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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副秘书长汪克强主持科技名词审定专家意见反馈会议 

● 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研究基

地成立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 

● 《中华科学技术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正式组建 

● 全国科技名词委召开科技名词工作立法研讨会议 

● 《化学名词》（第二版）正式出版 

● 地质学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审定会议 

● 全国科技名词委联合未来论坛举办科普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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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副秘书长汪克强主持 

科技名词审定专家意见反馈会议 

11 月 23 日，全国科技名词委关于《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对科

技名词审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情况反馈会议在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

心召开。中科院副秘书长、发展规划局局长汪克强出席并主持会议。

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姚泰教授（复旦大学）、执行主任王建军教

授（南京大学）、执行副主任朱大年教授（复旦大学），全国科技名词

委事务中心主任裴亚军、中科院发展规划局叶海华副处长参加会议。 

  汪克强首先代表全国科技名词委白春礼主任感谢生理学名词审定

委员会对名词工作的支持、参与及所作贡献，对三位专家认真负责、

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表示由衷钦佩。同时指出，事务中心组织专家调

研会探讨科技名词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是对白春礼主任提出的“充分

依靠专家”的重要体现。 

  裴亚军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全国科技名词委关于意见建议的处置过

程及采纳情况，三位专家随后作了发言。 

汪克强总结指出，名词工作要体现国务院授权的特点，关键体现

在准确性和时效性上。一方面要尽快建立质量保障体制（比如第三方

审核机制），保证审定质量；一方面要严格确立时间节点和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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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工作时效，力争把名词工作向审定质量高、成果产出快、用户使 

用效果好、社会影响大的方向推进。同时建议事务中心进一步扩大讨

论《意见建议》的专家范围（比如专门召开由基础学科专家参与的讨

论会），选择恰当时机采纳合理建议，同时对意见建议所反映出的深层

次问题认真组织研究。最后指出，事务中心要根据工作要求，将专家

意见建议及专家研讨会作为发展契机，推动各项工作稳步向前。 

 

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研究基地 

成立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 

12 月 17-18 日，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

员会研究基地在北京成立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并召开第一次工作

会议。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主任、贵州大学贵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全国科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中共北京国

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朱颖慧，北京国际城市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张涛，全国科技名词委原专职副主任刘青等领导和专家

出席会议。连玉明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审定通过了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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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委员会研究基地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联合秘书长名单。其中，

理事长为裴亚军；理事为连玉明、宋青、张涛、刘青、高素婷、代晓

明；监事为江岸、霍春雁；秘书长为王叶琦、刘金婷。 

会上，与会领导和专家细致审议了《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全国

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研究基地章程（草案）》、《大数据战略重点实

验室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研究基地 2017 年工作计划》等文件，

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会议对研究基地工作制度提出了建议：学术研究

应坚持“前瞻性、创新性、探索性”；工作中应建立容错机制和试错机

制；共建双方坚持全面、务实、紧密、长期的合作，保证研究基地的

可持续发展。 

会议提出，未来研究基地应该围绕理论创新、应用创新、平台创

新、基地创新等“四个创新”编写五年工作规划；2017 年要完成《大

数据百科全书》编纂工作方案，包括选词、编写样条、编写体例和规

范手册、组织专题培训等方面。  

 

全国科技名词委召开 

科技名词工作专题研讨会议 

10 月 27 日上午和 28 日上午，根据白春礼主任批示及中科院副秘

书长汪克强指示，全国科技名词委连续召开两次科技名词工作专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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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研讨当前专家反映问题较多的几个核心问题。严加安院士等 35

名专家代表 34 个分委员会参加了研讨。 

专题研讨的焦点集中在名词工作是否必须加注定义。会议主体意

见认为，鉴于当前诸多实际情况，为确保审定工作延续性及专家积极

性，“十三五”期间总体上应当以开展定义版工作为主。针对定义工作

难度大、所需资源多，严重影响工作进度等实际问题，专家建议宜按

照“分步实施、分类处理”原则，务实推动审定公布工作。会议认为，

科技名词工作应当与时俱进，要将新词工作纳入日常审定公布工作当

中。会议还研讨了其他问题。 

与会专家发言踊跃，讨论热烈，意见表达充分。会议高度认可中

国科学院和全国科技名词委领导重视专家意见建议的做法，高度评价

在现阶段就重大问题召开专家研讨会的意义和作用。事务中心承担审

定任务的全体工作人员旁听了会议。 

 

《中华科学技术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正式组建 

12 月 12 日，《中华科学技术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

北京召开首次编委会全体会议。词典总主编路甬祥、副总主编孙寿山、

武寅、孙寿山、陈运泰、张礼和、李济生、刘青，编委丁一汇、于殿

利等近 40 位编委参加会议。会议由武寅副总主编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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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科学技术大词典》的编纂出版于2011年3月由教育部立项，

并委托全国科技名词委组织实施，计划于 2018 年底完成；该项目于

2013 年底纳入《2013—2025 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2016 年 3 月

取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支持。计划收录两岸 100 个学科、约 60 万组

科技名词，实现大陆名与台湾名、中文名和英文名的对照，是首部全

面收录两岸学科领域科技名词的科技类综合性词典。 

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孙寿山致辞时指出，该词典

集成全国科技名词委 30 年来科技名词规范化成果，是一部重要的工具

书；其编纂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非常

重视，希望能顺利完成。 

常务副总主编刘青作了编纂情况汇报。商务印书馆于殿利总经理

代表出版方发言。他表示，商务印书馆将组织精干的编辑和校对力量，

全力做好大词典的出版工作。周明鑑、王存忠、刘功臣、张玉森、黄

行 5 位分卷主编分别就辞书编纂、工作进度、审稿重点、术语规范问

题做了专题报告。与会编委就部分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自由讨论。 

路甬祥总主编作总结讲话。他指出，在科技名词审定及两岸科技

名词交流、对照和统一工作的基础上，对科技名词规范化成果进行系

统梳理，发挥辞书规范使用和传承科技名词的重要作用，是促进科技

创新发展，促进中华文化传承，促进两岸交流与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

科学文化工程。他强调，一要认真学习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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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正确的方向和原则。二是要精心组织，保证质量。10 卷本大词典 

涵盖近百个学科，涉及学科面广，工作量大。必须做好总体设计，明

确职责，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做到严谨编写、严格审校、规范管理。 

 

全国科技名词委召开 

科技名词工作立法研讨会议 

12 月 28 日，科技名词工作立法研讨会议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

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科技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

家质检总局、中科院、中国社科院等部委、机构的法学专家和代表共

14 人与会。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科学传播与信息化部代晓明主任

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由全国科技名词委原专职副主任刘青介绍 2007 年以来

全国科技名词委开展的系列立法工作，重点介绍了《科学技术名词管

理条例》（草案）的起草、调研和送审等情况。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肖尤丹随后做主题发言。肖

尤丹认为，作为推动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工作，科技名词工作应当受到

立法保障。目前科技名词工作立法面临诸多困难，一是上位法授权和

立法依据不清，二是条例对象的界定不明，三是执法主体不明。肖尤

丹认为，科技名词工作立法面临的 困境是当前整个科技立法现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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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体体现。在现有体制下，科技名词工作搞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都很困难，出台规范性文件是可行的路径。 

在专家自由发言环节中，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黄薇认

为，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对推动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创新有着重

要意义，尽管《科学技术名词管理条例》目前还没有列入国务院立法

计划，但是努力的过程很有成效。建议先从部门规章做起，经过实践

然后上升为行政法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莫纪宏认为，《科学技

术名词管理条例》的制定有合法性、科学性。立法要解决人们在交际

中，不管是科学技术领域还是整个社会都要有一个统一的形式规范问

题，这个规范是交流沟通的前提，也是立法机关立法的前提。但是，

为科技名词工作立法存在三个现实问题，一是约束谁的问题。科学概

念的统一表述一旦具有普遍效力，必然会约束立法机关。法律名词同

样属于科学技术名词，但目前已有立法中的法律法学名词十分混乱， 

要说服立法机关接受《科学技术名词管理条例》，从现实上看难度很大。

二是要解决管什么的问题，科技名词工作上升到法律层面，究竟应该

管哪些问题需要明确。三是要解决谁来管的问题，科技名词规范化的

核心机构是什么，不能含糊。 

出席会议的全国科技名词委有关组成单位的专家代表均认为，科

技名词工作立法很有必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实践中逐步推进。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代表王健认为，《科学技术名词管理条例》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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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法依据，但可以从实践急需角度来考虑。阐明科技名词规范是实

践急需，如不通过立法解决会产生重大后果，或者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当前可以先搞下位法，有了一定基础、经验后再升华。科技部代表杨

烨瑶认为，科技名词规范对促进科技传播和交流非常有意义，但立法

工作专业性强、涉及面广，制度论证要求严谨。科技部政策法规部门

认为科技名词工作有必要上升到制度、法规层面来解决，因此 2014

年、2015 年科技部连续上报了两次《科学技术名词管理条例》立法项

目。杨烨瑶同时认为。立法工作本身就是推进工作的过程，很多工作

就是在立法研究中把思路理清的。由于目前立法资源是相对稀缺的资

源，可以在立法路径上拓展思路层层推进，先制定行业规范，从行业

规范出发做部门规章，有了部门规章再上升到行政法规。国家质检总

局代表孙晓璐说，在检验检疫、计量、认证认可等方面都涉及科技名

词的应用，科技名词立法很有意义。科技名词工作要想进入国务院法

制办的视野，需要掌握立法契机，需要国家领导人关注，或者与经济

体制改革紧密相关。孙晓璐同时认为，《科学技术名词管理条例》拿标

准化法作为依据理由不充分，因为标准化法有关条款正在修改中。出

台规章同样存在立法依据不足的问题，制定行业标准是一条可行的路

径。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专家李哲、段异兵、刘海波认为，科

技名词工作立法要突出科技名词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中的

重大意义，不能简单归结为标准化或语言文字问题；条文安排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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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确科技名词工作的决策机制、责任主体、工作原则和方法等；要

充分考虑到条例如何体现和适应科学技术的复杂性问题。教育部和国

家语委代表郭龙生认为，通用语言文字法是柔性法，科技名词工作立

法如果从语言文字法的角度来操作会比较困难，建议从制订推荐性或

强制性标准着手。  

全国科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最后作了会议总结，指出与会

专家从法理依据、立法程序、立法资源、现实需求等方面，对科技名

词工作立法作了深入、全面的论证和研讨。会议富有成效，为全国科

技名词委明确下一步的科技名词工作立法方向和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化学名词》（第二版）正式出版 

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化学名词》（第二版）近

日在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化学名词》（第二版）由化学名词审定委

员会审定完成，共收词 9142 条，均有定义或注释，内容涵盖无机化

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放射化学等领域。 

1991 年 8 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了 5874 条化学

基本名词。《化学名词》（第二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增补，并

加注定义或注释。修订工作于 2004 年底正式启动，历经十年，通过多

位专家的共同努力，于 2015 年 3 月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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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批准，在“术语在线”（http://www.termonline.cn）预公布 1 年，

征求社会意见。2016 年 5 月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正式

公布。2016 年 12 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地质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召开审定会议 

12 月 24 日，第二届地质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召

开审定会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卢民杰研究员，吉林大学孙

春林教授、周裕文教授、杨言辰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刘俊来教授，中

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周喜文研究员，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

究所乔彦松研究员，中国辞书学会顾问周明鑑编审，全国科技名词委

项目负责人刘金婷等 20 余位专家出席会议。会议由卢民杰主持。 

会上，周明鑑首先就收词问题作专题报告。构造地质学课题组、

水文地质学课题组等课题组负责人依次介绍本组工作完成情况，并提 

出 2017 年的工作安排。经讨论，与会专家进一步明确了收词范围，讨

论了先前在收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致认为地学名词编撰应遵循针

对性、时效性、规范性、系统性及平衡性等收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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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 

分委员会审定会议 

12 月 22-23 日，化学工程名词审定委员会精细化工分委员会在中

国化工学会召开审定会议。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元一，

副秘书长戴国庆，精细化工分委员会秘书长、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

总院伍振毅等 16 位领导和专家参会。会上，杨元一首先向会议致辞，

他代表项目组感谢全国科技名词委和中国化工学会的信任和支持，并

对化工界众多专家为《化学工程名词》（第二版）所做的工作表示谢意。

伍振毅汇报了精细化工名词的编写工作情况。 

12 月 21 日，化学工程名词审定委员会化工系统工程和化工信息

化分委员会在中国化工学会召开审定会议。分委会主任、清华大学陈

丙珍院士，常务副主任杨友麒，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冯霄，清华大学化

工系副书记邱彤教授等领导和专家参会。为了提高效率，会前专家们

对词条进行了审读。会上，杨友麒首先介绍了化工系统工程和化工信

息化名词的编写情况。会议集中讨论了通论名词，对 2738 条名词进行

了逐条审定，并根据全国科技名词委对定名和释义的要求进行了修改。 

12 月 15-16 日，化工名词审定委员会无机化工分委员会在中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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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召开审定会议。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原院

长郑书忠、副院长刘红光，中国纯碱工业协会荣誉会长底同立，中海

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科研处处长薛群山，信息中心主任刘燕飞，信

息中心高级工程师杨玉梅等领导和专家参会。为了提高效率，会前专

家们对词条进行了审读。会上，杨玉梅介绍了无机化工名词的编写情

况。会议对 1730 余条无机化工名词进行了逐条审定，并根据全国科技

名词委对定名和释义的要求进行了修改。 

12 月 8 日，化学工程名词审定委员会化学肥料分委员会在上海化

工研究院召开审定会议。上海化工研究院原院长徐大刚，化学肥料分

委会秘书长杨一，中国化工学会化肥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奕峰等领导

和专家参会。为了提高效率，会前专家们对词条进行了审读。会上，

杨一介绍了化学肥料名词的编写情况。会议对 700 余条化学肥料名词

进行了逐条审定，并根据全国科技名词委对定名和释义的要求进行了

修改。 

中国化工学会常务理事、高级顾问洪定一出席了会议，介绍了全

国科技名词委名词审定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点。全国科技名词委项目

负责人才磊编审在会上向专家们介绍了全国科技名词委对定名和释义

的要求，以及词条定义撰写工作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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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 

分委员会审定会议 

12 月 15-16 日，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器官移植学分委员会在浙江

杭州召开审定会议。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中华器官移植学会

主任委员郑树森院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严律南教授，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 309 医院石炳毅教授、宋继勇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叶啟发教

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朱志军教授、孙丽莹教授等 32

人参会。会上，郑树森院士向与会人员强调了《器官移植学名词》编

写工作的重要性，介绍了工作进展，并对稿件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

专家们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与会专家对稿件中的学科框架分类

及各分支学科的选词、定名及释义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修改。 

11 月 26 日，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病理学分委员会在安徽合肥召开

审定会议。北京协和医院陈杰副院长，武汉同济医院朱朋成教授，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杜祥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陈晓黎教

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滕晓东主任医师等近 20 人参会。会上，陈

杰强调了《病理学名词》编写工作的重要性，介绍了工作进展。专家

们就稿件具体修改、返回时间等下一步工作展开了讨论。 

中华医学会医学名词审定主任张玉森教授出席了会议，介绍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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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词审定工作概况，并指出有关稿件存在的问题。全国科技名词委

项目负责人王海根据全国科技名词委制定的《科技名词审定原则与方

法》，对稿件提出了修改建议。 

 

全国科技名词委联合未来论坛举办科普讲座 

——“守望蓝天：决战雾霾前线” 

11 月 26 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与未来论坛联合在中

国科学技术馆举办题为“守望蓝天：决战雾霾前线”的科普讲座。中

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王跃思以《我国（北

京）大气霾污染现状、防控办法和面临的挑战》为题，围绕雾霾的诸

多相关议题为到场的近 300 名观众进行解读。全国科技名词委大气科

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气象出版社社长王存忠，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副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徐东群

等专家共同参加了此次科普讲座活动。 

王跃思首先为观众解读了雾霾的主要构成和来源，比如工业生产、

尾气排放、燃煤排放等，其中 70%左右的污染是人为造成的。除了细

颗粒物污染以外，臭氧、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污染也应该 

引起重视。在防护方面，王教授对空气净化器和口罩的预防原理进行

了科普，并为大家提供了选择的依据。王存忠向公众普及了大气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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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并指出科技名词规范是科学发展和

科技信息交流的基础。徐东群从疾病预防控制角度解读了雾霾对人体

的具体危害以及公众该采取哪些措施进行防护。在活动最后的互动环

节，观众向三位专家提出了多个热点问题，现场气氛热烈。 

《国家科学技术名词规范化工作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

出，要“深入开展应用推广和科学普及工作”，“加大教育培训等科学

普及工作力度，努力推动规范科技名词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发挥出

基础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科技名词委联合未来论坛共同策划

了此次科学普及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今后科学普及工作

积累了经验。 

 

全国科技名词委举办两期 

科技名词规范应用培训活动 

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人事司的重视、支持下，全国科学技术名词

审定委员会于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8 日、11 月 5 日至 11 月 13 日分别

在北京和长沙成功举办了“科技名词规范与出版物编校质量提高”培

训活动。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应用规范科技名词的

意识和技能，从而提高出版物的内容、编校质量。一些出版社的总编、

副总编、编辑室主任，报刊社的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骨干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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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共 500 多人参与了培训。培训管理严格，内容丰富，授课老师大多

为科技名词审定专家。培训活动由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科学传播

与信息化部代晓明主任主持，全国科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出席

了两期培训班开班仪式。 

 

事务中心派员参加中国科学院 

2016 年政务信息、网络宣传、信息公开、舆情 

应对工作人员业务培训班 

11 月 10-11 日，中国科学院 2016 年第二期“政务信息、网络宣

传、信息公开、舆情应对工作人员培训班”在长春举行。中国科学院 

科学传播局局长周德进出席并作了题为《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战略》

的主题报告。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李俊雄，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沈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主任研

究员刘鹏飞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开班仪式。来自中科院院机关、院属

单位的 60 余名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科

学传播工作主管郭剑参加了此次培训。 

周德进在报告中阐释了中科院科学传播工作总体思路与进展，以

及科学传播“十三五”规划思路与举措。他指出：在科学技术竞争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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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且传播成为每个人、每个机构的“呼吸系统”的大背景下，中科院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科教界的先锋，做好科学传播工作是责任和

使命。周局长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现状和时代特征切入，讲解了党中

央相关会议精神及中科院科学传播“十三五”规划相关内容，要求学

员不断提高传播素养，切实做好所负责的科学传播工作。李骏雄和刘

鹏飞分别作了题为《微生物所信息宣传工作的一点思考》和《网络舆

情研判与突发事件应对》的专题报告，对舆情分析研判具体应用进行

了解读。中科院科学传播局政务信息处、院网站编辑部相关人员结合

实际案例作了汇报。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负责科

学传播工作的人员与大家进行了相关工作经验交流。 

本次培训取为全国科技名词委未来开展科技舆情工作提供了指导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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