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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名词正式公布 

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

名词于 2015 年 11 月正式公布。 

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名词由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名词审定分

委员会审定完成。本次公布的名词共计 2034 条，均有定义或注释，

涵盖医学美学、美容医学心理学、美容医学生物学基础、美容外

科学、美容牙科学、美容皮肤科学、美容中医学、美容医疗应用

技术、美容化妆品学等领域。 

2001 年 5 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了医学美学

与美容医学学科的“基本名词”619 条。2003 年，重新启动了医

学美学与美容医学名词的审定，并加注定义或注释，于 2009 年基

本完成审定，后经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专家们反复修改和完善，

于 2015 年 11 月上报全国科技名词委批准公布。 

8 种科技名词预公布 

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测绘学名词（第四版）、 

化工名词（石油炼制、煤及生物质制油部分）、电力名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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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冶金学名词（第二版）等 4 种科技名词自 2015 年 11 月起

预公布，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第三版）、物理学名词、生物物

理学名词（第二版）、宗教学名词等 4 种科技名词自 2015 年 12

月起预公布。8 种科技名词的预公布期限均为一年。 

测绘学名词（第四版）由第四届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完成。本次预公布的测绘学名词，涵盖大地测量学与导航定位、

摄影测量学与遥感、地图学、地理信息工程、工程测量学、海洋

测绘学等领域，共计 2877 条，均有定义或注释。 

    化工名词(石油炼制、煤及生物质制油部分）由第二届化工

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完成。本次预公布的名词涵盖石油炼制、

煤制油及天然气、生物质制油等领域，共计 1784 条名词，均有 

定义或注释。 

电力名词（第三版）由第四届电力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完成。

本次预公布的名词涵盖电测与计量，电力规划、设计与施工，电

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化，调度与通信、电力市场，火力发电，

燃料，锅炉，汽轮机、燃气轮机，汽轮发电机，热工自动化、电

厂化学与金属，水力发电，水工与金属结构，水电站施工，水电

站机电设备，核电，能源发电，变电，高电压技术，高压直流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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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输电线路，配电与用电，环境保护，电力可靠性，用电安

全等领域，共计 9113 条，均有定义或注释。 

冶金学名词（第二版）由第二届冶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完成。本次预公布的名词涵盖采矿、选矿、冶金物理化学、钢铁

冶金、有色金属冶金、金属学、金属材料、金属加工等领域，共

计 8647 条名词，均有定义或注释。 

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第三版）由第三届计算机科学技术名

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完成。本次预公布的名词涵盖计算机科学的 12

个二级学科，64 个三级学科，共计 8996 条名词，均有定义或注

释。 

物理学名词(第三版)由第三届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完

成。本次预公布的名词涵盖力学、电磁、光学、声学、热学、统

计物理学、相对论、量子理论、原子和分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

学、原子核物理学、粒子物理学、等离子体物理学以及交叉学科

等领域，共计 14589 条名词。 

生物物理学名词 (第二版)由第二届生物物理学名词审定委

员会审定完成。本次预公布的名词涵盖分子与结构生物学、膜与

细胞生物物理学、神经生物物理学、光生物学、生物信息学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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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物控制论、生物力学与生物流变学、辐射生物物理学、自

由基生物学、空间与极端环境生物物理学、纳米生物学、生物物

理技术与方法等领域，2517 条名词，均有定义或注释。 

宗教学名词由宗教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完成。本次预公布

的名词涵盖宗教学理论、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犹太教、宗教艺术等领域，共计 4200 条名词，均有定义或注释。 

中国社科院秘书长高翔出席 

审定工作会议并讲话 

9 月 21 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全体会

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中国社科院秘书长、党组成员高翔，

全国科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出席并讲话。 

高翔指出，科技名词审定、公布是走向严谨、走向科学、走

向规范的必由之路。科技名词审定是一项国家工程，委托中国社

科院负责社会科学名词审定，是对社科院的信任，社科院高度重

视这项工作。同时认为，与科技领域名词相比，社会科学的交叉

学科、跨学科特点突出，名词审定工作遇到的情况更复杂，任务

更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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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社科名词审定工作，高翔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紧密围

绕学科创新、学术创新、方法创新开展科技名词审定工作；二是

要发挥团队精神，发挥群体智慧，保证名词审定工作的科学性和

权威性；三是要将名词审定工作作为研究所学科建设的日常工作，

保证名词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裴亚军向与会领导和专家介绍了当前社科名词审定工作的总

体情况。裴亚军指出，社科名词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与中国社

科院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中国社科院广大专家学者的辛勤劳动

密不可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审定工作中

开展了许多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

员会主任黄长著回顾了本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五年来所开

展的具体工作，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工作成果。 

与会专家随后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名词》（初稿）进行了

审议。 

《两岸科技常用词典》（试用本）出版 

  全国科技名词委组织编纂的《两岸科技常用词典》（试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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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近期出版。 

  编纂出版《两岸科技常用词典》旨在落实第五届两岸经贸文

化论坛的《共同建议》，是“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工具书”项目中

的重点任务。该任务于 2010 年 5月启动，历经 5年时间完成。 

 该词典是第一部海峡两岸对照性的科技词典，共收录两岸常

用科技名词 19500 条，涉及 31 类学科领域，共 280 万字。并配有

彩色插页和随文插图。词典除了具备对照性功能，还具有知识性

特点。如将屠呦呦获得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一重大科

学事件及时入典。 

本词典由路甬祥院士担任首席顾问，王永炎、李济深、张礼

和、张焕乔、陆汝钤、陈运泰等院士担任顾问，刘青编审担任主

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国科技名词委官网改版升级工作启动 

全国科技名词委官网新一轮改版升级工作于 2015 年 12 月正

式启动。 

此次改版升级对整站布局重新进行了规划，在基本架构、内

容分类、栏目设置、版式风格、网站管理机制等方面都做了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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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同时构建移动端官网。改版升级后的官网将主要承担品牌

建设和信息发布功能，从原官网剥离出来的术语应用服务功能，

将以 PC 端和移动端形式，另行搭建平台。 

全国科技名词委官网改版升级工作是在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

息中心协助下进行的，建成后将部署在中国科学院网站群平台，

预计 2016 年 3 月完成改版升级。 

审定工作会议信息 

10 月 10 日，城乡规划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工作会

议。城乡规划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瑞珠院士等近 37

名专家参加会议。城乡规划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由全国科学技术

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共同成立，邹德慈院士任

主任。会议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主持。 

会上，城乡规划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秘书兼编写组组长孙施文

汇报了一审阶段的工作进展。并提出了审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王瑞珠、崔功豪、胡序威等委员以及编写组专家们也做了发言。

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才磊编审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并介绍了

定义的编写原则与方法。会议同时明确了下一阶段的工作内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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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节点。 

10 月 21 日至 23 日，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七届委员会、

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在河北兴隆召开。新一届委员会委员王玉民、卞毓麟、刘炎、

杨大卫、何香涛、余恒、崔辰州、鲁暘筱懿、谢懿，荣誉委员

李竞、林元章、周又元、黄天衣，特约代表齐锐、李冰、李珊

珊、林清、夏凤金、樊东卫等 24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全国科

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项目负责人刘金婷与会。 

裴亚军、赵永恒分别致会议开幕词，并向与会的新一届天文

学名词委委员颁发聘书，为荣誉委员颁发荣誉证书。会议对新一

届委员会的委员、荣誉委员、特约人员进行了学科分组。崔辰州

介绍了《天文学名词》（定义版）编纂工作从 2011 年启动以来的

总体进展情况。余恒就定义撰写及收词、新词工作征求大家建议。

23 日上午会议由萧耐园主持。林清做了题为“上海天文馆简介及

天文名词推广使用之思考”的报告，并就名词规范使用和成果推

广工作提出了建设性建议。代表们还讨论了小行星、流星群、天

然卫星、二十四节气等名词的定名问题。 

12 月 4 日，植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植物化学分支学科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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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工作会议。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杨俊山研究员、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赵长崎教授、北京大学药学院梁鸿教

授，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高素婷编审等专家出席会议。与会

人员对植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植物化学分支学科组选收的约 400

条名词及释义进行了逐条讨论，对定名或释义不合适之处提出疑

问，对遗漏的名词提出增补建议。各位专家将根据讨论意见对稿

件进行进一步完善，形成名词释义定稿，征求全国同行意见。 

12 月 13 日，生物化工名词编写组召开审定工作会议。化工

学会洪定一教授、清华大学刘铮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李春教授和

周晓宏教授、中科院过程所周炜清副教授、北京化工大学苏海佳

教授和秦培勇教授、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才磊编审等专家学

者参加了会议。专家们针对收词原则、编排体例、英文和释义等

问题开展了细致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并确定了收词数量。会

议还讨论制定了后续工作计划。 

12 月 15 日，安全与环保名词审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浩水，中国化工

学会常务理事、高级顾问洪定一教授，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安全监

管局副局长况成承、能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部副主任刘春平，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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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王凯全教授，中国化工学会主任助理王燕，中

国石化出版社副社长黄志华，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才磊编审

等领导和专家参加会议。黄志华主持会议。 

洪定一对安全与环保名词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有关领导对审定工作给予了肯定。王浩水阐述了该项工

作的重要意义并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要求。三家

编写单位分别汇报了编写工作情况。与会代表对目前 1207 个词条

释义逐一进行了审定。会议明确，各编写组按照会议要求对各自

负责的词条内容逐一进行增删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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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成员 

科学技术部基础研究司 

中国科学院有关职能部门、文献情报中心 

发：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各分委员会          （共印 300 份） 

责任编辑：郭剑                            电话：010-640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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