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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一、请保管好参会证及其他材料，凭餐券进入餐厅。 

二、会议地点 

10 月 25 日报到地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理化大楼一楼大厅 

10 月 26-27 日会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理化大楼三楼东报告厅（26 日上

午、27 日下午）、第二教学楼（26 日下午、晚上，27 日上午） 

三、会议入住酒店 

江南春酒店：0551-62248889，0551-62248887 

高速开元国际大酒店：0551-65189888 

望江宾馆：0551-63695555 

四、会议用餐 

25 日  晚餐  18:30 开始  中区、西区教工餐厅 

26 日  午餐  12:30 开始  中区、西区教工餐厅 

26 日  晚餐  18:30 开始  中区、西区教工餐厅 

27 日  午餐  12:30 开始  中区、西区教工餐厅 

27 日  晚餐  18:30 开始  中区、西区教工餐厅 

五、会务联系方式 

李守忱  17856525674    胡丽云  1878883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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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总体日程 

10 月 25 日 

10:00-20:00  会议报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理化大楼一楼大厅 

19:30-20:30  第九届常务理事会第八次会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院南平 105 室 

17:30-19:00  晚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区、西区教工餐厅 

10 月 26 日 

08:30-09:30  开幕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理化大楼三楼东报告厅 

主持人：关增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教授致辞 

国际科技史与科技哲学联盟前主席、柯瓦雷科学史奖章获得者刘钝教授致辞 

广西民族大学原副校长万辅彬教授致辞 

国际科学史研究院终身秘书 Efthymios Nicolaidis 博士致辞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孙小淳教授致开幕辞 

09:30-10:00  合影 & 茶歇 

10:00-12:00  第一次大会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理化大楼三楼东报告厅 

主持人：张大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10:00-10:30  刘  钝  从《蒂迈欧篇》到五轮塔：五轮塔来源及传播的初步研究 

10:30-11:00  吴国盛  从求真的科学到求力的科学 

11:00:11:30  杨玉璋  黄淮西部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人类活动与农业演化 

11:30-12:00  曲安京  人文科学研究的几个误解——兼论近现代精密科学史研

究在中国的困境与出路 

12:30-13:30  午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区、西区教工餐厅 

14:00-16:00  分组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第二教学楼 

（详细日程见后） 

16:15-17:45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东区第二教学楼 2121 室 

16:15-17:45  欢迎非会员代表参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物馆“钱临照先生逝世

20 周年纪念展”、“来自古希腊的精密天文仪器展”  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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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大学东区师生活动中心 6 楼 

18:00-19:00  晚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区、西区教工餐厅 

19:00-21:30  分组报告（加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第二教学楼 

（详细日程见后） 

19:30-21:30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工作会议 

19:30-20:30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东区第二教学楼 2121 室 

19:30-20:30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一届监事会会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

第二教学楼 2203 室 

20:30-21:30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十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东区第二教学楼 2121 室 

10 月 27 日 

08:00-12:15  分组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第二教学楼 

（详细日程见后） 

12:30-13:30  午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区、西区教工餐厅 

14:00-16:30  第二次大会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理化大楼三楼东报告厅 

主持人：胡化凯（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14:00-14:30  王昌燧  我国科技考古七十年 

14:30-15:00  万辅彬  左江花山岩画——骆越文明的无字史诗 

15:00-15:30  庄蕙芷  政治、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角力：魏晋南北朝墓室天象图研

究 

15:30-16:00  关增建  道器两精 卓尔不群——李志超教授学术贡献管窥 

16:00-16:30  李志超先生致辞 & 嘉宾发言 

16:30-16:40  茶歇 

16:40-17:10  闭幕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理化大楼三楼东报告厅 

主持人：曲安京（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18:00-19:00  晚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区、西区教工餐厅 

10 月 28 日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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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摘要 
 

 

10 月 26 日上午 10:00-10:30 

 

从《蒂迈欧篇》到五轮塔：五轮塔来源及传播的初步研究 

 

刘  钝 

清华大学 

 

五轮塔是日本佛教寺庙墓地的一种标志性建筑，有时也被做成供养塔或小型

的贮宝器，从 12 世纪中叶开始流传至今。五轮塔的外观、次序及其形上意义与

柏拉图《蒂迈欧篇》中描述的宇宙图景高度相似；换言之，柏拉图借助几何化的

元素学说描绘宇宙构成与变化的思想，在日本的五轮塔中被物质化与具象化地表

现出来了，很难想象二者之间没有某种联系。日本的佛教虽然传自中国与朝鲜，

但是这两个国家乃至日本之外的亚洲其他地区，都找不到中古时代五轮塔的踪迹，

由此可知作为佛教寺庙建筑的五轮塔始于日本。另一方面，源于印度的密宗在公

元 7-8世纪的唐代初年兴盛于中国，随遣唐使来华的僧人将汉译佛经及相关图籍

带回日本。晚唐武宗灭佛后，佛教在中国遭到沉重打击，东方密宗的中心逐渐转

移到日本。经过历代来华僧人及其弟子门生的整理，形成具有特色的和系佛教经

典宝库。在和系《大藏经》中，有若干关于五轮塔形制的文字和图形，它们的母

本应该是汉译、藏译乃至梵文的佛经。这些手抄经文中的线图先被摹画或镌刻在

纸、布、陶器、金属等材料上，逐渐演变成不同材质的立体五轮塔。至于佛教密

宗有关世界“五大”的观念与古希腊元素学说的关系，则是世界范围文明交流史

上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大问题，通过五轮塔的起源与传播可以吸引更多的专家深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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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上午 10:30-11:00 

 

从求真的科学到求力的科学 

 

吴国盛 

清华大学 

 

从希腊求真的科学（science for truth）到现代求力的科学（science for 

power），伴随的是人、自由和自然概念的改变。基督教把理性自由改造成意志

自由；创世观念降低了自然的存在论地位；唯名论运动催生了人类中心主义、

强化了征服自然的观念。人类征服自然成为现代科学的主导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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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上午 11:00-11:30 

 

黄淮西部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人类活动与农业演化 

 

杨玉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黄淮西部是中国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西部内陆与东部沿海古文化交流、传

播、碰撞与融合的主要区域，也是中国北方粟作与南方稻作两大农业系统交错、

混合的重点地带。 

通过对该区域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ca. 11.5-3.0 ka BP）考古遗址空间位

置和 14C 年代的综合分析，发现黄淮西部人类活动存在三个明显的高峰期，分别

是 8.2-7.6 ka BP，5.6-5.0 ka BP 以及 4.2-3.2 ka BP。其具体表现为在上述三个阶

段古遗址数量的快速上升以及人类活动从山地向平原的大规模扩张。 

早期人类活动的强弱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密切。通过综合运用炭化及微体植

物遗存分析方法，对黄淮西部多处遗址进行植物了考古研究，结果显示（1）在

11.5-9.0 ka BP阶段，该地区未出现农业遗存证据，人类通过采集渔猎获取食物资

源；（2）距今 9000 年后，该地区早期农业出现，但约以 34°N 线为界分为南北两

个农业区，南部以贾湖遗址为代表，为单一的稻作农业区，北部以裴李岗、朱寨、

唐户等遗址为代表，以粟类旱地作物为主，兼有少量水稻；该时期人类生业仍以

采集渔猎为主，农业为辅，但在距今 8000 年前后，农业水平有了明显提高；（3）

6.0-5.0 ka BP，旱地作物南传，黄淮西部盛行单一的稻-粟混作农业模式，且该时

期农业经济已经形成，农作物种植成为人类主要的植物性食物来源；（4）4.2 ka 

BP 之后，栽培大豆与小麦在研究区开始出现，一种全新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

度形成。 

对比黄淮西部全新世早中期考古遗址时空分布特征与农业结构演化及农业

生产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该地区人类活动高峰期的出现与农业结构变化及农业生

产水平的上升有明显的对应关系，特别是旱地作物的自北向南、由高海拔山地向

低海拔平原的扩张，对人类活动的增强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该研究结果为了解

中原地区史前时期古文化兴衰与早期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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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上午 11:30-12:00 

 

人文科学研究的几个误解——兼论近现代精密科学史研究

在中国的困境与出路 

 

曲安京 

西北大学 

 

中国学者在近现代精密科学史领域的研究长期以来不能够融入国际科学史

界的主流圈，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人文科学的某些领域对学术研究的一些常识的

误解有关。例如，范式到底是方法论还是问题域？研究是在讲故事还是解决问题？

论文应该强调可读性还是专业性？对这些常识的误解，在从事近现代精密科学史

研究的中国青年学者与学生中造成了极大的困惑。本报告将通过对过去一百年国

际数学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的历史回顾，希望提醒国内科学史共同体对一些相关问

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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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下午 14:00 – 14:30 

 

我国科技考古七十年 

 

王昌燧 

中国科学院大学 

 

本文将解放以来我国科技考古发展的过程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

1957)主要体现为，考古学家请自然科学家帮助分析考古发掘所获遗物的物质属

性，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博物院罗宗真先生请南京大学老师帮助分析周处墓

的发掘样品，曾引起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 

夏鼐先生将戴上右派帽子的仇士华、蔡莲珍夫妇视为至宝，毫不犹豫地调他

们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为报答夏鼐先生的知遇之恩，他们依靠自身力

量，克服重重困难，令人难以置信地建成了我国第一个 14C 测年实验室，并测定

出一批准确可靠的考古年代数据。文革后，他们又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等单

位一起，陆续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年代数据，建立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年代

序列，奠定了我国 14C 测年的基础。不难理解，这一阶段可视为我国解放后科技

考古发展的第二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北京科技大学等发起筹备中国科技考古学会，并陆续召开了

5 届全国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而周昆叔教授等也召开了 2 届全国环境考古学术

讨论会。同是这一时期，俞伟超教授组织了班村考古发掘，邀请地质、地理、动

物、植物和理化等专家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显然，这应是我国解放后科技考

古发展的第三阶段。 

上世纪末以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相继启动，标志着我

国科技考古发展到了第四阶段。随着考古发掘成果层出不穷的出现，科技方法业

已全方位地应用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所有领域。如今，我国考古与科技考古领域

无疑是国际关注的热点之一，其研究水平也得以大幅提升，可以肯定，蓬勃发展

的科技考古学将为弘扬华夏文明起到极为重要而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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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下午 14:30 – 15:00 

 

左江花山岩画——骆越文明的无字史诗 

 

万辅彬 

广西民族大学 

 

在左江两岸的崖壁上，留有古代赭红色的岩画，这些岩画由四千多个图案构

成，主题元素是蹲式人型。考古学和民族学家确认为战国至东汉时期，骆越人用

赤铁矿粉绘画的大型祭祀场景，目的是祈求人的生产和作物生产得到丰收。2016

年 7 月 15 日，第 40 届世界遗产大会将“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从技术史的角度可以看出，骆越文明当时已经具有相当高的冶铜、铸造、

纺织、造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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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下午 15:00 – 15:30 

 

政治、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角力：魏晋南北朝 

墓室天象图研究 

 

庄蕙芷 

江苏师范大学 

 

中国的墓室天象图起源于秦汉时期，三国时期一度因为薄葬风气而衰弱，在

北朝时才又逐渐复苏，但图像已与汉代大相径庭。图像的制作与选择，和时代的

潮流有关，部分也和当时的政府政策、科学进展有密切关联。本文梳理了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政策、天文学发展与墓室天象图之后，发现三者相关密切。天象观的

转变影响到图像配置，而政府的掌控使使用者的身份集中于社会最顶层。此情形

从北朝晚期一直延续到唐，成为绘制墓室天象图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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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下午 15:30 – 16:00 

 

道器两精 卓尔不群——李志超教授学术贡献管窥 

 

关增建 

上海交通大学 

 

李志超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工作，1974 年调中国科大

物理系工作，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先生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工作，理论和实验并重。

在理论研究方面，以波成像理论获 1979 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一等奖等；在实

验方面，先生技艺精湛，善于因地制宜，用简易手法解决实验的核心问题，多获

突破。到中国科大工作后，先生逐渐将精力投入科技史的研究，是科技史界德高

望重的前辈，为科大乃至全国的科技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科大科技史学

科的建立，是先生倡议的结果；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建立，是先生倡议的结果；

科技汉语史领域的出现，也是先生倡议的结果；中国物理学史学科的形成，更是

先生承前启后辛勤耕耘的结果。在科技史的研究方面，先生同样表现出“器道两

精”的特点，既对实证方面的研究诸如资料考辨、实验模拟、具体史学问题解决

等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能力，在时间计量和空间计量等方面做出多项突破，解决了

一批科技史研究的重大问题，例如复原古代天文物理仪器多种,重新解释候风地

动仪、水运仪象台、王充司南的原理和结构，发现并验证中国古代计时学为世界

第一,发现汉太初宇宙学革命，考定司马迁是盖天家并在改历过程中败给浑天派

等等。先生对中国学术所做的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在科学思想乃至哲学思维领域，

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一些重要概念经先生的阐发，重新为今人所理解，例如机发论、

合异论、古代逻辑学三定律、古代社会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独特的东方家国主义的

论断、发现古文“機”是信息和控制概念词，提出“信息是物质存在方式”之说，

创立“科技文化学”，等等。先生在科学思想领域建树甚丰，现在还不太为学界

所知，需要我们大力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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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信息 

专委会 地点 时间 

天文学史 2306 
26 日：14:00-16:00 

27 日：08:00-12:00 

物理学史 2309 
26 日：14:00-16:00 

27 日：08:00-09:50 

数学史 2207 
26 日：14:00-16:00 

27 日：08:00-11:15 

地学史 2302 27 日：08:00-11:40 

农学史 2304 
26 日：14:00-15:50 

27 日：08:00-11:30 

技术史&传统工艺 2204 
26 日：14:00-16:00 

27 日：08:30-11:30 

金属史 2402 27 日：08:20-11:40 

科技人物 2205 

26 日：13:30-16:05 

19:20-21:25 

27 日：08:00-12:10 

科技史教学 2403 27 日：08:00-12:10 

科技与社会发展 2206 27 日：08:00-11:30 

科学文化 2209 27 日：08:00-11:20 

生物学史 2303 27 日：08:00-12:15 

少数民族科技史&合并分组 2305 
26 日：14:00-16:00 

27 日：08:00-10:15 

西方科技史 2202 27 日：08:00-10:50 

性别与科学研究 2404 
26 日：14:00-15:45 

27 日：08:00-12:15 

医学史 2103 

26 日：14:00-15:50 

19:30-20:40 

27 日：08:00-11:40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 2405 
26 日：14:00-16:00 

27 日：08:00-12:00 

综合史 2406 27 日：08:00-11:40 

科技考古 2104 

26 日：14:00-15:45 

19:30-21:30 

27 日：08:0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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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306 

10 月 26 日下午 

主持人：王广超 

14:00-14:10 孙小淳  《周髀算经》与“千里差一寸” 

14:10-14:20 宋神秘  中古时期黄道十二宫在中国传播的四个面向 

14:20-14:30 肖  军  苏州石刻星图与内经天象 

14:30-14:40 李  亮  戴进贤《黄道总星图》的绘制、使用及传播 

14:40-14:50 宋爱军  海判南天石刻与康熙天文大地测量 

14:50-15:00 马莉萍  明代日食的地方记录 

15:00-15:10 韩  琦  康熙时代大地测量的前奏——以安多和 1702 年经度

一度弧长的测量为例 

15:10-15:20 张  楠  元祐浑天仪象纪事考 

15:20-15:30 李晶静  吐鲁番伏羲女娲图像上星象的初步研究 

15:30-15:40 王秋萍  《璇玑玉衡赋》与清初士人的天学知识 

15:40-16:00 讨论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李亮 

08:00-08:10 邓可卉  祖冲之大明历几个创新点的来源新考 

08:10-08:20 鲁大龙  《七政推步》的行星运动理论 

08:20-08:30 董煜宇  江宁、苏州织造在康熙天算知识工程活动中的贡献 

08:30-08:40 汪小虎  帝与王的恩怨情仇——韩国奎章阁藏《大明崇祯十

年大统历》残本考 

08:40-08:50 王  淼  明末本土历学的复兴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08:50-09:00 吕传益  春秋历日的分界线 

09:00-09:10 郑  硕  《诗经•豳风•七月》历法问题再探 

09:10-09:20 王吉辰  北宋初年天文机构中的成员构成 

09:20-09:30 韩东阳  《南京钦天监副贝公墓志铭》考略 

09:30-09:40 董瑞华  清代岁次历书所载二十四节气时刻精度研究 

09:40-10:00 讨论 

10:00-10:20 茶歇 

主持人：汪小虎 

10:20-10:30 陈  婷  古代日常生活中的天文图像——以钱币和铜镜为例 

10:30-10:40 潘  钺  浅论比鲁尼对印度宇宙论的批判 

10:40-10:50 吉  翔  开普勒与新天文学——在歪打中正着 

10:50-11:00 范贤娟  20 世纪银河大小尺度量测的辩论 

11:00-11:10 吴玉梅  玻尔兹曼的涨落宇宙猜想 

11:10-11:20 周丽晓  一个新射电源引发的争论：再看脉冲星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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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1:30 张亚军  阴阳与尊卑：透过霓虹的三重意象解析其内在结构 

11:30-11:40 安烁羽  科学传播视域下 1941 年甘肃省临洮日全食观测及电

影摄制探析 

11:40-12: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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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309 

 

10 月 26 日下午 

主持人：侯书军 

14:00-14:10 范洪义  中国古贤思想中有适合量子论思辨的吗？ 

14:10-14:20 厚宇德  量子力学源自玻恩学派的几点例证 

14:20-14:30 仪德刚  宋代水平仪实证研究 

14:30-14:40 丁兆君  中国超导研究的发展 

14:40-14:50 吴致远  关于杨振宁再获诺贝尔奖问题的一种观点 

14:50-15:00 苏  湛  麦克斯韦与物理学实验 

15:00-15:10 陶培培  论磁石吸引与琥珀类吸引的早期区分 

15:10-15:20 王洛印  科学与技术的双重变奏：法拉第与戴维的“相爱相 

杀” 

15:20-15:30 王延锋  电磁学早期发展中的英法不同传统 

15:30-15:40 邱韵如  从郑复光《镜镜詅痴》探讨几何光学的学习与理论 

创建 

15:40-16:00 讨论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丁兆君 
08:00-08:10 侯书军  站在门外看力学——从 mechanics 的中文翻译说起 

08:10-08:20 赵慧明  简议机械宇宙观与牛顿力学的关系 

08:20-08:30 朱慧涓  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汉斯·蒂林 

08:30-08:40 芮静怡  分子束方法的发展历史概述 

08:40-08:50 马凯莉  德维特：量子引力的奠基者 

08:50-09:00 杨晓辉  从光与影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09:00-09:10 于  伟  西法砲学书目射程表对比研究 

09:10-09:20 李守忱  简析粒子探测器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 

09:20-09:30 陶壮壮  中国半导体事业的奠基人——黄昆 

09:30-09:5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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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207 

 

10 月 26 日下午 

主持人：郭世荣 
14:00-14:15 陈克胜  基于学术谱系的中国函数论学术传统 

14:15-14:30 苏日娜  张申府对数理逻辑在中国传播的贡献 

14:30-14:45 郭金海  1945 年华罗庚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建议及其流变 

14:45-15:00 刘兴华  初中数学史数学文化教学实践与探索 

主持人：陈克胜 

15:00-15:15 郭世荣  是筹算还是珠算？——对 13-15 世纪中算家的乘除 

算法实作的分析 

15:15-15:30 陈惠勇  黎曼关于奠定几何学基础的假设研究 

15:30-15:45 阎晨光  20 世纪 30 年代法国数学家谢瓦莱对类域论的重建 

工作 

15:45-16:00 王幼军  达朗贝尔的数学观及其对概率论的批评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高红成 

08:00-08:15 吕  鹏  关于婆罗摩笈多三角函数二次内插法公式的推导 

08:15-08:30 塔米尔  蒙藏数学术语历史源流考究——数位比较研究 

08:30-08:45 徐泽林  日本江户时代的数学社会——基于和算书插图的考 

察 

08:45-09:00 萨日娜  明代和江户时期日本的商业数学发展之比较研究 

09:00-09:15 曹婧博  比林斯利对《欧几里得原本》数论部分内容的阐释 

主持人：徐泽林 

09:15-09:30 孔国平  中西数学思想的比较 

09:30-09:45 谢钢礼  从两个例子的结果谈谈创新思维 

09:45-10:00 应成霞  数学史家格拉顿•吉尼斯(Grattan-Guinness)的数学史 

之路 

10:00-10:15 王思琛  中国古代骰子游戏《除红谱》中的数学 

10:15-10:30 刘鹏飞、徐乃楠  怀尔德的数学文化思想 

主持人：刘鹏飞 

10:30-10:45 王鑫义  《数学拾遗》中的无穷级数内容分析 

10:45-11:00 贾洪岩  清代算学家对西方代数学的认识 

11:00-11:15 高红成  晚清传入微积分的拉格朗日传统——《代微积拾

级》“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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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302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唐晓峰 

08:00-08:30 黄义军  汉代天文地理术语初探 

08:30-09:00 马  玺  国家、自然与科技——理解章鸿钊的地学史 

09:00-09:30 杨丹丹  《房龙地理》出版发行的历史启示 

09:30-10:00 汪前进  中国古代山脉高程的目估与测算 

10:00-10:10 茶歇 

主持人：黄义军 

10:10-10:40 唐晓峰  试谈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大分期 

10:40-11:10 汤茂林  地理学学术史意识与学术积累问题 

11:10-11:40 张井飞  青藏高原——改革开放初期国际地学合作的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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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304 

10 月 26 日下午 

主持人：卢勇 

14:00-14:10 卜风贤  民国九年（1920）海原地震灾区的环境变化与农业

生产 

14:10-14:20 王福昌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论丁颖对西方

农学本土化的卓越贡献 

14:20-14:30 路  璐  农业文明视域下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 

14:30-14:40 杨乙丹  中国古代原创性的农业技术及其贡献 

14:40-14:50 闵祥鹏  河流水文与政治预言：黄河水文变化及其政治寓意 

14:50-15:00 曹  茂  云南普洱茶种植智慧与古茶园保护利用研究 

15:00-15:10 王保宁  清代陕南马铃薯种植问题新探 

15:10-15:20 吴  昊  魏晋南北朝时期渔业资源的开发与食用研究 

15:20-15:30 李昕升  问题、范式与困境——《中国南瓜史》研究理路 

15:30-15:40 王  申  清代钱塘江中小亹引河工程始末——兼及防潮方略

之变迁 

15:40-15:50 张  扬  安徽省系统性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概况及价值述评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卜风贤 

08:00-08:10 卢  勇  明末黄河中下游水利衰败与社会变迁（1573-1644） 

08:10-08:20 王学锋  丹心一片为农史 

08:20-08:30 高国金  稀见清代古蚕书五种考述 

08:30-08:40 刘  芳  技术进步与唐宋蚕业重心南移 

08:40-08:50 莫  力  寻路味觉——云南大理朱苦拉村“咖啡”理念的历

史人类学研究 

08:50-09:00 袁  慧  里下河垛田的时空分布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09:00-09:10 龚  珍  再谈大白菜的性状演化：从图片资料说起 

09:10-09:20 吴婉霞  明清广州府水稻种植及相关问题 

09:20-09:30 陆天雨  徽州明清时期绿茶制作技艺研究 

09:30-09:40 刘启振  湖北恩施南宋“西瓜碑”碑文新考——兼论“庚子

嘉熙北游”引种“回回瓜” 

09:40-10:00 茶歇 

主持人：王福昌 

10:00-10:10 程至杰  淮河流域原始农业研究 

10:10-10:20 朱  绯  浅析罗清生与畜牧兽医科技传播 

10:20-10:30 石  慧  相对优势地位的转变：中美大豆发展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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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40 于  帅  赏玩之物、口舌之味与心灵之欲：辣椒在中国的本

土化之路 

10:40-10:50 周志方  民国时期广东南雄黄烟史研究 

10:50-11:00 谢升凤  明至民国时期广州府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研究 

11:00-11:10 张雨晴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耕文化 

11:10-11:20 曹祎媚  水井坊遗址保护的经验与意义探寻 

11:20-11:30 邓棋方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中原地区全铁农具出现的社

会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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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史&传统工艺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204 

 

10 月 26 日下午 

主持人：李成智 

14:00-14:15 刘昭民、刘有台、黄莉晴  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古为今用 

14:15-14:30 张伟兵  再论宋代的运河船闸技术 

14:30-14:45 李英姿  中国古代漕船考 

14:45-15:00 杨  虎  中国古代水密隔仓技术探源 

15:00-15:15 韩光大  中国陶瓷釉彩装饰技术史小考——兼论技术史语境

下的陶瓷艺术现实 

15:15-15:30 莫云杰  景德镇传统陶瓷坯体“二元”配方出现原因探析 

15:30– 15:45 魏  琪  江南传统民居建筑自然通风技术浅析 

15:45-16:00 张毅捷  上昂、挑斡、昂桯辨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陈玲 

08:30-08:45 王  挺  南京莫愁湖的形成与得名再考——兼论文化塑造对

城市湖泊保护、营建的意义 

08:45-09:00 李  浩  “梁陈方案”与北京城市规划——1949 年首批苏联

市政专家团技术援助活动的视角 

09:00-09:15 李成智  中国航天技术发展的举国模式初探 

09:15-09:30 霍知节  走向稀土大国的创新之路：包钢稀土一厂改革开放

初期的技术创新 

09:30-09:45 杨小明、王坚  从丹炉到枪膛——火药是纯技术的发明吗？ 

09:45-10:00 茶歇 

主持人：张伟兵 

10:00-10:15 程慕园  岛津制作所与 X 射线装置 

10:15-10:30 鲁小凡  明清时期茶叶贸易对茶叶技术发展的影响研究 

10:30-10:45 向安强  潮州木雕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研究——基于

田野调查记录还原 

10:45-11:00 王羽坚  云南怒江地区傈僳族溜索研究 

11:00-11:15 何广西  传统工艺中的“守本”与“创新”问题——以古琴

琴弦制作工艺演变为例 

11:15-11:30 陈  玲  连史纸技艺工艺与科学意义 

11:30-11:45 曲安弈  海上丝绸之路铁锅贸易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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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402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黄全胜 

08:20-08:40 刘  煜  从洹北商城到安阳殷墟——试论商代中晚期青铜手

工业的转变 

08:40-09:00 杜冠博  周原贺家遗址薄壁镀锡青铜器工艺研究 

09:00-09:20 张宝霞  洛阳徐阳墓地出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初探 

09:20-09:40 王元锴  扫描电镜能谱定量分析青铜器化学成分的方法评估

与探索 

09:40-10:00 陈坤龙  新疆波马古墓葬出土金器的初步分析 

10:00-10:20 茶歇 

主持人：刘煜 

10:20-10:40 刘思然、严弼宸  基于红外光谱分析的古代陶范烧制温度研

究 

10:40-11:00 黄全胜  广西唐宋时期高锰渣生铁冶炼技术研究 

11:00-11:20 乔尚孝  一种典型成分古代大马士革钢工艺的复制研究 

11:20-11:40 潜  伟  《铁冶志》与明代遵化铁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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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物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205 

10 月 26 日下午 

第一单元：科技人物群体研究 

主持人：张藜 

13:30-13:45 张  剑  代际冲突与认知差异——1951-1952 年任鸿隽、竺可

桢相关中国科学社信函疏证 

13:45-14:00 李海静  科技哲学视角下的科技群体研究初探 

14:00-14:15 王  默  中国近现代茶学谱系与学术传统初探 

14:15-14:30 陶媛媛  西南联大时期地学系师生谱系研究 

14:30-14:45 张改珍  近现代重要气象学家的学术传承——以竺可桢、涂

长望、赵九章、叶笃正为例 

14:45-14:55 讨论 

第二单元：科学家形象与科学家传记研究 

主持人：张剑 

14:55-15:10 张会丽  《妇女杂志》中的科学家形象分析 

15:10-15:25 徐素田  新中国老一辈榜样科学家形象构建——基于对《中

国现代科学家传记》文本的语义网络分析 

15:25-15:40 王  新  民国时期科学家工资标准与收入水平 

15:40-15:55 周文业  《中国近代科学家传略汇编》简介 

15:55-16:05 讨论 

10 月 26 日晚上 

第三单元：西方科技人物研究 

主持人：李树雪 

19:30-19:45 刘茗菲  作为科技史家的尤里·巴图林 

19:45-20:00 杜明禹  观察象限论——尤里·巴图林编史学思想初探 

20:00-20:15 王泽坤  宇航员尤里·巴图林与太空科学实验 

20:15-20:25 讨论 

第四单元：医学、生物学、农学、地学领域科技人物研究 

主持人：孙咏萍 

20:25-20:40 朱素颖  中国临床放射学奠基人谢志光 

20:40-20:55 李树雪  童第周与中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建发展 

20:55-21:10 由  毅  科学与企业的耦合——穆藕初的植棉业改良 

21:10-21:2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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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上午 

第五单元：化学领域科技人物研究 

主持人：尹晓冬 

08:00-08:15 王晓萱  吴学周与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内迁及重建 

08:15-08:30 马伟华  李俊贤院士与偏二甲肼的研制生产 

08:30-08:45 戴美政  逆境中的化学探索——50 年代曾昭抡与武汉大学 

08:45-09:00 朱  晶  被“忽视”的化学：两弹一星工程中的原料研制 

09:00-09:15 姜文洲  我创造，所以我生存——胡皆汉学术成长资料采集

心得 

09:15-09:25 讨论 

09:25-09:30 茶歇 

第六单元：物理学领域科技人物研究 

主持人：胡宗刚 

09:30-09:45 高逸宁  杨振宁论支撑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条件 

09:45-10:00 尹晓冬  隐姓埋名十七年 见证蘑菇云升起——记中国核理

学家陆祖荫 

10:00-10:15 宋铭恩  走向光明：龚先荫先生的家国情怀及其抉择 

10:15-10:30 阎  焱  母国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光学科学家 

10:30-10:45 杨延霞  郑哲敏归国始末 

10:45-10:55 讨论 

10:55-11:00 茶歇 

第七单元：科学家传记与科学家资料研究 

主持人：罗兴波 

11:00-11:15 胡晓菁、董佩茹  对中国的光学科学家群体的探索——科学

家传记写作的经验与收获 

11:15-11:30 唐  靖  科学家传记绘本的编创之道——以“共和国脊梁”

科学家绘本丛书为例 

11:30-11:45 赵栓林、罗见今  焦循复江藩信：1792 年一次深入的历算交

流 

11:45-12:00 胡宗刚  任鸿隽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 

12:00-12:1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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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史教学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403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马万利 

08:00-08:30 陈晓英  科学技术史教学再思考 

08:30-09:00 刘  振  科技史教学中的“学”与“教” 

09:00-09:30 张华春  科技史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研究与实践 

09:30-10:00 沈  平  当代高校科学史教育的科学模式探析 

10:00-10:10 茶歇 

主持人：尹晓冬 

10:10-10:40 胡翌霖  在高中《通用技术》课程中引入技术史元素——兼论

技术史在通识教育中的独立角色 

10:40-11:10  马万利  科技史、全球史与学术译介 

11:10-11:40 丁海斌  《中国古典科技文献学》简介 

11:40-12:10 金俊开  初探俄罗斯博士培养体系下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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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社会发展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206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鲍鸥 

08:00-08:15 刘晓、王洋  科学史家克劳瑟的纲领与实践 

08:15-08:30 童永生  中国岩画中的原始狩猎文化考释 

08:30-08:45 施  威  西方技术引进与中国出版事业近代化 

08:45-09:00 王  皓  论技术人类学的四次转向 

09:00-09:15 秦  明  和谐思想对古代技术实践的影响研究 

09:15-09:30 讨论 

09:30-09:45 茶歇 

主持人：刘晓 

09:45-10:00 鲍  鸥  俄罗斯计量史的“门捷列夫时代” 

10:00-10:15 韩明月  预印本在化学、生物与物理领域的三次尝试：1958-

1991 年 

10:15-10:30 王秦歌  大跃进期间有关球墨铸铁出版物的分析（1958-

1960） 

10:30-10:45 朱  珠  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的非生态转向——以皖南引

种美洲作物为例 

10:45-11:00 郑露露  网络时代非遗文化传播：机理、路径与策略 

11:00-11:15 杨  建  技术的生态化转向及其策略探讨 

11:15-11:3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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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209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刘立 

08:00-08:20 张增一  新创世论与进化论之争在中国：：以国内主要的社交

媒体平台为例 

08:20-08:40 晋世翔  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的历史建构——从利玛窦

《西国记法》谈起 

08:40-09:00 陶春云  文明的他者——1904 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与奥运

会”中的身体量化认知 

09:00-09:20 朱励瑶  中西方科幻初创期的特点及其影响 

09:20-09:40 讨论 

09:40-10:00 茶歇 

主持人：苏湛 

10:00-10:20 万兆元  康有为早期思想中的科学与宗教关系 

10:20-10:40 陈  菁  西方技术引进与中国出版事业近代化 

10:40-11:00 刘增强  清代学者对建初铜尺的鉴赏及研究 

11:00-11:2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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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303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徐丁丁 

08:00-08:20 方晓阳  致幻药物的种类与分布 

08:20-08:40 邢  鑫  北海奇珍：江户日本的一角形象及其变迁 

08:40-09:00 王  钊  极乐鸟在中国：以一幅“边鸾”款花鸟画谈起 

09:00-09:20 欧  佳  鱼之别属，厥号曰鲛：我国古文献所见“鲛鱼”考略 

09:20-09:40 杨舒娅  古希腊作者对生物共生现象的记录：以无花果-榕小蜂

为例 

09:40-10:00 讨论 

10:00-10:10 茶歇 

主持人：邢鑫 

10:10-10:30 刘贵玺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中的蒙古族民族生物

学研究 

10:30-10:50 徐丁丁  近代“遗传因子”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 gene 中译名的

演变 

10:50-11:10 付  雷  拉马克及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考察 

11:10-11:30 张彤阳  中国近代微生物学译名的审定与演变历程 

11:30-12:1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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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科技史&合并分组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305 

 

 

10 月 26 日下午 

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报告 

主持人：李晓岑 

14:00-14:15 咏  梅  《蒙古风俗鉴》中科技史内容研究 

14:15-14:30 宗喀•漾正冈布（Yongdrol Tsongkha）  藏红花与“藏红花之路”：

西方考察文本与藏-汉-突厥语文献中的克里特-波斯-克

什米尔藏红花(Crocus sativus)及其在欧亚腹地的传播 

14:30-14:45 张  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的农业研究及特点 

14:45-15:00 杨  柳  大理白族扎染的文化内涵和数学结构 

15:00-15:15 宋  爽  佤族木鼓制作与文化传承研究 

15:15-15:30 樊道智  混合研究方法在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研究中的应用与

实践 

15:30-15:45 念  萌  云南花卉产业科技创新策略 

15:45-16:00 讨论 

10 月 27 日上午 

合并分组分会报告 

主持人：咏梅 

08:00-08:15 陈正洪  “一带一路”背景下气象科学技术历史初步研究与探

索 

08:15-08:30 李晓岑  气候与“心脏地带” 

08:30-08:45 韩吉绍  对最新发现的西汉炼丹器具的初步研究 

08:45-09:00 讨论 

09:00-09:15 茶歇 

09:15-09:30 陈功东  鲍林化学键理论的实验基础 

09:30-09:45 徐雅纯  贝托莱-普鲁斯特之争与道尔顿原子论思想的形成 

09:45-10:00 王  鑫  《格物粗谈》中的化学现象举要 

10:00-10:1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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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202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吴国盛 

08:00-08:30 蒋  澈  作为书库的历史：林奈的植物学编史学实践 

08:30-09:00 张贵红  论波义耳的实验方法 

09:00-09:30 戴碧云  基歇尔和卫匡国利用地磁偏角测定经度新议 

09:30-09:50 茶歇 

09:50-10:20 高  洋  培根自然哲学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渊源 

10:20-10:50 王哲然  列奥纳多·达芬奇飞行机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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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科学研究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404 

10 月 26 日下午 

第一单元：性别与医疗 

主持人：唐文佩 
14:00-14:15 姚  霏  中西医学视野下的近代中国乳腺癌防治研究 

14:15-14:30 王程韡  制造疾病：宫颈机能不全在中国（1960-1984） 

14:30-14:45 王瑶华  民国时期孕产医疗化与产检 

14:45-15:00 唐文佩  产后抑郁：心态抑或病态 

第二单元：性别与科学实践 

主持人：董美珍 

15:00-15:15 陆伊骊  桃花鱼与美杜莎：水母的中西性别考 

15:15-15:30 秦佩恒  跨界合作网络与专利产出的性别差异 

15:30-15:45 董美珍  论走向性别平等的科学范式转换 

10 月 27 日上午 

第三单元：性别与科学传播 

主持人：章梅芳 

08:00-08:15 岳丽媛  “减”还是“不减”：这是个问题——基于微信减

肥公众号的科学传播与性别研究 

08:15-08:30 张会丽  居里夫人在近代中国女性期刊中的形象演变 

08:30-08:45 朱  琳  再造女性：女性的媒介化呈现与性别话语变迁 

08:45-09:00 章梅芳  民国时期性别差异的科学话语研究 

第四单元：女科学家研究 

主持人：宋琳 

09:00-09:15 傅梦媛  制造克拉拉：克拉拉•伊梅瓦尔的一生及其人物形象

演变史 

09:15-09:30 姜  虹  科学帝国的天使：19 世纪殖民地植物学中的女性 

09:30-09:45 宋  琳  中国现代女科学家群体研究——基于对《华夏妇女

名人词典》的统计分析 

09:45-10:00 茶歇 

第五单元：性别与技术 

主持人：任玉凤 

10:00-10:15 袁  园  俄罗斯女性与纺车装饰艺术 

10:15-10:30 滕晓铂  女性与中国民间手工艺 

10:30-10:45 梁  萌  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 O2O 家政业

用工模式研究 

10:45-11:00 任玉凤  惠女水库工程技术的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 

11:00-12:1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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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103 

10 月 26 日下午 

主持人：张大庆 

14:00-14:10 王勇、刘欢  北京协和医学院复校前后的筹划 

14:10-14:20 董园园  东北近代西方医学教育史研究 

14:20-14:30 陈英汉  同济医学院（1950-1955）——溯长江的第二次迁徙 

14:30-14:40 颜宜葳  帮助中国血防工作驶入轨道的日本专家 

14:40-14:50 刘  雪  从血吸虫防治看民国血防体系的建构 

14:50-15:00 张雲涵  “打鸡血运动”研究 

主持人：颜宜葳 

15:00-15:10 单艳华  民国时期我国口腔医学社会团体研究 

15:10-15:20 郑  爽  20 世纪 40 年代牙医学校纷争 

15:20-15:30 宋卓君、甄橙  脑卒中在 ICD 9-11 中的编码变化及启示 

15:30-15:40 刘万阳  角膜移植手术技术历史溯源及发展历程 

15:40-15:50 杨威、马学博  石井式培养箱的发明与细菌战 

10 月 26 日晚上 

主持人：袁媛 

19:30-19:40 潘驿炜  居民健康、公共情绪与父爱主义：烟草控制的比较立

法史 

19:40-19:50 陈帅锋  传承与调整：新中国麻精药品监管历程与趋势 

19:50-20:00 郭秀芝  白求恩与中国医科大学 

20:00-20:10 曹颖坤  红医精神在中国医科大学的不断传承 

20:10-20:20 谷晓阳  颜色、时尚与细菌：现代外科医生手术着装简史 

20:20-20:30 周鸿艳  高等医学院校徽志之蛇杖考证 

20:30-20:40 周  敏  建国后肾虚的科学化研究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高晞 

08:00-08:10 王银泉  17-18 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中医译介和西传研究 

08:10-08:20 张树剑  对早期解剖描记的现象学解读——从老官山木人说起 

08:20-08:30 王兰平  《宁波镇海同义医院百年档案》编撰旨趣 

08:30-08:40 陈丽云  近代上海教会医院 

08:40-08:50 金东英  剑桥学者笔下的伍连德 

主持人：张树剑 

08:50-09:00 王  磊  宋明医案中女性七情病因探析 

09:00-09:10 孙  明  宋代儒医的含义及其类型特征 

09:10-09:20 姜  姗  江户百“怪”：日本针灸模型造像艺术特点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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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09:30 张洪雷  《哈萨克医典》医学伦理思想研究 

09:30-09:50 茶歇 

主持人：夏媛媛 

09:50-10:00 宋铭恩  中国青霉素生产本土化的艰辛历程 

10:00-10:10 管  同  我国 40 年代初期青霉素菌种来源史实探究 

10:10-10:20 汤国星、刘静  张为申开启中国抗生素工业化生产之门 

10:20-10:30 张艳荣  以解密资料为基础的日本 731 部队细菌战与人体试验

研究 

10:30-10:40 李鹏莹  日本 731 部队细菌战与人体试验研究案例——渡边边

与超声波霍乱疫苗 

10:40-10:50 袁海燕  浅析近代东北鼠疫铁路防疫网的建立 

主持人：王勇 

10:50-11:00 何  玲  特鲁多医生与结核病疗养院 

11:00-11:10 夏媛媛  俞自萍与国内第一本色盲检查图 

11:10-11:20 李  曈  从本质到情境：遗传科学影响下的优生思想演变 

11:20-11:30 曾  点  民国报纸中的医史展览会——医学文化建设的一个案

例 

11:30-11:40 李慧涵  医学史研究热点与演进探析——以 Medical History 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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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405 

10 月 26 日下午 

主持人：王扬宗 

14:00-14:10 史  斌  铁路洋员与晚清铁路工业发展研究 

14:11-14:21 杨泽嵩  日本明治政府对清末度量衡改革的影响 

14:22-14:32 丁子星  摭谈晚清民众科普教育——以《点石斋画报》为例 

14:33-14:43 余智敏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科技知识述评 

14:44-14:54 李英杰  中华学艺社制度变迁研究 

14:55-15:05 崔  瑾  经“救亡”而实现的“启蒙”：抗战时期中共组织

下的大众科普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尝试 

15:06-15:16 许  亮  民国江西陶务局瓷业改良活动管窥 

15:17-15:27 马一鸣  民国时期云南科技思想与科学团体变迁研究 

15:28-15:38 付邦红  科学、社会与计划：1946 年李约瑟给蒋介石的报告 

15:39-16:00 讨论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熊卫民 

08:00-08:10 张  程  1950 年代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和影响 

08:11-08:21 刘  超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早期历史研究 

08:22–08:32 范乐天  院系调整下：中国机械类学院、系和专业的设置与

变迁 

08:33-08:43 刘  洋  两条腿走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科普政策研究 

08:44-08:54 姜玉平  再谈钱学森《建立我国航空工业意见书》 

08:55-09:05 李辉芳  集体化时期山西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实践中的药械问

题研究 

09:06-09:16 尹北直  危机应对下的中国近代水利科学建制 

09:17-09:27 叶梦姝  数值天气预报发展的路径选择 

09:28-09:38 王扬宗  从院务会议秘书处到秘书长制考略 

09:39-09:50 讨论 

09:50-10:00 茶歇 

主持人：王大洲 

10:00-10:10 梁庆华  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演进研究 

10:11-10:21 田雪瑞  中央部委科研机构转制改革之路 

10:22-10:32 尹玉洁  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国际科学史大会始末 

10:33-10:43 朱胤臻  历史变革中的我国赴德留学研究（1972-1990） 

10:44-10:54 王大洲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性变化（1992-2006） 

10:55-11:05 刘子娴  5G 技术推动下中国高科技产品所遇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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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11:16 王国燕  中国科普图书的经典：《十万个为什么》在中国的半

个世纪 

11:17-11:27 熊卫民  技术史研究的另一种进路——以音频自媒体研究为

例 

11:28 –12: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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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史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406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杨舰 

08:00-08:20 
郝新鸿  科学考察、空间权力与国家边界——基于近代西方

对新疆地理科考的研究 

08:20-08:40 张依萌  张家口市崇礼区明长城遗址新发现铁铳研究 

08:40-09:00 任安波  从现象到“规律”：汤浅现象在中国的际遇 

09:00-09:20 容志毅、李瀛昱  西王母神话与玉及不死药传说和成仙信仰 

09:20-09:40 茶歇 

09:40-10:00 秦晋、杨舰  抗战中民生公司的修造船事业研究 

10:00-10:20 
葛业静  1948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与 1950s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群体比较研究 

10:20-10:40 
高旭东  从分散到集中：现代中国天文学的曲折实践与重新

布局 

10:40-11:00 
侯  捷  中美科技交流——以 1971 年两位美国科学家访华为

例 

11:00-11:20 宋彦延  关于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的几点认识 

11:20-11:40 
王公、杨舰  封锁的突破：中国微电子技术微米级台阶的跨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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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分会场报告日程 
地点：第二教学楼 2104 

10 月 26 日下午 

主持人：朱铁权 

14:00-14:15 胡耀武  中国狗的驯化机制 

14:15-14:30 温  睿  西藏西部格布赛鲁墓地出土釉砂的工艺与成分研究 

14:30-14:45 崔剑锋  汉代南北方施釉技术的融合：浙江上虞钙铅釉陶的

发现与研究 

14:45-15:00 蒋洪恩  南昌海昏侯墓植物遗存研究 

主持人：秦颍 

15:00-15:15 朱铁权  中国古代外销瓷科技研究 

15:15-15:30 罗武干  青铜器产地与矿源的异同：以南阳夏响铺墓地出土

青铜器为例 

15:30-15:45 胡  悦  含硫氧化铜矿的还原冶炼模拟实验研究 

10 月 26 日晚上 

主持人：温睿 

19:30-19:45 李  强  安徽怀宁县冶铜遗址初步调查研究 

19:45-20:00 郑殷芳  桐庐大源溪水利工程遗产特色及价值分析 

20:00-20:15 韩  宾  全二维气象色谱分离技术在文化遗产材料研究中的

应用 

20:15-20:30 李  颖  哈密翼龙化石围岩病害机理研究 

20:30-20:45 管  理  海昏侯墓竹简研究 

主持人：李乃胜 

20:45-21:00 王李静  南昌海昏侯出土甜瓜籽相关研究 

21:00-21:15 黄  凰  西沙群岛七连屿出水瓷的前期保护研究 

21:15-21:30 杨小平  广西浦北龙门窑遗存研究 

10 月 27 日上午 

主持人：崔剑锋 

08:00-08:15 秦  颍  中国古代人造钡硅酸盐与钡矿资源 

08:15-08:30 李乃胜  超临界 CO2 技术在“南海 I 号”等古代沉船的脱盐

与干燥应用研究 

08:30-08:45 凌  雪  周原贺家出土西周铜质车马器加工工艺初步观察 

08:45-09:00 桑月侠  基于现代测试分析方法对淮北烈山窑制瓷工艺的初

步研究 

09:00-09:15 葛  威  东南地区史前豢鹿行为的同位素证据 

09:15-09:30 李文静  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原始瓷的产地分析 

09:30-09:45 胡  飞  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出土西周早期金属丝的初步科



 

36 

 

 

 

 
 

 

学分析 

09:45-10:00 董  豫  稳定同位素考古质谱检测和数据报告的规范化问题 

主持人：蒋洪恩 

10:00-10:15 王晓琪  江苏地区出土木质文物的初步调查与分析 

10:15-10:30 马  丁  北宋磁州窑系镶嵌瓷的科技分析 

10:30-10:45 姜奎腾  现代科技陶制文物保护 

10:45-11:00 杨阳、高策、丁宏  北京钟楼声效应研究——以青铜古钟为

中心 

11:00-11:15 杨益民  先秦釉砂、冶铁术和玻璃的全球化 

11:15-11:30 吴  妍  稻作起源与传播的新进展 

11:30-11:45 饶慧芸  中国早期医药的实证——小河先民摄食麻黄的新证

据 

11:45-12:00 魏国峰  苏阳遗址白灰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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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录 

姓名 单位 邮箱 

安烁羽 上海交通大学 annyshuoyu@163.com 

鲍鸥 清华大学 baoou@mail.tsinghua.edu.cn 

卜风贤 陕西师范大学 bfengxian@snnu.edu.cn 

才静滢 黄冈师范学院 jingyingcai1983@sina.com 

蔡慧娉 中国科学院大学 cai-huiping@163.com 

蔡加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jccai@ustc.edu.cn 

蔡小浩 河北师范大学 15176046199@163.com 

曹婧博 上海交通大学 corring@foxmail.vom 

曹茂 云南农业大学 747107362@qq.com 

曹祎媚 南京农业大学 cymaoiei@163.com 

曹颖坤 中国医科大学 1178354032@qq.com 

曹钰 中国科学院大学 caoyu19@mails.ucas.ac.cn 

曾点 北京大学 dian.zeng@foxmail.com 

曾雪琪 中国科学院大学 zengxueqi18@mails.ucas.ac.cn 

陈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enbiao@ustc.edu.cn 

陈崇斌 浙江师范大学 ccb@zjnu.cn 

陈典 中国科学院大学 chendian15@mails.ucas.ac.cn 

陈冬 
中国科学院泰州应用技术研发

及产业化中心 
dongchen@cashq.ac.cn 

陈功东 广西民族大学 gdchen@gxun.edu.cn 

陈惠勇 江西师范大学 hychen@amss.ac.cn 

陈菁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395791733@qq.com 

陈克胜 西北大学 chenks2004@sina.com 

陈坤龙 北京科技大学 kunlong.chen@ustb.edu.cn 

陈丽娟 中国科学院大学 chenlijuan@ucas.ac.cn 

陈玲 厦门大学 tianlai0203@163.com 

陈璐 中国科学院大学 491688298@qq.com 

陈梦罗 中国科学院大学 chenmengluo18@mails.ucas.ac.cn 

陈念宁 中国科学院大学  

陈帅锋 北京大学 doctorpolice@163.com 

陈婷 浙江工业大学 chenting@zjut.edu.cn 

陈晓英 渤海大学 13897846068@163.com 

陈镱文 西北大学 chenyiwen@nwu.edu.cn 

陈英汉 华中科技大学 cyh@hust.edu.cn 

陈正洪 中国气象局 czhong@yeah.net 

程军叶 河北师范大学 572700296@qq.com 

程慕园 中国科学院大学 chengmuyuan17@mails.ucas.ac.cn 

程至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chengzhijie1123@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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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龙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hulf@ustc.edu.cn 

崔剑锋 北京大学 cuijianfeng@pku.edu.cn 

崔瑾 上海社会科学院 audrey_xueren@163.com 

戴碧云 清华大学 251669043@qq.com 

戴美政 云南西南联大研究会 mzdai48@sina.com 

单艳华 北京大学 kqshyh@163.com 

邓婧 山西大学 467489921@qq.com 

邓静萍 华中科技大学 jpdeng@hust.edu.cn 

邓可卉 东华大学 dengkh.grace@163.com 

邓棋方 云南农业大学 abc123dqf@163.com 

丁海斌 广西民族大学 dhb666@126.com 

丁宏 山西大学 dingding0357@163.com 

丁兆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dzj@ustc.edu.cn 

董广辉 兰州大学 ghdong@lzu.edu.cn 

董美珍 南京师范大学 14131@njnu.edu.cn 

董佩茹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 dpr@ciomp.ac.cn 

董瑞华 中国科学院大学 17316021792@163.com 

董宛麟 中国气象局  

董煜宇 上海交通大学 yuyudong@sjtu.edu.cn 

董豫 山东大学 yudong@sdu.edu.cn 

董园园 中国医科大学 dlcircle@126.com 

杜冠博 安徽大学 1145364997@qq.com 

杜明禹 清华大学 m15122995110@163.com 

樊道智 广西民族大学 15577195720@163.com 

范洪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fhym@ustc.edu.cn 

范乐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fanlt@mail.ustc.edu.cn 

范贤娟 宁德师范学院 fhcmoon@yahoo.com.tw 

方晓阳 中国科学院大学 fangxiaoyang@ucas.ac.cn 

冯锦荣 香港大学 fungkw@hku.hk 

冯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fengmin@ustc.edu.cn 

奉湘宁 中国科学院大学 fennyfeng@126.com 

付邦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hf@ustc.edu.cn 

付雷 浙江师范大学 FUL527@163.com 

傅梦媛 北京师范大学 mengyuanfu@mail.bnu.edu.cn 

高策 山西大学 gaoce@sxu.edu.cn 

高国金 山东农业大学 316079962@qq.com 

高红成 天津师范大学 gaohch76@126.com 

高洁 北京化工大学 gaojiebuct@163.com 

高珺 中国科学院大学 2819189135@qq.com 

高牧原 中国科学院大学 gaomuyuan19@mails.ucas.ac.cn 

高文静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高晞 复旦大学 gaoxi@fudan.edu.cn 

高旭东 清华大学 gxd19@mails.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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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浩 中国气象局 gaoxuehao@yahoo.com.cn 

高洋 西北大学 gyhps@nwu.edu.cn 

高逸宁 山西大学 495942867@qq.com 

高原 中国科学院大学  

葛威 厦门大学 gewei@xmu.edu.cn 

耿丽 山东农业大学  

龚珍 南京农业大学 gongzh9@126.com 

谷晓阳 首都医科大学 guxiaoyang1@163.com 

关静潇 上海交通大学 978011822@qq.com 

关瑜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yzguan@ustc.edu.cn 

关增建 上海交通大学 guanzj@sjtu.edu.cn 

管理 江西省博物馆 15485097@qq.com 

管同 北京大学 guanton@bjmu.edu.cn 

郭超 中国田汉研究会 qythww@163.com 

郭朝义 云南农业大学 17862002621@163.com 

郭金海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gjinhai@ihns.ac.cn 

郭庆 湖南师范大学 13096513394@163.com 

郭世荣 内蒙古师范大学 guoshirong1959@163.com 

郭晓雯 中国科学院大学 1509630157@qq.com 

郭秀芝 中国医科大学 guoxiuzhi100@163.com 

郭旭芳 北京协和医学院 liuhuan_82@163.com 

哈斯巴根 内蒙古师范大学 khasbagan@126.com 

韩宾 中国科学院大学 bin.han@ucas.ac.cn 

韩东阳 中国科学院大学 793081421@qq.com 

韩光大 景德镇陶瓷大学 hgd2019@126.com 

韩吉绍 山东大学 jishao_han@163.com 

韩明月 北京大学 hmydiana@163.com 

韩琦 中国科学院大学 qihan63@hotmail.com 

郝秉键 中央财经大学 haobj216@163.com 

郝新鸿 新疆大学 freebird630@163.com 

何广西 广西民族大学 13965032583@qq.com 

何玲 上海交通大学 he79ling@163.com 

侯捷 首都师范大学 778548737@qq.com 

侯俊琳 科学出版社  

侯书军 河北工业大学 jun6390@163.com 

侯新杰 河南师范大学 13525026931@126.com 

厚宇德 山西大学 hyd630418@sina.com 

胡飞 中南民族大学 hufei08@mail.ustn.edu.cn 

胡化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hhkai@ustc.edu.cn 

胡晓菁 中国科学院大学 huxiaoj@ucas.ac.cn 

胡燕 南京农业大学 hy@njau.edu.cn 

胡耀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 
ywhu@uc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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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翌霖 清华大学 hyl510@foxmail.com 

胡悦 安徽大学 775449330@qq.com 

胡宗刚 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 huzonggang@sina.com 

黄伯尧 国防科技大学 huangboyao@126.com 

黄凰 安徽大学 hhuang@ahu.edu.cn 

黄全胜 广西民族大学 chainsun@126.com 

黄晓翔 内蒙古师范大学 379609776@qq.com 

黄义军 中央民族大学 huang.yijun@163.com 

霍知节 海南师范大学 2236695186@qq.com 

吉翔 中国科学院大学 jixiang18@mails.ucas.ac.cn 

纪焱 哈尔滨医科大学 hydyanj@163.com 

季媛媛 内蒙古师范大学 jixiaoquan2011@163.com 

贾洪岩 上海交通大学 jiahy0524@163.com 

姜枫 山西大学 362819272@qq.com 

姜虹 四川大学 jh-iris@hotmail.com 

姜奎腾 云南农业大学 281677162@qq.com 

姜姗 北京大学 shanchiang@bjmu.edu.cn 

姜文洲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 
jiangwzhdicp@163.com 

姜玉平 上海交通大学 ypjiang1005@sjtu.edu.cn 

蒋澈 清华大学 jiang@fastmail.net 

蒋洪恩 中国科学院大学 jianghongen@ucas.ac.cn 

金东英 哈尔滨医科大学 305386014@qq.com 

金俊开 北京大学 j530519513@126.com 

晋世翔 北京科技大学 jinshixiang@ustb.edu.cn 

柯育萍 华中科技大学 516561832@qq.com 

孔国平 科学出版社 guopingkqh@sina.com 

匡佳慧 中国科学院大学  

黎耕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ligeng@bao.ac.cn 

李成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lichengzhi@263.net 

李春伶 科学出版社  

李东升 首都师范大学  

李海静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lavalhj@126.com 

李浩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jianzu50@163.com 

李辉芳 山西传媒学院 373468987@qq.com 

李慧涵 北京大学 18843015199@163.com 

李京玲 北京科技大学 956581193@qq.com 

李京亚 中国科学院大学 17839226032@163.com 

李晶静 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 lijingj@xao.ac.cn 

李亮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liliang@ihns.ac.cn 

李乃胜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lineas@126.com 

李鹏莹 哈尔滨医科大学 2676900673@qq.com 

李强 安徽大学 157904280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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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24967314@qq.com 

李树雪 山西大学 lishuxue@sxu.edu.cn 

李曈 首都医科大学 luly75@126.com 

李文静 北京联合大学 liwenjing@buu.edu.cn 

李晓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lixiaocenp@163.com 

李晓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昕升 南京农业大学 lxs86111111@163.com 

李昕妍 北京科技大学 13001299488@163.com 

李英杰 大连理工大学 liyingjiedd@126.com 

李英姿 江苏科技大学 lyz77810@163.com 

李瀛昱 广西民族大学  

李颖 中国科学院大学 1142467521@qq.com 

梁萌 北京建筑大学 pkulemon@163.com 

梁庆华 中国科学院大学 ruyalang@163.com 

廖民锂 广西教育出版社 576129125@qq.com 

林克文 北京大学 lin1797742542@163.com 

林思纯 华南农业大学 1310148118@qq.com 

凌雪 西北大学 lxue@ustc.edu 

刘超 清华大学 lcustb@yeah.net 

刘钝 清华大学 dliu@ihns.ac.cn 

刘芳 山东理工大学 sdutliufang@126.com 

刘贵玺 内蒙古师范大学 liugx@imnu.edu.cn 

刘海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ustb_liuhaifeng@126.com 

刘赫铮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刘欢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9980827@qq.com 

刘静 中国医学科学院 ljmary@sina.com 

刘俊丽 中国力学学会  

刘丽芳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liulifangmx@163.com 

刘茗菲 清华大学 845817182@qq.com 

刘铭 山东农业大学 liuyiming0078@163.com 

刘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liupei@ustc.edu.cn 

刘鹏飞 吉林师范大学 pfliu@jlnu.edu.cn 

刘启振 南京农业大学 njauliuqizhen@163.com 

刘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lr93@ustc.edu.cn 

刘诗琪 中国科学院大学 2519002527@qq.com 

刘思然 北京科技大学 siran.liu@ustb.edu.cn 

刘万阳 哈尔滨医科大学 liu_wanyang@126.com 

刘未沫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weimoliu@qq.com 

刘晓 中国科学院大学 liuxiao@ucas.ac.cn 

刘兴华 哈尔滨市阿城区第七中学 ljhlxh33@163.com 

刘妍 中国科学院大学 liuyan186@mails.ucas.ac.cn 

刘洋 中国科学院大学 liuyangwfm@126.com 

刘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liuyu8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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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强 内蒙古师范大学 liuzngqng@126.com 

刘振 南京中医药大学 wgbf_123@126.com 

刘子娴 云南农业大学 2248743764@163.com 

柳肃 湖南大学 liusu001@163.com 

柳紫陌 中国科学院大学 361136934@qq.com 

卢敏霞 兰州大学 lumx18@lzu.edu.cn 

卢勇 南京农业大学 luyong@njau.edu.cn 

鲁大龙 中国科学院大学 ludalong@ucas.ac.cn 

鲁小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44131955@qq.com 

陆天雨 南京农业大学 2018110013@njau.edu.cn 

陆遥 东华大学 191810780@qq.com 

陆伊骊 清华大学 chrisluk@tsinghua.edu.cn 

路璐 南京农业大学 xiaolu1980@sina.com 

罗武干 中国科学院大学 xiahua@ucas.ac.cn 

罗武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lwh0551@mail.ustc.edu.cn 

罗兴波 中国科学院大学 luoxb@ucas.ac.cn 

罗依然 中国科学院大学 45371815@qq.com 

吕变庭 河北大学  

吕成冬 上海交通大学 lvchengdong@sjtu.edu.cn 

吕传益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82332004@qq.com 

吕娜 北京理工大学 lvna@bit.edu.cn 

吕鹏 上海交通大学 lvpeng496@126.com 

吕青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吕瑞花 北京理工大学 lvrh@bit.edu.cn 

马丁 中国科学院大学 90301201@163.com 

马凯莉 山西大学 362819272@qq.com 

马莉萍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 mlp@ntsc.ac.cn 

马万利 大连理工大学 liyingjiedd@126.com 

马伟华 郑州大学 maweihua1984@163.com 

马玺 清华大学 xmuom@outlook.com 

马一鸣 云南农业大学 542622483@qq.com 

蒙本曼 广西民族大学  

闵祥鹏 河南大学 minxiangpeng@sohu.com 

莫力 云南农业大学 moli707@qq.com 

莫云杰 景德镇陶瓷大学 46125929@qq.com 

念萌 云南农业大学 452895502@qq.com 

聂馥玲 内蒙古师范大学 nmhsniefuling@sina.com 

钮卫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wxniu@ustc.edu.cn 

欧佳 西南大学 18778393782@163.com 

潘驿炜 北京大学 panyiwei@pku.edu.cn 

潘钺 上海交通大学 a36panyuer@163.com 

潘姿汝 广西教育出版社 85161933@qq.com 

裴家兴 山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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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雅杰 中国科学院大学 997546392@qq.com 

祁天杰 首都师范大学  

潜伟 北京科技大学 qianwei@ustb.edu.cn 

乔尚孝 北京科技大学 qiaoshangxiao115@163.com 

秦家琛 首都师范大学 2180602041@cnu.edu.cn 

秦晋 清华大学 297221015@qq.com 

秦明 大连民族大学 sxqinmin@163.com 

秦佩恒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

院 
qinpeiheng@casipm.ac.cn 

秦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yingqin@ustc.edu.cn 

曲安京 西北大学 qaj@nwu.edu.cn 

曲安弈 北京科技大学 1114671431@qq.com 

饶慧芸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 
raohuiyun@ivpp.ac.cn 

任安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enanbo@ustc.edu.cn 

任文勋 中国科学院大学 18910249437@163.com 

任艳丽 南京晓庄学院 renyanlisx@163.com 

任玉凤 内蒙古大学 lhryf@163.com 

任玉兰 成都中医药大学 renxg2468@163.com 

容志毅 广西民族大学  

芮静怡 西藏大学 1844356703@qq.com 

萨日娜 上海交通大学 1920826171@qq.com 

桑月侠 景德镇陶瓷大学 44418293@qq.com 

沈平 内蒙古师范大学 shenpingjsu@163.com 

施威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shiwei@nuist.edu.cn 

石慧 南京中医药大学 249100078@qq.com 

石云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ylshi@ustc.edu.cn 

史斌 浙江工业大学 shibin9999@163.com 

司宏伟 清华大学 87208120@qq.com 

宋爱军 
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saag666@sina.com 

宋国定 中国科学院大学 guodings@ucas.ac.cn 

宋琳 北京科技大学 vienlin@126.com 

宋铭恩 苏州市科学技术史学会 huyuzd@163.com 

宋神秘 上海中医药大学 keqia1221@126.com 

宋石玮 中国科学院大学 songshiwei17@mails.ucas.ac.cn 

宋爽 云南农业大学 2602685749@qq.com 

宋彦延 山西大学 781315811@qq.com 

宋志强 内蒙古师范大学 1054585845@qq.com 

宋卓君 北京大学 2060600578@qq.com 

苏日娜 内蒙古师范大学 28763704@qq.com 

苏洋 河北师范大学 2623600419@qq.com 

苏湛 中国科学院大学 suzhan@uc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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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sunlie@ihns.ac.cn 

孙梦婷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759469083@qq.com 

孙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un27901@mail.ustc.edu.cn 

孙诺杨 中国科学院大学 1013029073@qq.com 

孙旗 河北师范大学 2425909092@qq.com 

孙苏原 中国科学院大学 sunsuyuan1008@126.com 

孙小淳 中国科学院大学 xcsun@ucas.ac.cn 

孙咏萍 内蒙古师范大学 ypsun@imnu.edu.cn 

塔米尔 内蒙古师范大学 1565956076@qq.com 

汤国星 中国医学科学院 tgx5321@163.com 

汤俊英 山西大学 809102774@qq.com 

汤茂林 南京师范大学  

汤深语 中国科学院大学 tangshenyu@foxmail.com 

唐靖 北京出版集团 254129871@qq.com 

唐泉 西北大学 tangquan74@nwu.edu.cn 

唐文佩 北京大学 13810493390@163.com 

唐晓峰 北京大学  

陶春云 北京科技大学 1046479284@qq.com 

陶培培 东华大学 tpp505@sina.com 

陶媛媛 中国科学院大学 taoyuanyuan17@mails.ucas.ac.cn 

陶壮壮 河南师范大学 2521460366@qq.com 

滕晓铂 北京印刷学院 tengxiaobo@126.com 

田雪瑞 中国科学院大学 469599051@qq.com 

佟艺辰 中国科学院大学 tongyichen15@mails.ucas.ac.cn 

童永生 江南大学 awulee@163.com 

万辅彬 广西民族大学  

万兆元 兰州交通大学 wanzy9@163.com 

汪前进 中国科学院大学 wangqj@ucas.ac.cn 

汪小虎 华南师范大学 wugexiaoshi@aliyun.con 

汪哮喧 中国科学院大学 952364127@qq.com 

王安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angiwang@ustc.edu.cn 

王保宁 山东师范大学 15662771577@163.com 

王昌燧 中国科学院大学  

王程韡 清华大学 chadwick@tsinghua.edu.cn 

王大明 中国科学院大学 wangdm@ucas.ac.cn 

王大洲 中国科学院大学 dzwang@ucas.ac.cn 

王福昌 华南农业大学 1426778313@qq.com 

王公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wanggong@ihns.ac.cn 

王广超 中国科学院大学 wgc@ucas.ac.cn 

王国燕 苏州大学 gywang@ustc.edu.cn 

王皓 南京中医药大学 304574213@qq.com 

王吉辰 内蒙古师范大学 745366799@qq.com 

王坚 山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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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兰平 兰州大学 wanglanp@163.com 

王磊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andachong521@sina.com 

王李静 中国科学院大学 847411239@qq.com 

王洛印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luoyinw@126.com 

王淼 浙江大学 wangmiao@zju.edu.cn 

王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wangmo@linuxmail.org 

王秦歌 清华大学 wqinge@126.com 

王秋萍 南京大学 wangqiuping_nju@126.com 

王珊珊 中国科学院大学 shan_818@126.com 

王申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ustcwangshen@163.com 

王淑红 河北师范大学 zyfwsh@sina.com 

王思琛 上海交通大学 2971548760@qq.com 

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 hy@njau.edu.cn 

王天祥 中国科学院大学 2455019043@qq.com 

王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tingwang@nuist.edu.cn 

王晓琪 南京大学 wangxq@nju.edu.cn 

王晓婷 中国科学院大学 wangxiaoting18@mails.ucas.ac.cn 

王晓萱 中国科学院大学 1147970584@qq.com 

王新 北京大学 wangxin0101@pku.edu.cn 

王鑫 山西大学 1422270162@qq.com 

王鑫义 内蒙古师范大学 793968593@qq.com 

王学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6108964@qq.com 

王延锋 上海交通大学 yfwang2002@sjtu.edu.cn 

王琰 南京中医药大学 309849349@qq.com 

王扬宗 中国科学院大学 wangyz@ucas.ac.cn 

王洋 中国科学院大学 455277867@qq.com 

王瑶华 北京科技大学 sai_zuowei@126.com 

王银泉 南京农业大学 yinquan88@163.com 

王勇 中国医学科学院 wangyong2000@tsinghua.org.cn 

王幼军 上海师范大学 wangyj@shnu.edu.cn 

王羽坚 南京农业大学 jgswyj@qq.com 

王元锴 北京科技大学 381345529@qq.com 

王泽坤 清华大学 522901855@qq.com 

王钊 四川大学 wangjindao23@sina.cn 

王哲然 清华大学 wzr@mail.tsinghua.edu.cn 

王志强 中国气象局  

魏琪 苏州大学 weiqi62@163.com 

魏国锋 安徽大学 weidun1975@126.com 

温睿 西北大学 rwen80@163.com 

吴国盛 清华大学 gswu@tsinghua.edu.cn 

吴昊 南京农业大学 young1983319@163.com 

吴瑾欣 中国科学院大学 862901542@qq.com 

吴婉霞 华南农业大学 159461665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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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 
wuyan@ivpp.ac.cn 

吴玉梅 江苏科技大学 wuyumei@ucas.ac.cn 

吴致远 广西民族大学 1549355053@qq.com 

吴紫露 中国科学院大学  

夏媛媛 南京医科大学 xiayy1@njmu.edu.cn 

向安强 华南农业大学 xianganqiang@126.com 

肖克难 华中科技大学 xkn@hust.edu.cn 

谢钢礼 广西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xiegangli@163.com 

谢升凤 华南农业大学 1250008657@qq.com 

谢晓 河北师范大学 1078493382@qq.com 

邢鑫 中山大学 cauxx@126.com 

熊卫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xiong163@ustc.edu.cn 

徐丁丁 深圳大学 tritonx100@163.com 

徐皓煊 内蒙古师范大学 2481411193@qq.com 

徐美静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129502679@qq.com 

徐乃楠 吉林师范大学 pfliu@jlnu.edu.cn 

徐素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xusutian@mail.ustc.edu.cn 

徐雅纯 中国科学院大学 xuyachun17@163.com 

徐泽林 东华大学 zelinxu@126.com 

许亮 景德镇陶瓷大学 181536009@qq.com 

许小峰 中国气象局  

薛祺 中国科学院大学 xueqi97@163.com 

阎晨光 河北科技大学 ycgvbst@163.com 

阎焱 南开大学 naclnaclnacl@163.com 

颜宜葳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yanyiwei@ihns.ac.cn 

杨丹丹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1459049733@qq.com 

杨迪雄 大连理工大学 mawanli@dlut.edu.cn 

杨帆 北京天文馆 xida.yafan@163.com 

杨虎 江苏科技大学 huyangflying@163.com 

杨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092433073@qq.com 

杨舰 清华大学 yangjian@tsinghua.edu.cn 

杨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bisures@126.com 

杨可鑫 中国科学院大学 1048537781@qq.com 

杨柳 内蒙古师范大学 oceanyang7777@163.com 

杨舒娅 北京大学 yang_shuya@pku.edu.cn 

杨威 哈尔滨医科大学 yangweihrmu@163.com 

杨小明 东华大学 ynide@sina.com 

杨小平 广西民族大学 xiaoping1105@yeah.net 

杨晓辉 赤峰学院 550623564@qq.com 

杨延霞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yangyanxia5258@163.com 

杨阳 山西大学 yyviolins@vip.com 

杨乙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yyd80100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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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益民 中国科学院大学 yiminyang@ucas.ac.cn 

杨玉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yzyang@ustc.edu.cn 

杨泽嵩 上海交通大学 1989092909@163.com 

杨志宏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yangzhihong@cnais.org.cn 

姚霏 上海师范大学 yaofei813@163.com 

姚允柱 江苏科技大学  

叶梦姝 中国气象局 297268006@qq.com 

仪德刚 内蒙古师范大学 yidegang@aliyun.com 

意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  

尹北直 中国农业大学 ybz@cau.edu.cn 

尹沛 首都师范大学 5985@cnu.edu.cn 

尹晓冬 首都师范大学 xiaodongstone@139.com 

尹玉洁 首都师范大学 yinyujie1995@126.com 

应成霞 上海交通大学 782468111@qq.com 

咏梅 内蒙古师范大学 443922198@qq.com 

由毅 南京农业大学 you_yv@163.com 

于帅 南京农业大学 yushuai1112@outlook.com 

于伟 上海交通大学 kmw321@sjtu.edu.cn 

余新忠 南开大学  

余智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jasmynhut@126.com 

袁海燕 北京大学 13624644353@163.com 

袁慧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YH3893@163.com 

袁江洋 中国科学院大学 yjy@ucas.ac.cn 

袁敏 西北大学 yuanmin@nwu.edu.cn 

袁晓红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yxh2166@sina.com 

袁园 北京印刷学院 54868685@qq.com 

袁媛 东华大学 hustyuan@163.com 

岳丽媛 北京科技大学 yue_liyuan@sina.com 

翟淑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zhaist@ustc.edu.cn 

张宝霞 安徽大学 1980447552@qq.com 

张程 安徽医科大学 1658323991@qq.com 

张大庆 北京大学 zhangdq@bjmu.edu.cn 

张改珍 中国气象局 alicehappy2004@126.com 

张贵红 上海电力大学 hong33zh@126.com 

张翮 蚌埠医学院 zhangheahu@163.com 

张红岩 中国政法大学 42312620@qq.com 

张洪雷 南京中医药大学 zhlareyouok@163.com 

张华春 西南石油大学 zhc149@qq.com 

张会丽 中国科学院大学 zhanghuili14@mails.ucas.ac.cn 

张佳静 中国科学院大学 zjj@ucas.ac.cn 

张剑 上海社会科学院 zhjiancly@126.com 

张井飞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403475928@qq.com 

张藜 中国科学院大学 lilyzhang109@uc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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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茂林 景德镇陶瓷大学 33376224@qq.com 

张楠 清华大学 znzoe@126.com 

张树剑 山东中医药大学 njrb@163.com 

张彤阳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zhangty@ihns.ac.cn 

张伟兵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993874583@qq.com 

张晓婷 河北科技大学 boyzxt@139.com 

张晓铮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张亚军 中国科学院大学 zhangyajun18@mails.ucas.ac.cn 

张艳荣 哈尔滨医科大学 zhangyr551@sohu.com 

张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banana3184@163.com 

张扬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zhangyang@aaas.org.cn 

张依萌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cricketfast@126.com 

张毅捷 西南交通大学 zhangyijie091127@gmail.com 

张毅颖 《科学》杂志 salute_jlc@163.com 

张雨晴 南京农业大学 1136928629@qq.com 

张雲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zyh17@mail.ustc.edu.cn 

张增一 中国科学院大学 zhzy@ucas.ac.cn 

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 zhangmeifang@ustb.edu.cn 

赵凤翔 郑州大学 duiduilz@163.com 

赵慧明 中国矿业大学 zhaohuiming@cumt.edu.cn 

赵晶晶 国防科技大学 jjzhao1983@126.com 

赵敬茹 中国科学院大学 2536260785@qq.com 

赵美莹 中国科学院大学 greenzmy@163.com 

赵栓林 内蒙古师范大学 12345zsl@163.com 

赵晓军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zhszh77@126.com 

赵杏 北京大学 782457748@qq.com 

赵媛 清华大学  

赵云波 山西大学 zhyb@sxu.edu.cn 

甄橙 北京大学 zhencheng@bjmu.edu.cn 

郑洁 北京大学 zhengjie0618@bjmu.edu.cn 

郑露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298601113@qq.com 

郑爽 广东省艺术研究所 zhengshuangsysu@163.com 

郑硕 中国科学院大学 zhengshuo15@mails.ucas.ac.cn 

郑殷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372087832@qq.com 

周鸿艳 厦门医学院 550957934@qq.com 

周丽晓 中国科学院大学 zhoulixiao17@mails.ucas.ac.cn 

周敏 上海中医药大学 yanling731@shutcm.edu.cn 

周文业 首都师范大学 zhouwy1945@126.com 

周志方 华南农业大学 617900886@qq.com 

周子璇 山西大学 2807085726@qq.com 

朱绯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15810063170@163.com 

朱浩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zhuhh@ustc.edu.cn 

朱慧涓 首都师范大学 jualien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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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剑 北京科技大学 zhujian@ustb.edu.cn 

朱晶 华东师范大学 baba75@163.com 

朱俊峰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049895626@qq.com 

朱励瑶 中国科学院大学 18811729869@163.com 

朱琳 华中科技大学 150167745@qq.com 

朱素颖 中山大学 770120158@qq.com 

朱铁权 中山大学 zhutq@mail.sysu.edu.cn 

朱永春 福州大学 zyc4246@163.com 

朱珠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657872267@qq.com 

庄蕙芷 江苏师范大学 dadaart@ms19.hinet.net 

宗喀•漾正冈布

（Yongdrol 

Tsongkha) 

兰州大学/印第安纳大学 tsongkha@lzu.edu.cn 

邹聪 科学出版社 zoucong@mail.sciencep.com 

Efthymios 

Nikolaidis 

National Hellenic Research 

Foundation 
 

Foteini 

Asimakopoulou 
University of Peira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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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渡车信息 

 
 

 

 

会议摆渡车发车时间表（高速开元酒店往返） 

日期 发车时间 行程 乘车地点 车辆 

25 日 

16:30 高速开元酒店至大会报到地点 高速开元酒店 2 辆大巴 

19:30 科大东区会场至高速开元酒店 科大东区西门 2 辆大巴 

26 日 

07:50 高速开元酒店至科大东区会场 高速开元酒店 3 辆大巴 

19:30 
科大东区会场至高速开元酒店 

科大东区西门 2 辆大巴 

21:40 
科大东区会场至高速开元酒店 

科大东区西门 1 辆大巴 

27 日 

7:30 高速开元酒店至科大东区会场 高速开元酒店 3 辆大巴 

19:30 科大东区会场至高速开元酒店 科大东区西门 2 辆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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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信息 

一、江南春酒店 

联系方式：0551-62248889，0551-62248887 

地址：合肥市包河区金寨路 64 号（近科大南门）  

距离东区理化大楼 500 米，步行约 5 分钟 

 

二、高速开元国际大酒店 

联系方式：0551-65189888 

地址：合肥市蜀山区合作化南路 88 号 

距离东区理化大楼约 2.3 公里，会务组将安排会议摆渡车（发车时间见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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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望江宾馆 

联系方式：0551-63695555 

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金寨路 1 号 

距离东区理化大楼 750 米，步行约 1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