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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医学名词》《化工名词（一）》等正式出版 

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老年医学名词》《化

工名词（一）》《海峡两岸化学工程名词（第二版）》等正式出版。 

《老年医学名词》 由老年医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审定完成。

本次公布的老年医学名词共 1533 条，均有定义或注释，内容涵盖

老年医学概论、老年流行病学、老年基础医学、老年临床医学、

老年人合理用药、老年护理学、老年康复医学、传统老年医学、

老年营养学、老年心理学等领域。  

《化工名词（一）》 由化工名词审定委员会石油炼制·煤制

油及天然气·生物质制油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审定完成。本次公布

的化工名词（一）共 1784 条，均有定义或注释，内容涵盖石油

炼制、煤制油及天然气、生物质制油等领域。 

《海峡两岸化学工程名词（第二版）》 由“海峡两岸化学工

程名词工作委员会”审定完成。《海峡两岸化学工程名词》（第二

版）是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海峡两岸化

学工程名词》（第一版）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共收词 12600 余条，

内容涵盖化工热力学、传递过程与单元操作、化学反应工程、过

程系统工程、生物化学工程、数据处理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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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等学科名词预公布 

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第二版植物学名词、

结核病学名词等于近日起预公布，期限为一年。 

植物学名词 由第二届植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完成。本次

预公布的第二版植物学名词共 5833 条，均有定义或注释，内容涵

盖总论、系统与进化植物学、植物形态与结构植物学、藻类学、

真菌学、地衣学、苔藓植物学、植物生殖与发育生物学、植物细

胞生物学、植物遗传学、植物生理学、植物化学、植物生态学、

古植物学、孢粉学和植物生物技术等领域。 

结核病学名词 由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结核病学名词审定分

委员会审定完成。本次预公布的结核病学名词共 1231 条，均有定

义或注释，内容涵盖总论、结核病病原菌及发病机制、结核病诊

断、结核病治疗、结核病预防控制等领域。 

 

全国科技名词委成功举办 

“科技名词规范与出版物质量提高培训班” 

全国科技名词委于 9 月 21-29 日在厦门成功举办了“科技名

词规范与出版物质量提高培训班”。此次培训活动得到了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来自全国各地 100 多家科技期刊、

图书出版单位的 200 名骨干编辑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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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名词规范与出版物质量提高培训班”针对的培训对象

是全国各出版社总编辑、副总编辑、编辑室主任，报刊社主编、

副主编、编辑部主任，骨干编辑和校对人员。培训的主要内容包

括：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讲话，强化四个意识；科技名词的规

范使用；科技名词使用范围与查询途径；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

的制定与修订；地名、人名等译名的规范使用等。 

全国科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出席了开班仪式并致辞，

他指出，科技名词规范是国家的一项基础建设工作，科技名词的

规范使用对提高出版产品质量有着重要作用。他要求学员在认真

学习的同时，积极提出问题和建议，及时反映目前出版物的术语

使用情况和新闻出版一线工作者对规范术语的需求。 

 

《医学影像技术学名词》 

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9 月 28 日，“中华医学会第 25 次全国影像技术学术大会暨天

津市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第九次学术年会”在天津举行。全国科

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裴亚军应邀在开幕式致辞，并

作题为《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的学术报告。 

大会主席、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委员会主任、全国科技名

词委医学影像技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余建明教授在大会开幕

式上宣布，《医学影像技术学名词》（征求意见稿）完成全部工作，

将加快工作流程，争取早日向全社会正式公布。 

会议期间，裴亚军与医学影像技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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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明教授、石明国教授，副主任李真林教授、牛延涛教授，中华

医学会名词审定办公室主任张玉森教授等专家学者一起召开审定

工作会议，确定了后续工作计划。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项目

主管王海参加上述活动。 

 

第二届经贸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 

并召开评审会议 

9 月 30 日，第二届经贸名词审定委员会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

略研究院成立并召开第一次评审会议。第二届经贸名词审定委员

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第

二届经贸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冯雷、杜志雄，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张卓元、杨圣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专职副

主任裴亚军等 20 余位领导和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杜志雄研究

员主持。 

会上，裴亚军阐述了成立第二届经贸名词审定委员会的重要

意义，并向委员代表颁发聘书。高培勇介绍了开展经贸名词审定

工作的经过，强调了撰写、审定经贸名词的重要作用。冯雷介绍

了现有词条的学科范围和收录标准。与会专家对词条进行了评审，

意见和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多数专家认为公布的名

词应该叫“国际经贸名词”；2.编写、审定工作要贯彻国家有关政

策和规定，如“一带一路倡议”是正称，“一带一路战略”不是正

称；3.收词体系要科学、完整，同级词条要收全；4.要注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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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现阶段的概念、现象的词条，概念尚未稳定的词条暂不收入。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内审小组 

到事务中心检查指导工作 

10 月 9 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李春旺副主任带领文献情报

中心内审小组一行 4 人到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检查指导内审

工作。事务中心领导小组成员、财务室主任侯彩侠参加会议。 

李春旺传达了中科院关于内审工作全覆盖的要求，指出对经 

济活动进行真实性、合法性审计，对推动机构治理法治化、规范

化、制度化，改进和完善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内部风险具有重要

意义。同时强调，内审工作既要加强制度建设，更要注重贯彻执

行，要着力落实事业单位法人主体责任，着力提高机构管理水平。 

裴亚军代表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感谢文献情报中心长期

以来对事务中心工作的关心支持，指出事务中心一直以来高度重

视内控内审工作。同时表示,事务中心有义务全面真实地向检查组

汇报工作情况，接受监督指导。 

事务中心内控内审工作组组长侯彩侠就 2016 年全国科技名

词委事务中心的内审自查工作做了专题汇报，重点介绍了财务收

支、制度建设、三公经费、制度建设等情况，指出了自查中发现

的若干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改进措施。 

内审小组随后就报告中的“三公”经费、政府采购、劳务费

发放、项目管理体制、“三重一大”决策机制、业务合作主体及经

费往来情况等进行了专题询问，同时现场调阅了部分原始财务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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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文书档案。 

李春旺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从此次检查结果来看，全国科技

名词委事务中心注重制度和规范建设，各项工作比较扎实，总体

情况良好，但也还存在部分值得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希望进一步

加强工作。同时表示，文献情报中心愿意就相关工作继续大力提

供支持和帮助。文献情报中心内审小组成员、业务处副处长梁娜，

内审小组成员张妍、陈洁参加检查。 

 

全国科技名词委召开 

媒体咨询与合作座谈会 

为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开展好科技名词宣传推广普及工作，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在北京召开了

媒体咨询与合作座谈会。会议主题为“运用融媒体理念构建我国

科技名词的科普体系”。来自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光明日报、《科

技导报》、《软件学报》、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

中心、壹学者、百度百科等 14 家单位和机构的专家和代表参加了

会议。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科学传播主管郭剑主持会议。 

全国科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作会议致辞，指出术语是

贯穿和支撑知识系统的基本要素，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

特定作用。科技名词工作要适应新时代的特点，必须增强数据生

产效率和知识服务能力。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科学传播与信

息化部主任代晓明向各位代表详细介绍了全国科技名词委在科技

名词宣传推广和普及方面所做的工作。如建立“术语在线”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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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术语中国”微信公众号、开展门户网站的线上传播；面向

编辑出版领域开展科技名词规范使用培训、面向大众联合“未来

论坛”开展科普讲座、面向专业领域编纂出版科技辞书等线下活

动。抓热点，及时开展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传播活动，比如，2017

年围绕“113 号、115 号、117 号、118 号元素中文定名”所开展

的一系列活动。 

与会专家从资源和受众定位、科技名词传播的性质特点、机

制方法创新、与外界合作等方面积极发言，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黎文提出，应将科技名词视为科

技信息服务的重点资源。《科技导报》陈广仁认为，科技名词传播

具有时效性和品牌性特点，时效性要求针对热点事件涉及的科技

名词第一时间发声，及时关注重大事件或重要文件中提到的科技

名词，要积极利用官网、微信、微博平台推送；品牌性要求打造

好和利用好全国科技名词委的专业品牌，比如开展当年十大科技

新词的评选活动，并在适当时机公布。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李瑛

提出，科技名词的准确性始终是央视科普节目字幕制作过程中普

遍遇到并且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科学传播方式的创新方面，《科技导报》陈广仁、新华社刘

宏宇、《光明日报》张蕾、百度百科白舒悦等提出开展滚动推送、

进行热点事件的预判，充分挖掘科技名词背后的故事等建议。比

如，对于一些浅显易懂的科技名词，可以结合新闻事件同步推送

相关内容，注重时效性，而对于专业性较强的科技名词，可以依

靠专家进行权威解读，同时挖掘定名过程中的小故事，在对外宣

传中强调趣味性和可读性。“壹学者”唐沛从生产环节、传播渠道

和专家库建设等角度提出创新科技名词传播机制，比如，借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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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维促进用户数据自生产；开放查询入口，提升用户量；利

用标签化的手段建立结构化的专家库等。 

在与外界合作方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俞敏、《软件

学报》方梅、《新闻出版广电报》孙京平等提出加强与中国编辑学

会、中国出版协会等机构的联系，在其定期举办的培训活动中推

广和普及规范科技名词；与百度百科建立常态合作关系，定期建

立权威词条；联合相关部门随时对社会上发生的热点事件中涉及

的科技名词或科技概念及时给予解读；加强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的合作，渗透到广电总局开展的各项阅读活动中。他们还认为，

全国科技名词委面向广大编辑群体研发的术语校对软件是宣传推

广科技名词的有效手段，科技期刊对规范科技名词的需求是十分

迫切的，会积极试用并提出相关建议。  

与会专家从我国科技名词科学传播体系建设理念、思路、方

法、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深入、全面的对策和建议，为全国科技名

词委明确下一步的科技名词科学传播方向和目标提供了重要参考。 

 

事务中心举办术语学报告交流会 

11 月 8 日上午，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在北京举办了术语

学报告交流会。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机器翻译与术语学研究

专业的张天琪女士做了主题为“西班牙语术语研究概览”的报告。

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

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用系、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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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 20 余位研究者参加了会议。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裴亚军在报告交流

会上致辞，并简要介绍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工作。

报告对西班牙语和西班牙术语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内容包括：

（1）西班牙语演化简史；（2）西班牙作为多语种国家情况概述；

（3）西班牙全国术语研究概览；（4）国际上西班牙语的术语研究

概览。 

与会代表就西班牙术语工作模式、中国术语工作与西班牙术

语工作的异同、西班牙语新词的收录与定名、中医术语在西班牙

的推广策略、冬奥会多语种术语词典、西班牙语和汉语对外传播

方式等话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全国科技名词委联合南京大学等单位举办 

第三届“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 年 11 月 10-12 日，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南京大学和中国翻译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科技术语》杂志社和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第三届“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国际

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南京举行。全国科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

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黄友义，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朱庆葆，中

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许钧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术语学、翻

译学等领域的 130 余位中国代表，以及来自 Infoterm 与 TermNet 

的 20 余位特邀海外知名专家共同参加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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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10号的开幕式上，裴亚军代表全国科技名词委致辞，

他指出：所有事物的背后，都存在一个通过术语贯穿和支撑起来

的庞大知识系统，术语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将了解到国际上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的最新

进展，同时也将借助这个窗口，向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介绍中

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最新成就。 

会议期间参会代表们通过主旨演讲、分论坛发言、专题访谈、

青年论坛等多种形式，围绕术语理论、术语跨文化传播、跨领域

的术语翻译、多语种专业术语库构建、双语词典编纂等热点话题

展开了充分讨论。来自 Infoterm 与 TermNet 的国外专家们在会议

期间与我国术语学领域的专家进行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 

本次会议主题为“术语•知识•话语”，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国际

术语研讨会，旨在推进中国特色术语学理论与应用研究，以及推

动中国术语学的国际化发展。会议的成功举办为全国科技名词委

与其他学术机构的合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今后全国科技名词委将

与有关机构在相关领域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整合资源，

共同探索知识服务、成果转化的新模式、新手段，从支撑创新发

展战略的高度，提升服务能力，切实发挥科技名词规范工作的价

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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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七届委员会 

召开第二次会议 

11 月 16-18 日,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天文学名词审

定委员会第七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南京大学南苑会议中心召开。

本届委员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马月华、王玉民、卞毓麟、

方成、邓劲松、刘炎、杨大卫、何香涛、余恒、邹振隆、邵正义、

季海生、赵永恒、萧耐园、崔辰州、鲁暘筱懿、谢懿、赵晖，荣

誉委员李竞、林元章、黄天衣, 特邀代表王华宁、史建春、刘佳

成、李珊珊、陈阳、徐怡冬、樊东卫,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

员会项目负责人才磊等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林景明、周精玉列席会

议。会议由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崔辰州研究员主持。 

会上,全体人员首先向刚刚去世的原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委员卢炬甫教授致哀。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永恒研究员

和才磊共同致开幕词。随后，才磊介绍全国科技名词委各学科审

定的最新情况，并解答与会代表们提出的问题。樊东卫介绍天文

学名词新版网站的各项功能，并听取参会代表的意见。 

会议具体讨论了《天文学名词》（第三版）修订工作。萧耐园

首先对《天文学名词》通稿情况和任务进度进行了汇报。各分组

代表一一介绍撰写情况，大会对目前已经收集撰写的条目进行审

定讨论。讨论中，委员们听取参会代表的广泛意见，进一步对名

词审定和收录的原则进行了确定和规范，力求更快捷有效地做好

天文学名词审定工作。会议讨论了天文学新名词的集中审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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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委员们对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的第 20461 号小行星

Dioretsa 的中文译名进行了热烈讨论，最终经过投票表决，该小

行星中文译名被定名为“逆名星”。此外，会议还讨论了新吸收的

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特邀委员”名单，委员会希望新加入的

特邀委员们能够根据专业特长参与到各组的新词推荐与名词审定

工作中。会议最后确定了定义版审定工作的时间节点，并同意将

与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就天体物理学的定名、定义问题展开进

一步沟通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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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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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