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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编印      2019 年 03 月 25 日 

 

●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和物理学名词正式公布 

●天体地理实体地名工作召开第三次研讨会 

●畜牧学等 4 个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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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召开工作会议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医学工程学分委员会召开启动预备会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临床营养学分委员会成立编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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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和物理学名词正式公布 

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

和物理学名词于近日正式公布。 

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 由第三届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

员会审定完成。本次公布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共 8795 条，每条

名词由编号、中文名、英文名以及释文组成。内容包括：总论，

理论计算机科学，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硬件，系统软件，软

件工程，数据库，人工智能，网络与数据通信，信息安全，计算

机应用，计算机交叉学科等 12 个部分、64 个领域。2018 年 3 月，

《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第三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物理学名词 由第三届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完成。本次

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共 14 426 条。内容包括：通类，力学，电磁学，

光学、声学，热学、统计物理学，相对论、量子理论，原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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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学科等 11 部分。2018 年 3 月，《物理学名词》（第

三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天体地理实体地名工作召开第三次研讨会 

1 月 2 日，天体地理实体地名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国家天文台

召开。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副司长陈德彧，国家天文台副台长李春

来，全国科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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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赵永恒，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副所长宋久

成，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地名管理处调研员曹瑞昌，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崔辰州、左维，高级工程师张舟斌，助理研究员李珊珊，助

理工程师杨丝丝，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副教授余恒，全国科技名

词委事务中心审定二室主任才磊编审、刘金婷编辑等专家与会。

会议由赵永恒主持。 

会上，赵永恒首先介绍了会议背景和参会代表，李春来介绍

了月球以及火星地理实体命名情况及开展国家标准工作的历史。

陈德彧副司长表示非常高兴能与国家天文台等单位的科学家合作，

民政部将帮助申报国家标准，并代表国务院公布天体地理实体地

名。裴亚军表示全国科技名词委将为专家做好服务工作。与会人

员深入探讨了如何建立天体地理实体地名工作的相关机制，均表

示非常愿意采取切实措施来更加有效地推动多方合作。 

会议建议依托民政部在国家层面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如在中

国地名委员会下设天体（地理）实体地名分委员会，规范地进行

天体地理实体地名的命名、译名工作；在天文学家进行科学名词

命名译名的基础上，由国家相关部门协调组织，提升权威性，防

止混乱，定名后可多部门联合发布；相关工作将根据天体地理实

体地名的特点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国际上已有的天体地理实体地

名英文命名进行译写和规范，二是以中国航天探索为基础，进行

自主天体地理实体地名命名。 

会议决定：首先挑选部分基础条件好、相对成熟的天体地理

实体地名，以项目的形式进行翻译、命名和发布，逐渐完善工作

机制；加快处理急需自主天体地理实体的地名命名，保障效率：

译名命名工作由科学家主导，翻译学家、地名学家配合，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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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尽早参与命名工作，实现专家做事，流程合规，统一发布，

强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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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召开工作会议 

1 月 4 日，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

员会研究基地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

国科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

发展研究院院长、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基地理事连

玉明，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朱颖慧、副院长张涛，

《中国科技术语》副主编刘青，全国科技名词委编审高素婷、代

晓明，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20 余人与会。会议由裴亚军主持。 

会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听取并审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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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工作报告及

2019 年工作计划》《2018 年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全国科技名词

审定委员会研究基地经费使用报告》《大数据战略咨询委员会工作

制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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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理事、监事就会议内容发表意见，并提出建

议。列席人员对研究基地相关工作也发表了观点。 

连玉明对 2018 年研究基地的工作成效表示充分肯定，并提出

2019 年研究基地的工作要求：一是要以《大数据蓝皮书：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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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发展报告》《中国科技术语》《大数据新时代》为载体，建立

《大数据百科全书》阶段性成果的研究发布机制；二是分阶段分

步骤开展《大数据百科全书术语表》（六种语言）的翻译工作；三

是围绕数字中国智库论坛筹备组织好相关研讨会；四是加强研究

基地的成果收集和整理，提升工作能力；五是建立研究基地的长

效机制，为五年之后研究基地的工作开展做准备。 

会议最后，裴亚军对 2019 年研究基地的发展提出几点要求：

一是强化研究基地工作机制建设，建立工作例会制度，并细化工

作简报的发布机制；二是做好《大数据百科全书术语表》（六种语

言）的翻译工作，重视质量把关；三是加强专家队伍建设，重视

专家对研究基地工作的认可度；四是加强成果传播机制的建设，

通过双方的媒体平台形成立体式宣传。 

 

畜牧学等 4 个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 

召开工作会议 

1 月 10 日，畜牧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畜牧学名

词审定委员会主任阎汉平、朱世恩、苏振环，秘书石娟、李传业，

全国科技名词委畜牧学名词项目联络人霍春雁等领导和专家与会。 

会议就复审工作的流程和要求进行了磋商，拟定了复审专家

人选及任务。霍春雁介绍了预公布工作的目的和重要性。会议还

为《中华科学技术大词典》农业卷畜牧兽医部分推荐六位专家。 

1 月 12 日，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睡眠医学分委员会在北京召

开《睡眠医学名词》第二次审定会议。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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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韩芳教授，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睡眠中心高雪梅

主任，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科陈宝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宣

武医院神经科王玉平主任，上海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黄志力院长，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睡眠中心唐向东主任，上海长征医院神经科赵

忠新主任，上海瑞金医院呼吸科李庆云主任，南方医科大学精神

科张斌主任，中华医学会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宋国营主任，北京

大学国际医院睡眠监测中心王莞尔主任，江苏省人民医院呼吸科

张希龙教授，上海华山医院神经科于欢教授，全国科技名词委事

务中心主任助理张晖，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秘书长张玉森，全国

科技名词委医学名词项目联络人商涛等 20 余位领导和专家与会。

会议由高雪梅主持。 

睡眠医学是新兴交叉学科，跨越生物科学、基础医学、临床

医学等多个领域，目前尚无国际范例可供借鉴，相关科研工作者

和临床医务人员迫切需要规范的睡眠医学术语。中国睡眠研究会

为我国睡眠学科领域的一级学会，几十位专家通过一年多的努力，

形成包含 1740 条术语及释义的睡眠医学名词初稿。会议对睡眠医

学名词框架及存在不同习惯用法的词条进行了讨论，张晖、张玉

森、商涛分别对收词、审定等工作进行了介绍，会议确定了分工

和后续工作的时间节点，与会专家将根据会议意见进一步整理和

完善词条。 

1 月 13 日，第二届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编委会在北京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技史研究所召开审定会议。科学技术史名词审

定委员会主任田淼，中国科学院自然科技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

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审定三室主任温昌斌编审、叶艳玲编辑

等领导和专家与会。会议由田淼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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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对稿件现存问题进行了讨论，解决了学科间重复词条的

分配问题。会后，全国科技名词委科学技术史名词项目联络人将

与各分支学科小组逐一联系，推进工作进度，尽快完成第一次修

改工作。 

3 月 21 日，核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北京科技会堂召开

了《核科学技术名词》三审稿的第一次审定会。中国原子能科学

研究院院长、核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编写委员会主任柳卫平，

中国核学会徐若珊、刘思岩，全国科技名词委核科学技术名词项

目联络人才磊编审，以及各专业审定组专家、编写组组长与会。

会议由柳卫平主持。 

会议重点对“等离子体物理”、“同位素”、“核医学”、“核农

学”、“核工业应用”等部分与其他学科定名不一致的术语进行了

讨论，与会专家针对定名、定义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各编写组

将依照会议意见进行修改。 

 

《大数据百科全书》召开翻译工作交流会 

1 月 24 日，《大数据百科全书》翻译工作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党委书记朱颖慧、副院长

张涛、研究员陈盈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阳爱民，广东省

语言工程与计算实验室主任李心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处副

处长赵德强、副教授杜家利，全国科技名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

《中国科技术语》副主编刘青，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副主任

代晓明，事务中心王琪、刘金婷、陈秀芬、吴頔等人员与会。会

议由裴亚军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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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裴亚军和阳爱民分别致辞。刘金婷介绍了项目背景及

项目进展。杜家利教授以《<大数据百科全书>术语表及释义的联

合国语种翻译研究》为题做报告，与会人员就报告相关内容开展

讨论，并针对相关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裴亚军主任指出，《大数据百科全书》翻译工作难度较大，质

量要求较高，希望多方都能给予更多支持；《大数据百科全书》中

文稿一定要把好质量关，这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基础；在翻译过程

中要多总结，以项目为支撑多出科研成果；《<大数据百科全书>

术语表》（多语种）和《大数据百科全书》（英文版）结项后可以

以此为基础建立大数据国际服务交流平台，便于用户查询。 

阳爱民从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的发展定位、人员配置、科研实

力、国际合作等方面做了全面介绍，指出学校会大力支持相关工

作，并建议翻译团队各小组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张涛

提出围绕工作计划中重要的时间节点进行各方的调整和衔接，同

时丰富条目相关知识和说明，帮助翻译团队更充分理解条目的概

念及内涵。朱颖慧表示翻译工作在整体上要把握好译前、译中、

译后三个环节，细化译前的准备工作，协调好各团队译中的进度，

对译后工作进行更多延展性的思考。刘青提出翻译工作的具体计

划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切忌翻译后反复修改原稿件。代晓明

认为《大数据百科全书》翻译不仅是翻译工作，更是科研工作，

一方面要处理好并行翻译的协同化问题，在释义不充分的情况下，

根据主导词或上位词等相关背景说明进行翻译；另一方面要处理

好中国特色词汇的国际化问题。杜家利指出翻译工作中对于六种

语言不完全对应的词条，尤其需要参考释义，某些语种的翻译需

要对标中文、英文两个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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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玉明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大数据百科全书》翻译工作具有

不可逆性，要保证其科学性、权威性；要借鉴《数权法》翻译工

作模式，开展大数据百科全书论丛、大数据百科全书译丛工作，

并提供翻译基础资料；要对外文释义做相关研究，进行释义基础

上的再创作，形成翻译阶段性成果；另外要对大数据多语种的国

际交流服务平台进行长远规划。 

 

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医学工程学分委员会 

召开启动预备会 

2 月 22 日，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医学工程学分委员会在上海

召开启动预备会。全国科技名词委委员、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秘

书长张玉森，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主任助理张晖，全国科技

名词委医学名词项目联络人商涛，中华医学会医学名词办公室主

任杨威，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主任委员李斌等专家与会。 

会议对《医学工程学名词》的征集和编写工作进行了认真细

致的审议，确定了总体框架、收词层级、收词标准、收词规模，

以及只做中英文名词不做释义的指导原则。会议认为，医学工程

学名词的审定工作是医疗大数据分析、医疗产品分类、医疗产品

价格制定以及相关科学文献写作的基础和标准，一定要高质量、

高水平的完成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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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临床营养学分委员会 

成立编写委员会 

2 月 23 日，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临床营养学分委员会在上海

召开编写委员会成立会。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院长兼上海市临床

营养质控中心主任秦环龙教授，全国科技名词委委员、医学名词

审定委员会秘书长张玉森，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主任助理张

晖，全国科技名词委医学名词项目联络人商涛，中华医学会医学

名词办公室主任杨威，临床营养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秘书长贾震

易教授、韩婷教授等 20 余位专家与会。会议由贾震易和韩婷主持。 

会上，张晖首先介绍了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发展历程，阐述了

临床营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的重要意义，并对积极参与名词

编写和审定工作的各位专家表示感谢。杨威从内容和任务、历史

和现状、权威和意义、效力和贡献、荣誉和责任、要求和组织六

个方面介绍了医学名词编审工作。秦环龙对与会专家的大力支持

表示感谢，并表示一定会带领委员会按照编审规范及要求、高效

按期完成任务。张晖和秦环龙共同为临床营养学名词审定分委员

会及编写委员会成员颁发聘书并合影留念。贾震易和韩婷分别汇

报了临床营养学名词编审工作计划和临床营养学名词一级目录草

案，提请参会专家共同讨论。 

会议决定：在临床营养范畴内明确名词定位；利用现有范本

对名词进行归类；尽量避免重复，注意名词的延伸；组建前期核

心工作小组确定基本组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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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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4005133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