｋｉｔｓ＠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蛋白质核密堆积

２．胞浆拥挤

３．组织和肿瘤细胞中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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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纳米结构中的集体旋转动力学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６ 日，北京

主　 　 席： Ｇｅｒｒｉｔ Ｅ．Ｗ． Ｂａｕｅｒ　 谢心澄　 王向荣　 夏　 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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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０４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ｋｉｔｓ＠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旋转机械：磁场和弹性自由度、磁振子－声子与磁振子之间的相互

作用

２．磁化动力学和磁运输、磁振子－声子相互作用、磁振子和玻色爱因

斯坦凝聚及自旋超流态

３．自旋轨道电子学：自旋轨道力矩驱动磁织构和拓扑材料自旋电子

学

４．自旋卡诺电子学：自旋塞贝克，旋转珀尔帖效应极其相关影响

５．反铁磁自旋电子学：奈尔命令参数、电流和反铁磁自旋波之间的相

互作用

６．腔自旋电子学：强耦合光、磁体和磁性微波与超导装置

７．自旋电子学的二维材料：石墨烯、硫化物及其异质结构

８．自旋电子元件的神经形态计算

９．磁运输和光学现象结构计算的首要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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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机电一体化与自动化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５－８ 日，长春

主　 　 席： 贾　 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吉林省长春市东南湖大路 ３８８８ 号 １３００３３
国际组织：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机器人学会

所属学科： 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

联 系 人： 田大鹏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６７０８１９７
Ｅｍａｉｌ： ｄ．ｔｉａｎ＠ ｃｉｏｍ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２０１８．ｉｅｅｅ⁃ｉｃｍａ．ｏｒｇ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智能机电一体化、机器人、自动控制系统

２．光电器件与材料、激光技术

３．机械结构与机构学

４．微纳系统

５．遥操作问题

６．传感器设计、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算法与无线传感器网络

７．仿生学、康复工程与医工结合

８．控制系统建模与仿真

９．人工智能、神经网络与模糊控制及应用

１０．工业自动化与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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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中国－瑞典应用能源国际暑期研修班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１７ 日，北京

主　 　 席： 金红光　 严晋跃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１１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工程热物理

联 系 人： 郝　 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３１５０
Ｅｍａｉｌ： ｈａｏｙｏｎｇ＠ ｉｅｔ．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ｅｔ．ｃｎ
注册费： 学生免费

会议议题：
１．开展应用能源与环境国内外学者系列学术讲座

２．继续开展中国－瑞典国际暑期合作交流

３．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讲授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形势

４．向参加培训的青年学者讲授学术成果发表技巧

·９４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强关联电子材料的新视野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２４ 日，北京

主　 　 席： 戴　 希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Ｆｌｉｎｔ　 Ｄｉｒｋ Ｋ． Ｍｏｒｒ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Ｖｏｊ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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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０４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ｋｉｔｓ＠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极端情况下探索复杂材料

２．相关拓扑材料的纳米级设计

·０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国际网络空间安全科学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２－１４ 日，北京

主　 　 席： 孟　 丹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甲 ８９ 号

所属学科： 网络空间安全

联 系 人： 刘　 峰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１０２７６７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ｆｅｎｇ＠ ｉｉ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ｉ⁃ｃｓ．ｎｅｔ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２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５０

会议议题：
１．全面系统地介绍当前安全科学研究的现状及研究成果

２．探讨网络空间安全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包括网络空间安全度量；
网络空间安全建模和分析；网络空间安全数据分析；大数据与网络

空间安全；人工智能与网络空间安；网络空间安全中的经济学方

法；；网络空间安全的人类因素等

３．建立网络空间安全基础性研究合作社区

４．为未来的网络空间安全科学研究提供方向性指导

５．讨论和制定会议工作组未来的工作计划

·１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硬 Ｘ 射线
纳米探针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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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辐射技术及应用

联 系 人： 于梅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ｍｊ＠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介绍各大光源纳米探针线站的建设、使用情况和升级计划

２．讨论硬 Ｘ 射线纳米探针线站实验方法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

３．评审 ＨＥＰＳ 硬 Ｘ 射线纳米探针线站的初步设计，并给出改进建议

４．讨论并制定后续的分项研讨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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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国际测试会议亚洲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５－１７ 日，哈尔滨

主　 　 席： 李晓维　 Ｋｗａｎｇ⁃Ｔ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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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ＩＥＥＥ）
所属学科： 信息科学

联 系 人： 李华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６００６４２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ｈｕａｗｅｉ＠ ｉｃｔ．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ｒｃｈ．ａｃ．ｃｎ ／ ＩＴＣ⁃Ａｓｉａ⁃２０１８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６００

会议议题：
１．交流前沿测试技术的进展和趋势

２．讨论测试和容错技术在各种新兴应用（如物联网，云计算、汽车电

子等）中的应用

３．探讨测试领域学术界和全球工业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４．确定国际测试会议亚洲会议的未来学术活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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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亚洲湿地大会：湿地与生态文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７－２１ 日，长春

主　 　 席： 陈宜瑜　 李文华　 刘兴土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ｉｔｓｃｈ　 Ｓｅｕｎｇ Ｏｈ Ｓｕｈ
Ａｒｎｏｌｄ 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ａｌｋ

主办单位： 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亚洲分会
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中国分会
湿地公约亚洲中心
台湾湿地学会

国际组织： 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亚洲分会
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中国分会
湿地公约亚洲中心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曹瑞雪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５５４２２７４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ｓｈｕａｎｇ＠ ｉｇａ．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ｓｈｉｄｉ２０１８．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注册费： ＵＳ ＄ ２４０

会议议题：
１．主题一：湿地演变及驱动因素
２．主题二：北方湿地与全球变化
３．主题三：湿地水文与水资源
４．主题四：湿地污染净化
５．主题五：湿地生物多样性
６．主题六：湿地生态风险评价
７．主题七：湿地恢复与重建
８．主题八：湿地合理利用生态产业模式
９．主题九：湿地保护区管理
１０．主题十：湿地生态功能及其福祉
１１．主题十一：研究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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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２ 届计算系统生物学国际会议
（ ＩＳＢ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８－２０ 日，贵阳

主　 　 席： 陈洛南　 王泽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马普计算生物学所

中国科学院计算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上海生科院贵安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医科大学

所属学科： 计算生物学

联 系 人： 王泽峰　 陈洛南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０４１６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０１００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ｚｅｆｅｎｇ＠ ｐｉｃｂ．ａｃ．ｃｎ

ｌｎｃｈｅｎ＠ ｓｉｂ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ｉｃｂ．ａｃ．ｃｎ ／ ｒｎａｓｙｓ ／ ｅｎｇ ／ ｉｎｄｅｘ．ｊｓｐ
ｈｔｔｐ： ／ ／ ｓｏｕｒｃｅｄｂ． ｓｉｂｓ． ｃａｓ． ｃｎ ／ ｚｗ ／ ｒｃｋ ／ ２０１１０５ ／ ｔ２０１１０５３０ ＿
３１４４５７８．ｈｔｍｌ
注册费： 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计算系统生物学新进展及技术

２．多维度组学数据的整合分析

３．生物医学大数据分析技术

４．交叉学科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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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东北亚资源环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９－２０ 日，长春

主　 　 席： Ｂｏｒｉｓ Ａ． Ｖｏｒｏｎｏｖ　 ＳｉｇａｃｈｅｖＮｉｋｏｌａｙ Ｐ．　 Ｐｅｔｒｅ Ｙ． Ｂａｋｌａｎｏｖ
张平宇　 Ｐｕｚａｎｏｖ 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 Ｖ．　 Ｙｕｒｙ Ｎ． Ｚｈｕｒａｖｌｅｖ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吉林省长春市盛北大街 ４８８８ 号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温志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５５４２２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ｎｅａ２０１８＠ ｉｇａ．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ａｓｉａｇｅｏ２０１８０８．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６５５５９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自然资源利用及其对环境与区域发展的影响等

２．环境保护，包括水、土及地下水污染与恢复，环境健康与风险评估

等

３．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包括“一带一路”、区域合作与复兴、现
代农业、乡村发展、旅游与绿色发展等

４．遥感技术在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和湿地资源监测中的新方法和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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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亚洲－大洋洲国际光合作用大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９－２３ 日，北京

主　 　 席： 匡廷云　 赵进东

主办单位： 国际光合作用协会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光合作用协会

所属学科： 生物

联 系 人：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５５４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ｃｍ＠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ａｏｉｃｐ．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学生 ＵＳ ＄ ２５０

会议议题：
１．光能捕获与光合电子传递

２．光合膜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

３．光合机构的生物合成与组装

４．光合基因表达

５．光合碳代谢

６．光合作用与环境胁迫及信号感知

７．光合作用生理生态及其应用

８．光合作用与作物产量改良

９．光合作用与生物燃料

１０．人工光合作用

·７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十四届国际湖沼学大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９－２４ 日，南京

主　 　 席： 刘正文　 沈　 吉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 ７３ 号 ２１０００８
国际组织： 国际湖沼学会（ＳＩＬ）
所属学科： 地学、湖沼学
联 系 人： 于谨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６８８２２１３
Ｅｍａｉｌ： ｊｌｙｕ＠ ｎｉｇｌ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ｉｌ２０１８．ｃｏｍ
注册费： ＳＩＬ 会员 ＲＭＢ ￥ ４６００，非 ＳＩＬ 会员 ＲＭＢ ￥ ５２００

会议议题：
１．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生态学
２．底栖动物生态学
３．微生物生态学与多样性
４．物理湖沼学
５．水生食物网
６．泥－水界面过程研究
７．生物地球化学与生态系统功能
８．全球变化对水生态系统的影响
９．水生植物生态学与管理对策
１０．鱼类生态学和渔业管理对策
１１．湖泊与河流生态系统模型
１２．古湖沼学及在水生态系统长期演变研究中的应用
１３．水生态系统弹性与稳态转变
１４．水生态系统修复与管理
１５．流域生态学及对水生态系统的影响

·８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２ 届超导材料和机理和高温超导体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９－２４ 日，北京

主　 　 席： 周兴江　 赵忠贤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 ８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物理

联 系 人： 王凌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１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ｎｌｓｃ＠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２ｓ⁃２０１８．ｃｏｍ
注册费： ＲＭＢ ￥ ３８００

会议议题：
铜基超导体、铁基超导体、重费米子超导体、有机超导体、其它超导

体、拓扑超导体、超导机理和唯象理论、超导应用

·９５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东亚神经科学合作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２１ 日，上海

主　 　 席： 罗振革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上海市岳阳路 ３２０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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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讨论中日韩在非人灵长类神经科学研究的合作

·０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数字一带一路农业工作组全会
暨全球农情监测云平台与知识管理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１－２４ 日，北京

主　 　 席： 吴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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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地球观测组织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张　 淼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６９４８３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ｍｉａｏ＠ ｒａｄｉ．ａｃ．ｃｎ

ｃｒｏｐｗａｔｃｈ＠ ｒａｄｉ．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ｒｏｐｗａｔｃｈ．ｃｏｍ．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数字丝路农业工作组（ＤＢＡＲ⁃ＡＧＲＩ）全会及科学计划研讨

２．全球农用地数据众源采集技术培训

３．全球农情监测系统（ＣｒｏｐＷａｔｃｈ）２０ 周年庆典

４．全球农情监测云基础设施前沿技术研讨

５．全球农情监测大数据技术研讨

·１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环境与发展智库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２－２４ 日，张掖

主　 　 席： 王　 涛

主办单位： 西部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智库

所属学科： 情报学、管理学

联 系 人： 李　 燕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９３１⁃８２７３６２８
Ｅｍａｉｌ： ｔｒｅｄ＠ ｌｌ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ｌａｓ．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学生及陪同人员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一带一路”与区域协同发展

２．脆弱生态系统下的环境保护与修复

３．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

４．资源开发与利用

·２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凝聚态物理中的交叉关联效应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２－２６ 日，乌鲁木齐

主　 　 席： 潘世烈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所属学科： 物理

联 系 人： 杨志华　 李　 志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２７６７６６０９８　 １５７１５５１９２８９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ｙａｎｇ＠ ｍｓ．ｘｊｂ．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凝聚态物理中的电荷，自旋，轨道及晶格的交叉关联

２．凝聚态物理中的线性及非线性输运机理研讨

·３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大脑健康与身心调节技术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４－２５ 日，北京

主　 　 席： 魏高峡　 Ｐａｒｃｏ Ｓｉｕ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 １６ 号

所属学科： 心理学

联 系 人： 陈丽珍　 张　 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５０８９８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ｌｚ＠ ｐｓｙｃｈ．ａｃ．ｃｎ

ｚｈａｎｇｓ＠ ｐｓｙｃｈ．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８０

会议议题：
１．探讨身心调节技术神经机制研究中的发展方向

２．针对身心干预研究的方法学问题，在国际范畴提出标准化和规范

化的科研准则

３．讨论在国际运动心理学会中成立神经科学分会的可行性

４．探讨国际合作的具体方案和计划

·４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化工分离新概念、新材料和新方法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５－２７ 日，大连

主　 　 席： 杨维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物理化学、化学工程

联 系 人： 朱雪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１８２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ｕｘｆ＠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分离与过程强化新概念

２．新分离材料

３．合成与表征新方法

４．分离新技术

·５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中澳科技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６－２８ 日，长春

主　 　 席： 暂未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５２ 号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承办）
吉林省长春市东南湖大路 ３８８８ 号 １３００３３

国际组织： 澳大利亚科学院与工程院

所属学科： 光学

联 系 人： 王　 卉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６７０８１９７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ｈ＠ ｃｉｏｍ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空间光学及应用

２．大口径光学加工与检测

３．先进激光科学及应用

４．量子光学及应用

５．微纳光学及光电子器件

·６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十六届国际药用植物与天然产物大会
暨第十一届上海中医药与天然药物

国际大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６－２９ 日，上海

主　 　 席： 果德安

主办单位： 国际药用植物研究学会

国际组织： 国际药用植物研究学会

所属学科： 生物领域

联 系 人： 屈　 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０⁃２２１７
Ｅｍａｉｌ： ｑｖｈｕａ＠ １２６．ｃｏ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ａ⁃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天然产物化学和药物发现

２．天然产物的生物和药理活性

３．草药认证和质量标准

４．民族药理学和传统医学实践

５．天然产品的配方和配送系统

６．天然产物的生物合成和生物技术

７．药用植物资源和可持续性研究

８．天然产物在保健和兽医学的应用

·７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国际量子密码大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７－３１ 日，上海

主　 　 席： 张　 强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 ９９ 号 ２０１３１５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管建宇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９２１７６９２６１
Ｅｍａｉｌ： ｇｊｙ＠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２０１８．ｑｃｒｙｐｔ．ｎｅｔ
注册费： 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展示过去一年量子密码最新最好的进展

２．讨论各种新型量子加密协议

３．讨论量子密码在产业界的应用前景

·８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九届国际马兰戈尼会议
———界面流体动力学与过程———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９ 月 ５ 日，桂林

主　 　 席： 刘秋生　 杨　 超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 Ｍａｒａｎｇｏｎｉ 协会
所属学科： 力学
联 系 人： 刘亚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３６５０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ｙａｓｈａ＠ ｉｍｅｃｈ．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２０１８．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Ｍａｒａｎｇｏｎｉ 效应
２．界面不稳定性和表面波
３．相变界面现象
４．热毛细和溶体毛细流动
５．液体薄膜和两层流体
６．沸腾和蒸发
７．热管
８．液滴和铺展
９．接触角和接触角动力学
１０．双质溶液和溶剂效应
１１．铸造过程
１２．微流体
１３．液桥
１４．材料加工的应用
１５．生物流体系统中的应用

·９６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强子物理前沿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８－９ 月，未定

主　 　 席： 赵　 强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所

所属学科： 物理

联 系 人： 党　 蕾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００９７４
Ｅｍａｉｌ： ｄａｎｇｌ＠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ｔｐｃｓｆ．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研讨强子物理研究国际最新进展

２．研讨国际强子物理实验和理论研究的国际热点问题

·０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七届国际气候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北京

主　 　 席： 暂无

主办单位： 国际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ＴＷＡＳ ＷＭＯ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金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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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陆面生态水文与气候变化

·１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亚洲喀斯特区域优先研究领域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西双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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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生态学

联 系 人： Ａｌｉｃｅ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Ｈｕｇｈｅｓ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６６９１５５２３３
Ｅｍａｉｌ： ａｃｈ＿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ＲＭＢ ￥ ６００－１７００

会议议题：
１．喀斯特研究方法

２．保护和管理的重点

３．喀斯特多样性和地方性模式

·２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中国科学院与第三世界科学院可持续发展
绿色化学与技术研讨会，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北京

主　 　 席： 张锁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过程大厦五楼多功能厅

所属学科： 化学工程

联 系 人： 何宏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４８７５
Ｅｍａｉｌ： ｈｙｈｅ＠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ｃｔ２０１８．ｃｏｍ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００

会议议题：
１．绿色溶剂和绿色化学

２．可再生能源及储能

３．绿色催化过程

４．生物燃料和生物能源

５．电化学及材料化学

６．计算机建模及仿真

７．环境污染控制

８．以及其他相关研究问题

·３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９ 届国际核石墨专家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海

主　 　 席： 徐洪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ＩＡＥＡ
所属学科： 核能

联 系 人： 曾广礼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８１７７５８１４２
Ｅｍａｉｌ： ｚ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ｌｉ＠ ｓｉｎａ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２００，ＵＳ ＄ ３４０

会议议题：
核石墨生命全周期以及核石墨在第四代反应堆（包括熔盐堆和气冷

堆）的设计、运行和退役中的各种技术问题

·４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２０ 届国际分子束外延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海

主　 　 席： 李爱珍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市长宁路 ８６５ 号 ２０００５０
所属学科： 信息

联 系 人： 顾　 溢　 龚　 谦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６２５１１０７０－８３１０　 ８６⁃２１⁃６２５１１０７０－８３０１
Ｅｍａｉｌ： ｙｇｕ＠ ｍａｉｌ．ｓｉｍ．ａｃ．ｃｎ

ｑｇｏｎｇ＠ ｍａｉｌ．ｓｉ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ｍｂｅ２０１８．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普通代表 ＲＭＢ ￥ ５５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３５００。 早注册优

惠：普通代表 ＲＭＢ ￥ ４５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３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交流和探讨国际分子束外延及其相关领域的新进展、新动态、新成

果，为从事分子束外延技术以及相关材料和器件研究的科研人员

提供相互了解和交流的机会

２．庆祝分子束外延发明 ５０ 周年和分子束外延会议举办 ４０ 周年，讨
论分子束外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３．发布分子束外延行业相关的新技术

４．颁发和评选“Ａｌ Ｃｈｏ ＭＢＥ Ａｗａｒｄ”、“Ｙｏｕ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 ＭＢＥ Ａｗａｒｄ”
和“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ＭＢＥ Ａｗａｒｄ”等奖项

５．讨论下两届国际分子束外延会议的主办单位

６．讨论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变动事宜

·５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１７ 届世界肥料大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７ 日，沈阳

主　 　 席： 张亚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

国际组织： 国际肥料科学中心

所属学科： 农学

联 系 人： 李　 杰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８４０６０８６２３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ｅｌｉ＠ ｉａ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１７ｗｆｃ．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 ｄｃｔ ／ ｐａｇｅ ／ １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新型肥料开发与产业化现状

２．微肥的研制与应用

３．有机肥的管理

４．新型肥料生产工艺

５．精准农业与平衡施肥

６．作物营养诊断的发展现状和应用

７．施肥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８．氮磷钾肥的研究进展与产业化

·６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并发理论及形式验证国际联合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８ 日，北京

主　 　 席： 张立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北京市中关村南四街 ４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工学

联 系 人： 吴志林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６６１６４８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ｚｌ＠ ｉｏ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ｏｎｆｅｓｔａ２０１８．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５０

会议议题：
并发理论、进程代数、博弈论、逻辑、概率系统、实时系统、信息物理融

合系统、抽象解释、模型检验、静态分析、定理证明、类型论、定量分析等

·７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惰性气体放射性核素示踪应用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５－７ 日，合肥

主　 　 席： 卢征天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合肥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杨国民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７５６２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ｇｇｍ＠ ｍａｉｌ．ｍａｉｌ．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原子阱痕量分析技术进展

２．讨论地下水同位素水文应用

３．讨论冰川及气候变迁

４．讨论海洋同位素化学及应用

·８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国际能源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６－７ 日，大连

主　 　 席： 刘中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４５７ 号

所属学科： 能源

联 系 人： 肖　 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０２３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ａｏｙｕ０４＠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世界能源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２．世界能源研究前沿交流

３．中国能源政策研讨

４．国内能源研究现状及前沿交流

·９７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全球导航卫星系统遥感及其
探测资料应用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６－１１ 日，北京

主　 　 席： 孙越强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Ｋｉｒｃｈｅｎｇａｓｔ　 Ｊｅｎｓ Ｗｉｃｋｅｒｔ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

北京市中关村南二条 １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地学遥感

联 系 人： 柳聪亮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５７９７５
Ｅｍａｉｌ： ｌｃｌ＠ ｎｓｓｃ．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待定）

会议议题：
１．ＧＮＳＳ ＲＯ 和 ＧＮＳＳ⁃Ｒ 遥感探测技术

２．精密定轨，ＧＮＳＳ 遥感数据处理和反演技术

３．ＧＮＳＳ ＲＯ 数据在大气物理学，气象学和数值天气预报中的应用

４．ＧＮＳＳ ＲＯ 数据在气候监测和研究中的应用

５．ＧＮＳＳ ＲＯ 数据在电离层和空间天气研究中的应用

６．ＧＮＳＳ⁃Ｒ 数据在气象学，海洋科学，数值天气预报和气候监测中的

应用

７．新兴的 ＧＮＳＳ 系统（包括北斗系统和伽利略系统），及其在 ＧＮＳＳ
ＲＯ 和 ＧＮＳＳ⁃Ｒ 遥感中的应用状况

８．ＬＥＯ⁃ＬＥＯ 星间掩星探测方法（包括微波，红外激光掩星技术）
９．ＧＮＳＳ ＲＯ，ＧＮＳＳ⁃Ｒ 和 ＬＥＯ⁃ＬＥＯ 探测仪器相关技术的进展

１０．未来的 ＧＮＳＳ、ＬＥＯ 掩星和反射信号遥感探测任务

·０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中日几何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６－１２ 日，合肥

主　 　 席： 张伟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学科学学院

所属学科： 基础数学

联 系 人： 李嘉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３６０３０６５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ｙｕｌｉ＠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子流行几何

２．复几何

３．几何分析

·１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肽自组装：生物、化学与材料科学前沿
交叉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１５ 日，北京

主　 　 席： Ｈｅｌｍｕｔｈ Ｍｏｅｈｗａｌｄ　 闫学海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国际组织： 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ｏｉ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所属学科： 物理化学

联 系 人： 邹千里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８１００１２５７３
Ｅｍａｉｌ： ｑｌｚｏｕ＠ ｉｐ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ｙａ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ｒｇ
注册费： ＵＳ ＄ ３５０（待定）

会议议题：
１．生物小分子的自组装和超分子作用机理，生物材料的可控制备

２．药物载体和剂型、疫苗佐剂、生物催化剂以及光动力 ／光热治疗和

免疫治疗等

·２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中国－巴西空间科学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１－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王　 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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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空间天气

联 系 人： 李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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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空间科学

２．大气科学

３．遥感科学

４．空间碎片

·３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首次紫外科学和技术前沿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４－１７ 日，南京

主　 　 席： 纪　 丽　 方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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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

联 系 人： 李月月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７７０７２３３１３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ｙｕｅｙｕｅ＠ ｐｍｏ．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当前紫外科学前沿

２．讨论当前紫外技术前沿

３．探讨国际中长期紫外项目

４．讨论各国中长期可能紫外项目

５．讨论并制定我国紫外项目的国际合作方案

·４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７ 届中德科技哲学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４－１８ 日，北京

主　 　 席： 方在庆　 阿尔弗雷德·诺德曼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所属学科： 自然科学史

联 系 人： 雷　 煜　 朱慧涓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５１１１８１４９３　 １８６０１２９５６７６
Ｅｍａｉｌ： ｌｅｉｙｕ１６１＠ ｍａｉｌｓ．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会议议题：
１．探讨中德两国所面临的科技哲学问题

２．科学与现代化关系问题

３．科学的社会责任、科学伦理问题

４．讨论中德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５．制定未来的工作计划

·５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微量元素与饲料安全国际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６－１９ 日，长沙

主　 　 席： 印遇龙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长沙市远大二路 ６４４ 号

所属学科： 农业

联 系 人： 吴　 信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３１⁃８４６１９７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ｘｉｎ＠ 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微量元素 ＆ 饲料安全 ＆ 生态环境

２．矿物元素在动物营养学中的应用创新

３．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讨论并制定微量元素与食物链学会的未来工作计划

·６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２９ 届直线加速器会议
（ＬＩＮＡＣ１８）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６－２１ 日，北京，中国

主　 　 席： 裴国玺　 池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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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国际直线加速器组委会

所属学科： 粒子加速物理与技术

联 系 人： 裴国玺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２１２
Ｅｍａｉｌ： ｐｅｉｇｘ＠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ｉｎａｃ１８．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电子加速器及其应用

２．质子及离子加速器及其应用

３．直线加速器技术

４．束流及粒子源

·７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８ 届国际束流诊断大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７－２１ 日，上海

主　 　 席： 冷用斌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加速器

联 系 人： 韩　 欣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６０２１４３７９４
Ｅｍａｉｌ： ｈａｎｘｉｎ＠ ｓｉｎ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ｓｉｎａｐ．ａｃ．ｃｎ ／ ｅｖｅｎｔ ／ ３
注册费： ＲＭＢ ￥ ４５００，ＵＳ ＄ ７００

会议议题：
１．ＢＰＭ 和束流稳定性

２．时间分辨的诊断和同步

３．束流损耗检测和机器保护

４．束流监测

·８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器官芯片与健康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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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０６２３
所属学科： 分析化学

联 系 人： 张晓庆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０５９
Ｅｍａｉｌ： ｚｘｑ１００１＠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会议涉及器官芯片、干细胞、器官再造、３Ｄ 打印、生物材料和微纳

流控等新技术、新方法

２．探讨器官芯片在医学研究、新药研发、干细胞和环境监测等人类健

康领域的应用

·９８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高光谱成像技术应用与发展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２２ 日，西安

主　 　 席： 徐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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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信息大道 １７ 号 ７１０１１９
所属学科： 光学

联 系 人： 崔昕昕

Ｐｈｏｎｅ： １７７９１２８３２９３
Ｅｍａｉｌ： ｅｌｖａｃｘｘ＠ １６３．ｃｏｍ
ｈｔｔｐ： ／ ／ （准备中）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１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１１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高光谱成像关键共性技术，探索高光谱数据信息提取的新思

路和新方向

２．生物医学光谱技术及其应用

３．高光谱遥感技术及应用

４．高光谱数据处理及分析

５．空间光学传感器技术

６．高光谱文物鉴定与修复

·０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干旱半干旱环境对地观测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２２ 日，喀什

主　 　 席： 郭华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

所属学科： 遥感

联 系 人： 时丕龙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１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ｓｈｉｐｉｌ＠ ｒａｄｉ．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继续讨论 ＩＳＥＯ 工作组的科学计划和实施战略

２．丝路经济带生态环境监测与可持续发展

３．中亚智慧城市与绿色发展

４．干旱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的问题

５．干旱半干旱区沙漠化监测与治理的问题

６．中亚各国之间的空间对地观测合作与协调问题

７．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空间技术发展与空间基础设施建设

８．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１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中德中亚干旱区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
与环境演变学术交流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４－２７ 日，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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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地理

联 系 人： 王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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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干旱区气候变化与环境演变

２．中亚给干旱区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３．干旱半干旱区环境过程

４．减缓气候变化

５．干旱区内陆流域水资源管理

·２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国际基因组学大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５－２８ 日，沈阳（暂定）

主　 　 席： 于　 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１０４＃楼 １００１０１
中国遗传学会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２ 号 １００１０１
所属学科： 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

联 系 人： 楚亚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４０９７５８６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ｕｙｎ＠ ｂｉｇ．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ｐｅｏ．ｏｕｃ． ｅｄｕ． ｃｎ ／ ｓｏｌａｓ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此为 ２０１６ＩＣＧ 的网

页，２０１８ＩＣＧ 内容待添加）
注册费： 国内 ＲＭＢ ￥ １８００，国际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测序仪与纳米技术

２．生命组学信息与医学

３．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４．微生物组学与健康

·３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机器与机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６－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Ｍａｒｃｏ Ｃｅｃｃａｒｅｌｌｉ　 张柏春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国际组织： 国际促进机器与机构学联盟机械史专业委员会

所属学科： 科学技术史

联 系 人： 方一兵　 黄　 兴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５７５５２５５６　 ８６⁃１０⁃５７５５２５３７
Ｅｍａｉｌ： ＨＭＭ２０１８＠ ｉｈｎ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ｈｍｍ２０１８．ｃｓ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
注册费： 国内学者未定，国外学者：ＩＦＴｏＭＭ 会员 ＵＳ ＄ ３００，非
ＩＦＴｏＭＭ 会员 ＵＳ ＄ ３３０，学生：ＵＳ ＄ １５０

会议议题：
１．人物、历史和他们的工作

２．近代机械与机器史记忆

３．理论的历史发展

４．机器与机构设计的历史

５．机械设计与自动化的发展

６．机械教育发展史

７．工程技术史

８．机械工程的遗产

·４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中英古环境变化与生物多样性演变
国际培训班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６－２９ 日，西双版纳

主　 　 席： 苏　 涛　 Ｐａｕｌ Ｊ． Ｖａｌ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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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ｏａｄ Ｂｒｉｓｔｏｌ ＢＳ８ １ＳＳ ＵＫ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张付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６９１⁃８７１３２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ｆｕｊｕａｎ＠ 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介绍中英合作项目的基本情况及机会

２．地质时期生物多样性演变过程

３．利用植物化石（大化石和孢粉材料）定量重建古气候

４．同位素和生物标志物手段研究古环境过程

５．模型模拟在古环境重建中的应用

·５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能源材料的同步辐射谱学和显微表征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３０ 日，合肥

主　 　 席： 朱俊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所属学科： 基础领域

联 系 人： 徐　 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２０６０
Ｅｍａｉｌ： ｑｉａｎｘｕ＠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８０

会议议题：
研讨与交流利用各种同步辐射技术研究能源材料中存在的关键科学

问题，以及相关的同步辐射先进原位、在线实验技术和方法

·６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会员
委员会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黄山

主　 　 席： 马克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辛村 ２０ 号 １０００９３
所属学科： 生物

联 系 人： 刘忆南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６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ｉｎａｎ＠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审议成员、委员会和秘书处关于加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亚洲的

存在规划

２．寻找方法促进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计划》的实施

３．讨论提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会员在全球自然保护领域有影

响力的方案

·７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日韩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黄山

主　 　 席： 马克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辛村 ２０ 号 １０００９３
所属学科： 生物

联 系 人： 刘忆南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８３６６２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ｉｎａｎ＠ ｉｂ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通过年度会议机制促进中、日、韩三国成员之间的合作

２．分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使命相关的活动信息

３．交流环境保护的经验

·８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量子材料的超快光谱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８－１０ 月，北京或外埠（待定）

主　 　 席： 赵继民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赵继民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０５１４２２５１１
Ｅｍａｉｌ： ｊｍｚｈａｏ＠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量子材料的光谱学

１．强关联体系的光谱学

２．２Ｄ 量子材料的光谱

３．拓扑量子材料的光谱

·９９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高能光源低维结构探测与分析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９－１１ 日，北京

主　 　 席： 江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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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焕华　 陈　 雨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９９４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５２９４
Ｅｍａｉｌ： ｈｅｐｓ⁃ｍｅｌｏｄｉｓｐ＠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低维材料与器件的科学问题

２．低维结构的同步辐射探测与分析方法

３．高能光源低维结构探针线站的设计

·０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世界微生物数据中心生物资源信息化
及微生物组数据共享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１２ 日，北京

主　 　 席： 刘双江　 马俊才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ｅｓｍｅｔｈ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３ 号 １００１０１
国际组织： 世界微生物菌种保藏联合会（ＷＦＣＣ）

世界微生物数据中心（ＷＦＣＣ⁃ＭＩＲＣＥＮ ＷＤＣＭ）
所属学科： 微生物学、生物信息学

联 系 人： 马俊才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４２２
Ｅｍａｉｌ： ｍａ＠ ｉ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ｄｃｍ．ｏｒｇ ／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ｈｔｍｌ

会议议题：
１．总结全球模式菌株基因组和微生物组计划（ＧＣＭ ２．０）进展情况

２．讨论项目参与国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以及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

３．讨论 ＩＳＯ（国际标准化组织）项目“微生物资源数据－微生物资源中

心数据管理和发布规范” （ＡＷＩ ２１７１０）及其未来在全球微生物目

录（ＧＣＭ）中的实施和应用

·１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ＢＥＳＩＩＩ 秋季物理软件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１３ 日，北京

主　 　 席： 沈肖雁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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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流域地理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１－１５ 日，南京

主　 　 席： 杨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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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学

联 系 人： 谭　 蕾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９５１６８７０８３
Ｅｍａｉｌ： ｌｔａｎ＠ ｎｉｇｌ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ｓｇｓ．ｎｉｇｌａｓ．ｃａｓ．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６００ 元，学生 ＲＭＢ ￥ ８００ 元，国外

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多尺度多要素水土过程观测

２．流域覆被变化及生态效应

３．快速城市化及环境效应

４．大数据与流域综合模拟

５．大湖流域管理方法与实践

６．其他流域地理学相关议题

·３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次生命与健康大数据国际研讨会
———暨国际生物多样性与健康大数据

共享项目启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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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１０４ 号楼 １００１０１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蓝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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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研讨生命与健康大数据领域的科学前沿问题

２．促进对共同关心的科学议题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３．促进生物多样性与健康大数据的共享

·４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蛋白质定性定量分析及相互作用研究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１５ 日，大连

主　 　 席： 张玉奎　 张丽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分析化学

联 系 人： 张丽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７２０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ｈｕａｚｈａｎｇ＠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会议议题：
蛋白质定性定量及相互作用研究新技术及其应用，包括

１．蛋白质相关功能化材料

２．蛋白质分离材料

３．单细胞分析技术

４．蛋白质相互作用研究技术

５．蛋白质组定性定量技术

６．新技术在亚蛋白质组、蛋白质可变剪切及微生物组等生命科学领

域中的应用

·５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中德老工业基地转型与绿色发展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１６ 日，沈阳

主　 　 席： 薛　 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所属学科： 地球科学

联 系 人： 姜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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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老工业基地发展政策的区域比较

２．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的路径设计

３．老工业基地转型的关键科学问题

·６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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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１１ 月 ２３ 日，西双版纳

主　 　 席：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ｏｒｌｅｔｔ　 Ａｌｉｃｅ Ｈｕｇｈｅｓ　 刘景欣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省勐腊县勐仑镇 ６６６３０１
联 系 人： 刘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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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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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脂质生物制造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１７ 日，大连

主　 　 席： 赵宗保　 Ｊｅｎｓ Ｎｉｅｌｓｅ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生物化工

联 系 人： 宁思阳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０６６
Ｅｍａｉｌ： ｎｉｎｇｓｙ＠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脂质代谢途径工程

２．脂质代谢调控机制

３．脂质生物制造过程工程

·８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次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科学咨询
委员会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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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１０４ 号楼 １００１０１
所属学科： 生物学

联 系 人： 蓝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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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题：
１．讨论生命与健康大数据中心的科学计划和发展战略

２．对重要科学问题进行咨询和讨论

３．讨论并制定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未来工作计划

４．对国内外年轻学者和学生作生命科学和大数据方面的报告

·９０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国际合作组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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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子天体物理和宇宙学

联 系 人： 廖暑业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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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物理理论与实验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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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ＨＣ 实验以及各种非对撞机新物理寻找实验的最新结果

２．促进领域内理论与实验家的交流

３．讨论 ＬＨＣ 下一步升级后可能找到的新物理模型信号及其物理意

义

４．讨论下一代对撞机上的物理学

·１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材料基因组基础架构和材料设计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王恩哥　 Ｍ．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凝聚态物理

联 系 人： 孟　 胜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３９６
Ｅｍａｉｌ： ｓｍｅｎｇ＠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ｏ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研讨材料基因组、材料数据、材料计算方面的重要进展，研究经验

和心得

２．如何加强怀柔材料基因平台的建设，推动国际材料数据的合作

·２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中国传统文化和工艺技术发展
工程国际交流活动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无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所属学科： 艺术

联 系 人： 王庆东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９６７１５３３　 １８３１００４９２５５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ｄｏｎｇ＠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国民素质提高与研究

２．文化遗产传承与保留

３．传统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标准

４．传统工艺技术分类

５．书法与戏剧的传播与推动

·３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材料基因组基础架构和材料设计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王恩哥　 Ｍ．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凝聚态物理

联 系 人： 孟　 胜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３９６
Ｅｍａｉｌ： ｓｍｅｎｇ＠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ｏ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研讨材料基因组、材料数据、材料计算方面的重要进展，研究经验

和心得

２．如何加强怀柔材料基因平台的建设，推动国际材料数据的合作

·４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碳一化学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１８ 日，大连

主　 　 席： 包信和　 潘秀莲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大连市中山路 ４５７ 号

所属学科： 物理化学

联 系 人： 姜秀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１２８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ｎｇｘｉｕｍｅｉ＠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合成气化学

２．甲烷转化

３．ＬＣＡ 分析

·５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太阳燃料和太阳电能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１９ 日，大连

主　 　 席： 李　 灿　 孙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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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学科： 物理化学

联 系 人： 郑　 珉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１１⁃８４３７９００５
Ｅｍａｉｌ： ｍｚｈｅｎｇ＠ ｄｉｃ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主要围绕人工光合成制备太阳燃料，具体讨论一下几点：
１．光催化分解水制氢

２．光催化还原二氧化碳

３．先进原位光谱表征技术用于太阳能光－化学转化

４．人工光合成微观机理等前沿应用基础科学问题

５．太阳电池发展的新进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以及未来发展趋

势等

·６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纳米气泡 ／纳米液滴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１９ 日，上海

主　 　 席： 胡　 钧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纳米气泡国际协会（筹）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张立娟

Ｐｈｏｎｅ： １５９２１７８７３３９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ｌｉｊｕａｎ＠ ｓｉｎ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纳米气泡特性

２．纳米气泡检测技术

３．纳米气泡理论研究

４．纳米气泡的潜在应用

５．纳米液滴的特性

６．纳米液滴的重要应用

·７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中国大气细颗粒物：
变化，影响及防治策略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２０ 日，西安

主　 　 席： 曹军骥　 张明华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国际组织： 美国地理学会

所属学科： 大气科学
联 系 人： 刘卉昆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６２９４３４５８２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ｈｋ＠ ｉｅｅｃａｓ．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ＰＭ２．５ 的化学物理分析
２．ＰＭ２．５ 与气候变化
３．ＰＭ２．５ 遥感技术
４．ＰＭ２．５ 测量学
５．亚洲雾霾和沙尘暴
６．大气棕云
７．生物 ＰＭ２．５，生物防御及生物介质的失活
８．室内污染控制
９．ＰＭ２．５ 与健康及环境

１０．ＰＭ２．５ 在医学及制药上的应用
１１．纳米材料合成
１２．纳米颗粒及纳米技术
１３．城市大气污染及源解析

·８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 ３１ 届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２０ 日，北京

主　 　 席： 曹　 俊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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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新生病毒性疾病控制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２０ 日，武汉

主　 　 席： 石正丽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小洪山中区 ４４ 号

所属学科： 生物

联 系 人： 张　 磊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７⁃８７１９８５３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ｌｅｉ＠ ｗｈ．ｉｏｖ．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新生病毒病原生物学

２．分子流行病学

３．病毒与宿主的相互作用

４．病毒复制

５．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研发

·０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国际乳腺癌干细胞高峰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２１ 日，上海

主　 　 席： 未定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和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所属学科： 医学

联 系 人： 陈策实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５７７０８７５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ｃ＠ ｍａｉｌ．ｋｉｚ．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元，学生 ＲＭＢ ￥ １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乳腺癌干细胞起源和维持机制

２．乳腺癌转移防治

·１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中美卡费里基金会科学前沿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２２ 日，南京

主　 　 席： 纪　 丽　 Ｓｈａｎｅ Ｄａｖ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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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　 婷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８５９７５６９
Ｅｍａｉｌ： ｔｏｎｇｔｉｎｇ＠ ｃａｓｈｑ．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讨论以下学科的科学前沿：１．天文

２．地球科学和环境

３．生物－宏观系统

４．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５．生物－分子

６．神经科学和医学

７．化学

８．物理

·２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基因组编辑前沿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２１ 日

主　 　 席： 高彩霞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１ 号院 ２ 号 １００１０１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所属学科： 分子遗传学

联 系 人： 陈坤玲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４８０７９３９
Ｅｍａｉｌ： ｋｌｃｈｅ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待定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基因组编辑技术创新与发展趋势

２．讨论基因组编辑技术发展中的具体科学问题（包括基因组编辑中

的热点、难点及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
３．探讨基因组编辑的应用及产业化前景

４．讨论工作组未来计划

·３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中日双边氧化镓材料与器件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１－２３ 日，上海

主　 　 席： 郝　 跃　 邵建达

主办单位：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市嘉定区清河路 ３９０ 号 ２０１８００
所属学科： 电子信息材料

联 系 人： 夏长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６９９１４１７５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ａ＿ＣＴ＠ ｓｉｏｍ．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ｏｐｔ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 ／ Ｃｏｌｕｍｎｓ ／ ＳＪＢＳＧＯ⁃２０１８．ｈｔｍ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讨论氧化镓单晶生长及其外延膜结构

２．探讨氧化镓单晶与外延膜生长及其掺杂机理

３．探讨氧化镓器件的设计、制备、模拟与应用

４．讨论中日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问题

·４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
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２３ 日，黄山

主　 　 席： 郭华东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邓庄南路 ９ 号 １０００９４
国际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洪天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１７８９０１
Ｅｍａｉｌ： ｈｏｎｇｔｈ＠ ｒａｄｉ．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８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０

会议议题：
１．探讨空间技术在助力名录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方面的作用

２．探讨名录遗产的可持续旅游

３．研讨名录遗产对促进当地发展的作用

４．世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和世界地质公园在保护和管理方面

的异同：经验与问题

·５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凝聚态物理学亚太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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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０４４０
Ｅｍａｉｌ： ｋｉｔｓ＠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高温超导

２．自旋电子学

３．拓扑物态

４．量子霍尔效应

·６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２６ 日，上海

主　 　 席： 宋力昕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所属学科： 材料科学

联 系 人： 顾中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２４１１１０８　 ８６⁃２１⁃５２４１１１０７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ｈｕａ＠ ｍａｉｌ．ｓｉｃ．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８００，学生 ＲＭＢ ￥ ８００
国外代表 ＵＳ ＄ ４５０，学生 ＵＳ ＄ ２２０

会议议题：
１．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

２．考古

３．古陶瓷贸易

４．古陶瓷工艺技术与美术

５．测试方法研究

６．古陶瓷窑炉研究与仿制技术

７．文物保护与修复

·７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同步辐射的生物医学应用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２６ 日，北京

主　 　 席： 姜晓明　 安藤正海　 金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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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乙院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黎　 刚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５２０２５６３９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ｇ＠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０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同步辐射成像的生物医学应用研究

２．同步辐射微束的放射治疗

·８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二届高能物理网络安全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２６ 日，北京

主　 　 席： 齐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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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能物理

联 系 人： 颜　 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８３７
Ｆａｘ：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８３９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ｔ＠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ｅｖｅｎｔ ／ ７４１８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交流全球主要高能物理机构的网络安全现状及各安全团队协作情

况

２．联盟成员汇报本年度安全状况，讨论联盟建设进展和下一步工作

计划

３．讨论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安全建设问题

４．交流最新安全感知与防御技术

５．运维安全技术培训

·９２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增强型的 Ｘ 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卫星
国际协调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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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００４９
所属学科： 数理

联 系 人： 刘红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１５６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ｈｗ＠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讨论增强型的 Ｘ 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卫星科学白皮书

２．增强型的 Ｘ 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卫星中、欧双方国际合作框架，以
及双方仪器的接口讨论

·０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八届超导研究前沿国际论坛
———非传统超导体理论研究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周兴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 ８ 号 １００１９０
所属学科： 物理

联 系 人： 王凌倩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６４９１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ｎｌｓｃ＠ 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ｎｌｓｃ．ｉｐｈｙ．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与会专家将报告在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铁基超导体等非传统超导

体理论研究方面的经验、成果、展望，并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广泛的沟通

·１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六届细胞动力学与化学生物学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２８ 日，合肥

主　 　 席： 施蕴渝　 姚雪彪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细胞动力学与化学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所属学科： 细胞生物学、化学生物学、生物光子学

联 系 人： 刘　 行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７１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ｎｇ１０１７＠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ｃｄｃｂ．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３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５０

会议议题：
１．类器官与细胞命运抉择

２．细胞周期与基因组稳定性

３．细胞节律与可塑性调控

４．细胞器动力学与极性建立

５．相变的构效与调控

６．天然产物与化学生物学

７．超分辨成像与新技术

·２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三届聚变中子源和次临界系统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３１ 日，合肥

主　 　 席： 吴宜灿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湖路 ３５０ 号

所属学科： 核技术与应用

联 系 人： 王永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５５９３６８１
Ｅｍａｉｌ： ｙｏｎｇｆｅｎｇ．ｗａｎｇ＠ ｆｄｓ．ｏｒｇ．ｃｎ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聚变中子源与次临界系统的发展

２．聚变系统

３．次临界裂变系统等内容

·３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四届信息安全与密码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福州（待定）

主　 　 席： 林东岱　 黄欣怡

主办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

所属学科： 信息安全

联 系 人： 戴　 琦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６５６３
Ｅｍａｉｌ： ｄａｉｑｉ＠ ｉｉ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ｎｓｃｒｙｐｔ．ｃｎ
注册费： ｕ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会议议题：
１．讨论信息安全中的问题

２．讨论密码学中的问题

·４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粒子物理唯象学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日期待定），合肥

主　 　 席： 彭海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张　 岑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３５６５
Ｅｍａｉｌ： ｃｅｎｚｈａｎｇ＠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无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待调

整）

会议议题：
１．介绍与粒子物理唯象学紧密相关的计算机模拟技术及最前沿方法

２．介绍如何实现 ＴｅＶ 理论模型的构建及与各流行模拟工具的接口

３．介绍领头阶与次领头阶自动计算的原理，ＭａｄＧｒａｐｈ 程序结构和使

用

４．介绍 Ｓｈｏｗｅｒ 物理及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 Ｍｅｒｇｉｎｇ 等问题

５．介绍 Ｊｅｔ 算法和 Ｊｅｔ 子结构等

·５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环形对撞机工作组会议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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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 张照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ｚｒ＠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ｅｖｅｎｔ ／ ７３８９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研讨高能环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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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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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环形对撞机国际顾问委员会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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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照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８２３６０５４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ｚｒ＠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ｃｏ．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 ｅｖｅｎｔ ／ ７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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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散裂中子源第十次国际评审会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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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对 ＣＳＮＳ 工程建设进展进行了全面的评审

２．加速器和靶站谱仪各系统的关键技术问题、用户培养、工程管理及

规划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８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推进生物航油技术创新与市场化
政策体系专题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广州

主　 　 席： 马隆龙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所属学科： 可再生能源

联 系 人： 吴烽云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０⁃８７０５９５６１
Ｅｍａｉｌ： ｗｕｆｙ＠ ｍｓ．ｇｉｅ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总结生物航油发展现状和态势，促进生物航油等生物燃料技术创

新与成果共享

２．召开专题研讨会，对生物航空燃料产业科技发展与市场化进程分

析规划，在个性化发展态势和共性化创新需求与产业发展远景规

划的平台上，提出技术瓶颈、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可能的合作领域

·９３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西太平洋俯冲带及弧后盆地体系
２０１８ 年度进展讨论会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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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深海资源与探测三亚国际论坛（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三亚

主　 　 席： 吴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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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２０００
所属学科： 海洋科学

联 系 人： 张汉羽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８９８⁃８８２１０７７８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ｈｙ＠ ｉｄｓｓｅ．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８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探讨先进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前沿海洋科学问题等，内容包括深水

油气地质理论、天然气水合物勘探与开发、深水地质灾害理论与防

治、深水资源地球物理探测技术等

２．促进海洋地球物理、海洋地质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探测技术国际合

作

·１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七届亚太地区辐射化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４－８ 日，上海

主　 　 席： 李景烨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国际组织： 中日印三方辐射化学学会

所属学科： 化学

联 系 人： 李林繁　 王谋华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３９１９５９０７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ｌｉｎｆａｎ＠ ｓｉｎａｐ．ａｃ．ｃｎ；

ｗａｎｇｍｏｕｈｕａ＠ ｓｉｎａ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待定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５００，ＵＳ ＄ 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材料辐射效应

２．辐射反应动力学

３．辐射应用技术在工业、农业与废弃物处理中的应用

４．辐射生物学

５．纳米材料辐射合成

·２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
第十三届大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４－９ 日，西安

主　 　 席： 冉承其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书院东路 ３ 号 ７１０６００
国际组织：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

所属学科： 高技术领域卫星大地测量学（含导航学）
联 系 人： 杜　 娟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２０２９３０７５１
Ｅｍａｉｌ： ｄｕｊｕａｎ＠ ｎｔｓｃ．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未定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卫星导航系统应用

２．卫星导航系统信号、系统与服务

３．ＧＮＳＳ 性能、新服务与能力提升

４．信息分发与能力建设

５．参考框架、授时与应用

·３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一届“一带一路”亚洲叶结构计划
工作小组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７ 日，西双版纳

主　 　 席： 周浙昆　 苏　 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省勐腊县勐仑镇 ６６６３０３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张付娟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６９１⁃８７１３２２６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ｆｕｊｕａｎ＠ ｘｔｂｇ．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３００

会议议题：
１．介绍“一带一路”亚洲叶结构计划的背景和研究意义

２．明确工作小组的工作计划和任务

３．制定采样与实验操作规范

４．探讨数据共享的方案

５．探讨未来联合申请相关科研课题与合的作事宜

·４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中国国际传统工艺技术和传统文化
艺术品博览会暨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１０ 日，北京

主　 　 席： 无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所属学科： 艺术

联 系 人： 王庆东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９６７１５３３　 １８３１００４９２５５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ｄｏｎｇ＠ 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传统文化艺术品展示

２．传统工艺技术的讨论

·５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中泰科技协作
从生物多样性到生物经济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６－８ 日，上海

主　 　 席： 赵国屏　 陈　 进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枫林路 ３００ 号

所属学科： 生物学科

联 系 人： 林　 楠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１⁃５４９２４００４
Ｅｍａｉｌ： ｎｌｉｎ＠ ｓｉｂ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继续讨论 ＣＡＳ⁃ＴＲＦ 工作组的科学计划资助和实施方案

２．中泰两国科学家在生物多样性及从生物多样性到生物技术等领域

的学术交流

３．为中泰两国科学家在生物多样性及从生物多样性到生物技术等领

域的合作提供平台

４．讨论并制定工作组的未来工作计划

·６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１４ 日，长沙

主　 　 席： 周炳琨

主办单位： 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吉林省长春市东南湖大路 ３８８８ 号

国防科技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德雅路 １０９ 号

国际组织：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

所属学科： 激光

联 系 人： 王春锐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１９６
Ｅｍａｉｌ： ｃｒｗａｎｇ＠ ｃｉｏｍｐ．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ｌｉｍｉ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未定

会议议题：
１．激光辐照效应与机理

２．激光等离子体物理

３．激光光谱技术与应用

４．高功率激光器

５．非线性光学

６．激光加工与制造

·７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裂隙地质介质耦合过程国际会议：
测试、模拟与应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１４ 日，武汉

主　 　 席： Ｊｏｎｎｙ Ｒｕｔｑｖｉｓｔ　 Ｋｉ⁃Ｂｏｋ Ｍｉｎ　 Ｐｅｎｇｚｈｉ Ｐａｎ　 Ｍｅｎｇｓｕ Ｈｕ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所属学科： 地学、力学

联 系 人： 潘鹏志

Ｐｈｏｎｅ： １３９７１１０２５８６
Ｅｍａｉｌ： ｐｚｐａｎ＠ ｗｈｒｓｍ．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６００，国外代表 ＵＳ ＄ ２５０

会议议题：
１．数值模拟

２．室内和现场实验

３．核废物地质处置

４．地热能开发

５．采矿工程

６．石油工程

７．页岩气开发

·８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届国际高技术高分子材料学术讨论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１５ 日，桂林

主　 　 席： 杨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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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技术领域

联 系 人： 袁莉莉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６２５２９１７３
Ｅｍａｉｌ： ＨＴＰＭ＠ ｉｃｃ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２４００，国外代表 ＲＭＢ ￥ ２４００

会议议题：
１．新型高技术高分子材料合成、表征

２．高技术高分子材料物理、化学性能

３．高技术高分子材料的应用

·９４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粒子物理唯象学计算机模拟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１６ 日，合肥

主　 　 席： 彭海平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张仁友

Ｐｈｏｎｅ： １８６５５１７３００２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７０３４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ｒｙ＠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国内代表 ＲＭＢ ￥ １０００，国外代表 ＲＭＢ ￥ １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介绍 ＦｅｙｎＲｕｌｅｓ 软件如何实现 ＴｅＶ 理论模型的构建及与各流行模

拟工具的接口

２．学习 ＭａｄＧｒａｐｈ 领头阶与次领头阶自动计算的原理，及 ＭａｄＧｒａｐｈ
程序结构和使用

３．掌握直线对撞机官方产生子软件包 Ｗｈｉｚａｒｄ
４．讨论 Ｓｈｏｗｅｒ 物理及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 Ｍｅｒｇｉｎｇ 等问题

５．探讨 Ｊｅｔ 算法和 Ｊｅｔ 子结构等

６．介绍快速探测器模拟 Ｄｅｌｐｈｅｓ３

·０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量子物理基础与技术：前沿和展望
国际学术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１７ 日，合肥

主　 　 席： 潘建伟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９６ 号 ２３００２６
所属学科： 物理学

联 系 人： 邓友金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０２０５
Ｅｍａｉｌ： ｙｊｄｅｎｇ＠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ｑｕａｎｔｕｍ．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 ｉｃｑｆｔ
注册费： ＵＳ ＄ ５００

会议议题：
１．量子物理基础

２．量子通信

３．量子计算

４．量子精密测量

５．量子信息处理

６．量子光学

７．冷原子物理

８．凝聚态物理

·１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国际顾问委员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中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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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评审 ＨＥＰＳ⁃ＴＦ 工程进展

２．评审 ＨＥＰＳ 工程加速器、线站、基建、通用设施等设计方案进展

３．探讨 ＨＥＰＳ 工程的下一步计划

·２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变化环境下洪水灾害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８
———洪水与河湖生态（ＣＦＣＣＥ’１８）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１８ 日，南京

主　 　 席： 杨桂山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国际组织： 亚洲气候科学与技术网络（ＡＮＣＳＴ）
所属学科： 地学

联 系 人： 张　 奇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５⁃８６８８２１０２　 １３５８５１３２９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ｑｚｈａｎｇ＠ ｎｉｇｌａｓ．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ｉｇｌａｓ．ａｃ．ｃｎ
注册费： ＲＭＢ ￥ １２００ 元，学生 ＲＭＢ ￥ ８００

会议议题：
１．气候变化与大数据获取技术及方法

２．河湖水循环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３．人类活动对河湖洪水发生的影响机制

４．洪水演变及其对河湖生态系统的影响

５．未来气候变化下极端水文事件的预测

６．人口密集区河湖洪水调控和减灾策略

·３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欧洲通信标准化协会量子安全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２８ 日，北京

主　 　 席： 郭光灿　 向　 宏（暂定）
主办单位： 中科大

中国科学院软件所

重庆大学

国际组织： 欧洲通信标准化协会

所属学科： 密码学、通信、量子信息

联 系 人： 韩正甫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５５１⁃６３６０７３４２
Ｅｍａｉｌ： ｚｆｈａｎ＠ ｕｓｔｃ．ｅｄｕ．ｃｎ
注册费： 免

会议议题：
１．政府政策

２．工业和标准化进展

３．最新科研成果交流

４．商业应用展示

·４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２０１８ 年北京谱仪Ⅲ夏季国际合作组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３０ 日，武汉

主　 　 席： 沈肖雁

主办单位： 武汉大学

所属学科： 中高能核物理

联 系 人： 邢天虹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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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五届通用粉末衍射仪用户专题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时间待定），东莞

主　 　 席： 沈保根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分部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中子源路 １ 号 ５２３８０３
所属学科： 中子技术及应用

联 系 人： 卢怀乐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７６９⁃８９１５６４４６⁃２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ｈｌ＠ ｉｈｅｐ．ａｃ．ｃｎ
注册费： 无

会议议题：
１．ＧＰＰＤ 谱仪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２．ＧＰＰＤ 谱仪用户合作

·６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十一届广州国际干细胞与再生
医学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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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ｔｔｐ： ／ ／ （待定）
注册费： ＲＭＢ ￥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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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２·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８ 年度国际会议

第四届国际数字犯罪和取证会
时间和地点待定

主　 　 席： 刘　 峰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甲 ８９ 号 １０００９３
所属学科： 信息安全

联 系 人： 刘　 峰

Ｐｈｏｎｅ： ８６⁃１０⁃８２５４６５９１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ｆｅｎｇ＠ ｉｉｅ．ａｃ．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ｅｎｇｌｉｕ．ｎｅｔ．ｃｎ
注册费： 待定

会议议题：
１．介绍当前数字犯罪和取证技术的研究成果

２．探讨数字犯罪和取证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

３．推动数字犯罪取证领域的理论模型和安全算法评估的研究发展

·８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