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学术会议指南(2022)



注：本目录共包含 122 家单位推荐的 765 个会议，按照会议

所属领域—学会代码进行排列。如同一会议同时所属多个学

科领域，优先考虑最相关学科领域；如不同单位推荐了同一

个会议，会议所属领域将优先考虑会议主办单位推荐的学科

领域。本目录中，标注*的为单次会议，标注△的为 2021 年

已收录但延期会议，标注的为非推荐单位主办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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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数理科学
序号 会议名称 推荐单位名称

1 中国数学会数学教育分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中国数学会

2 中国数学会学术年会 中国数学会

3 “美丽力学”学术研讨会——我们的学术之路 中国力学学会

4 “先进结构工程科学”博士生学术论坛* 中国力学学会

5 非线性力学新进展国际会议 中国力学学会

6 高温材料与结构论坛* 中国力学学会

7 国际动力学、振动与控制学术会议 中国力学学会

8 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固体微结构的

多尺度构筑——力学与制造专题研讨会*

中国力学学会

9 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湍流结构及颗

粒－湍流相互作用专题研讨会*△

中国力学学会

10 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研讨会：数据驱

动的非线性和随机动力学与控制*

中国力学学会

11 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研讨会：湍流剪

切流中的湍流/非湍流界面研讨会*

中国力学学会

12 全国等离子体科学技术会议 中国力学学会

13 全国激波与激波管学术会议 中国力学学会

14 全国流体力学学术会议 中国力学学会

15 全国物理力学学术会议 中国力学学会

16 中国力学大会△ 中国力学学会

17 中国力学学会全国力学博士生学术论坛 中国力学学会

18 周培源先生与中国力学研讨会* 中国力学学会

19 2022 年亚洲光电子会议（Photonics Asia 2022） 中国光学学会

20 国际先进光刻技术研讨会 中国光学学会

21 激光技术的光电子应用会议 中国光学学会

22 无线光通信与网络技术论坛（杭州） 中国光学学会

23 西部光电子会议 中国光学学会

24 全国声学大会 中国声学学会

25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中国地理学会

26 CHINA ROCK 2022 第十八次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

年会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会、中国地质学

会、美国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会、国际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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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与减灾协会

27 中国真空学会 2022 学术年会 中国真空学会

28 “5.20 世界计量日”——计量在数字时代 中国计量测试学会

29 全国水动力学研讨会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30 第三届军用光电技术发展论坛△ 中国兵工学会

31 第十五届全国爆炸与安全技术学术会议 中国兵工学会

32 国际防务技术大会 中国兵工学会

33 第 29 届国际核工程大会 中国核学会、美国机

械 工 程 师 协 会

（ASME）、日本机械

工程师协会（JSME）

34 第五届极端条件下的物质与辐射国际会议 中国核学会

35 第五届全国辐射物理学术交流会 中国核学会

36 全国核物理大会 中国核学会

37 太平洋地区核能大会(PBNC) 中国核学会

38 全国随机振动理论与应用学术会议 中国振动工程学会

39 全国振动与噪声高技术应用学术会议 中国振动工程学会

40 全国转子动力学学术大会 中国振动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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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化学科学
序号 会议名称 推荐学会名称

1 中国化学会第九届全国配位化学会议 中国化学会

2 中国化学会第七届全国生物物理化学大会 中国化学会

3 中国化学会第十二届全国有机化学学术会议 中国化学会

4 中国化学会第十九届全国青年催化学术会议 中国化学会

5 中国化学会第十四届全国生物医药色谱质谱及相关

技术学术交流会

中国化学会

6 第二十三届辐射固化年会 中国感光学会

7 光催化产业大会 中国感光学会

8 全国近红外光谱学术会议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9 绿色工程教育暨未来工程师论坛* 中国化工学会

10 全国超临界流体大会 中国化工学会

11 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 中国化工学会

12 全国过程模拟与仿真学术会议 中国化工学会

13 亚太离子液体与绿色过程会议 中国化工学会

14 中国工业水大会 中国化工学会

15 中国化工学会精细化工学术年会* 中国化工学会

16 中国化工学会科技创新大会* 中国化工学会

17 全国核化工学术交流会议 中国核学会

18 中日韩炼油技术研讨会 中国石油学会

19 国际造纸技术报告会△ 中国造纸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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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命科学
序号 会议名称 推荐单位名称

1 第二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 中国地理学会

2 中关村论坛 中国地理学会

3 第16届全国野生动物生态与资源保护学术研讨会 中国动物学会

4 第二十次全国贝类学术讨论会 中国动物学会

5 第十六届中国鸟类学大会 中国动物学会

6 中国动物学会第 25 届学术年会 中国动物学会

7 海峡两岸细胞生物学研讨会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8 首届植物科学前沿学术大会* 中国植物学会

9 细胞结构与功能的信号基础研讨会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10 中国干细胞年会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11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2022 年全国学术大会·厦门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12 植物生物学女科学家学术交流会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

子生物学学会

13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全国学术年

会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

子生物学学会

14 2022 年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纳米酶分会年会暨第二

届中国纳米酶大会*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15 2022 生物物理大会△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16 第四届中国人类表型组大会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17 第五届蛋白质介导的膜塑形与重装国际研讨会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18 第九届全国微生物遗传学学术研讨会 中国遗传学会

19 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 中国心理学会

20 中国国际眼动大会 中国心理学会

21 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中国心理学会

22 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学

术会议

中国心理学会

23 2022 中国微生物生态学年会 中国生态学学会

24 第二十一届中国生态学大会△ 中国生态学学会

25 第五届全球变化与生物入侵国际会议 中国生态学学会

26 第七届全国农业文化遗产大会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7 林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十四次学术年会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28 离子通道青年学者学术论坛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29 南京“脑—智”国际研讨会△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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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长三角神经科学论坛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31 长三角神经科学青年论坛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32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感觉和运动分会年会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33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干细胞和组织工程分会

2022 学术年会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34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胶质细胞分会2022学术年

会暨神经胶质细胞代谢调控与疾病“专题研讨会”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35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科学研究技术分会2022年

学术年会*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36 2022 海南国际种业展览会暨南繁硅谷种业发展大

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37 第十五届全国高等院校农业工程及相关学科建设

与教学改革学术研讨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38 世界种业论坛暨世界畜禽产业博览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39 智慧农业与清洁用能专题论坛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40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41 2022 中国生命电子学术年会 中国电子学会

42 ICC 第八届国际膳食纤维大会 中国粮油学会

43 第二十届 ICC 大会 中国粮油学会

44 粮食全产业链节粮减损高峰论坛*△ 中国粮油学会

45 中国粮油学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 中国粮油学会

46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2021-2022 年会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47 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 中国农学会

48 全国葡萄学术研讨会 中国农学会

49 中国农学会棉花分会 2022 年年会 中国农学会

50 中国农学会农业气象分会学术年会 中国农学会

51 全国林木基因组与基因工程高端学术研讨会* 中国林学会

52 中国林业青年学术年会△ 中国林学会

53 中国林业学术大会△ 中国林学会

54 第 15届东亚及东南亚土壤科学联合会国际会议 中国土壤学会、东亚及

东南亚土壤科学联合会

55 第 20 届中国青年土壤科学工作者暨第 15 届中国

青年植物营养与肥料科学工作者学术会议

中国土壤学会、中国植

物营养与肥料学会

56 世界土壤学大会 中国土壤学会、国际土

壤科学联合会

57 中国土壤学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中国土壤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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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022 年中国水产学会青年学术年会 中国水产学会

59 2022 水产生物技术创新与种业高质量发展会议* 中国水产学会

60 2022 渔药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大会 中国水产学会

61 2022 中国水产学会范蠡学术大会 中国水产学会

62 第九届全国饲料营养学术研讨会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63 第七届人兽共患病学术研讨会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64 第十二届亚太家禽大会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世

界家禽学会亚太联盟

65 第四届中国猪业科技大会△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66 第十六届全国青年植保科技创新学术研讨会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67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68 第二十届中国作物学会学术年会△ 中国作物学会

69 国际小麦大会* 中国作物学会

70 全国水稻优质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研讨会△ 中国作物学会

71 全国玉米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中国作物学会

72 中国马铃薯大会△ 中国作物学会

73 全国热带作物学术年会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

74 中国农业生态与生态农业学术研讨会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

75 2022 中国茶业科技年会 中国茶叶学会

76 2022 年草业期刊论坛* 中国草学会

77 第十九届中国草学会年会 中国草学会

78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学术年会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

会

79 NESS 国际科学大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基金会

80 第六届良食峰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基金会

81 国际生物多样性峰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基金会、猿类

联盟

82 重大科技专项研讨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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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球科学
序号 会议名称 推荐学会名称

1 地质灾害与减灾国际系列研讨会 中国地质学会

2 第 17 届（2022 年）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学术年会 中国地质学会

3 第 20 届国际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学术会议 中国地质学会

4 第十届环境与工程地球物理国际会议 中国地质学会

5 全国矿床会议 中国地质学会

6 全国矿田构造与深部找矿预测学术研讨会 中国地质学会

7 全国矿物科学与工程大会 中国地质学会

8 韧性城市国际研讨会 中国地质学会

9 中国地质学会百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地质学会

10 2022 年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 中国地理学会

11 2022 年中国地理学会春季年会暨中国地理编辑出版年会 中国地理学会

12 第十五届中日韩地理学国际研讨会 中国地理学会

13 第五届亚洲地理大会 中国地理学会

14 国际地理联合会百年庆典大会* 中国地理学会

15 2022 世界地理大会*△ 中国地理学会

16 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秋季会议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17 欧洲地学家与工程师学会国际会议与展览会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18 油气地球物理学术年会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19 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20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学术年会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21 2022 世界海洋科技大会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22 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第四届学术年会 中国地震学会

23 中国地震预报论坛——2022 年度学术交流 中国地震学会

24 美丽中国百人论坛 2022 年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5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2 年科学技术年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6 第七届汉中天坑群国际联合科考暨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7 双碳目标与自然资源管理论坛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8 新时期青藏高原资源环境监测与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9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30 第十届中俄矿山深部开采岩石动力学高层论坛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会

31 中国航天大会 中国宇航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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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复杂油气工程科技创新论坛 中国石油学会

33 国际油气勘探技术大会* 中国石油学会

34 全国有机地球化学学术会议 中国石油学会

35 中俄测井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石油学会

36 中国石油物探学术年会 中国石油学会

37 2022 西安-煤地质学·煤炭智能绿色开采地质保障国际学

术交流会△

中国煤炭学会

38 第十一届全国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研讨会 中国煤炭学会

39 中国煤炭学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中国煤炭学会

40 中国北斗应用大会暨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第十一届

年会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

协会

41 2022 年国际环境色彩设计学术论坛* 中国流行色协会

42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43 环境保护与控烟研讨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绿色发展基金

会、无烟草青少年

行动基金

44 全球绿色发展大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绿色发展基金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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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工程与材料科学
序号 会议名称 推荐学会名称

1 全国地震工程学术会议 中国地震学会

2 第 16 届全国青年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大会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3 第 5届全国隧道掘进机工程技术研讨会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4 第七届全国工程安全与防护学术会议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5 第五届国际智能地下空间大会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6 全球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上海峰会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7 雅林论坛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8 2021 机械设计国际会议暨第 21 届机械设计学术

会议△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9 2022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年会暨机械工程大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10 第 19 届全国特种加工学术会议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11 第二十六次全国焊接学术会议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12 第二十七届工业工程与工程管理国际学术会议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13 第七届全国增材制造青年科学家论坛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14 第三十五届全国机械行业可靠性技术学术年会暨

国际可靠性学术论坛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15 第十二届全国流体传动与控制学术会议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16 第十七届全国塑性工程学术年会暨第九届全球华

人塑性技术研讨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17 第十四届全国表面工程大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18 第十五届全国摩擦学大会暨 2021 年全国青年摩

擦学学术会议△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19 第四届极端制造高端论坛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20 国际汽车变速器及驱动技术研讨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1 国际汽车轻量化大会暨展览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2 国际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大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3 国际汽车智能制造大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4 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大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5 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6 汽车行业人才培养院长论坛*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7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8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9 世界智能安全大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世界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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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

30 中国汽车产业链科技创新大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31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32 中国汽车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交易大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33 中国农机青年科学家论坛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34 中国农业机械化展望大会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35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学术年会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36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大会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37 耒耜国际论坛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38 2022 麒麟国际标准高峰论坛暨 IEC 国际标准促

进中心（南京）成立仪式*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国际电

工委员会（IEC）

39 2022 年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电力与能源分会

（IEEE PES）年会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40 2022 年清洁高效发电技术协作网年会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41 2022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市场专业委员会

学术年会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42 2022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年会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43 2022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直流输电与电力电子

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44 第 10 届中国国际供电会议（CICED2022）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45 第 14 届电力系统技术国际会议（PowerCon）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46 第 14 届中美绿色能源论坛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47 第 28 届电机工程国际会议（ICEE2022）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48 第 4 届可持续电力与能源国际会议（iSPEC2022）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49 第 6 届能源互联网与能源系统集成国际会议

（EI2）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50 第五届“清洁能源发展与消纳”高峰论坛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51 国际大电网委员会（CIGRE）2022 年大会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52 国际供电会议组织（CIRED）2022 上海技术研讨

会*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53 电工产品可靠性与电接触国际会议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54 电工技术前沿问题学术论坛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55 国际电气与能源大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56 全国高电压与放电等离子体学术会议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57 世界电动车大会中国分会场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58 世界电气工程科技与发展论坛*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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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学术年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60 中国智能电网学术研讨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61 国际航运协会内河航运国际学术会议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62 全国抽水蓄能技术交流会△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63 全国水工抗震防灾学术交流会△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64 水电流域开发成就与双碳目标下的科学发展论坛

*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65 中国水电青年科技论坛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66 第八届华南地区水论坛 中国水利学会

67 第七届水利期刊发展研讨会 中国水利学会

68 第十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信息学大会 中国水利学会、IAHR 中国分

会

69 黄文熙讲座学术报告会 中国水利学会

70 江苏水论坛 中国水利学会

71 青年治淮论坛 中国水利学会

72 水利学科发展前沿学术研讨会 中国水利学会

73 中国（国际）水务高峰论坛 中国水利学会

74 中国水大会——中国水利学会 2022 学术年会 中国水利学会

75 国际内燃动力智能大会 中国内燃机学会

76 国际内燃机大会 中国内燃机学会、国际内燃

机学会

77 内燃机高效清洁燃烧学术年会 中国内燃机学会

78 内燃机碳中和与排放控制技术学术年会 中国内燃机学会

79 设计与智能制造 2022 学术年会* 中国内燃机学会

80 中国内燃机学会交通能源与动力大会 中国内燃机学会

81 ACGT 亚洲燃气轮机会议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日本

燃气轮机学会，韩国流体机

械学会

82 第二十八届国际低温工程大会暨国际低温工程材

料会议 2022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

83 能源多相传输、转化与利用国际会议*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

84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学术年会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

85 大湾区数据中心冷却技术与系统设计高峰论坛* 中国制冷学会

86 第十七届全国冷链大会暨第十四届全国冷冻冷藏

产业创新发展年会

中国制冷学会

87 中国热泵大会 中国制冷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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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第 25 届 IEEE 智能交通系统国际会议 中国自动化学会、国际电气

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89 国际测试自动化与仪器仪表学术会议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90 国际结构健康监测与完整性管理会议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91 全国敏感元件与传感器学术会议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92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学术年会△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93 BIM 技术国际交流会 中国图学学会

94 CAD 国际学术会议 中国图学学会

95 全国图学教育研讨会 中国图学学会

96 第十九届全国磁学和磁性材料会议 中国电子学会

97 13 届 ISO/TC8/SC4 全会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98 2022 年船舶与海洋结构学术会议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99 2022 年第四届船舶工业智能制造论坛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100 2022 年中国（南通）船舶设计师高峰论坛△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101 第七届国际船舶推进器会议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102 第十四届国际水动力学会议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103 第五届水下无人系统技术高峰论坛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104 风力转子帆在修船改装上的应用专题研讨会*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105 绿色修船表面处理工程技术国际学术会议暨第三

届中国“绿色修船”高峰论坛*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106 碳中和背景下船舶动力技术发展论坛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107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计算机应用学术委员会 2022

年数字化造船学术交流会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108 中日韩 MOU 会议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109 “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 中国航海学会

110 世界航海科学技术大会 中国航海学会

111 亚洲航海学术年会 中国航海学会

112 中国国际救捞论坛 中国航海学会

113 中国航海日论坛 中国航海学会

114 中国航海学会学术年会 中国航海学会

115 国际重载运输大会 中国铁道学会、国际重载协

会

116 铁路运营管理国际研讨会 中国铁道学会

117 中国高速铁路健康管理技术论坛 中国铁道学会

118 中国铁路发展论坛△ 中国铁道学会

119 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 中国航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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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中国航空学会青年科技论坛 中国航空学会

121 第二十二届全国学会复合材料会议 中国宇航学会

122 2021 特种装备国际研讨会暨 火炮发展学术研讨

会*

中国兵工学会

123 兵工学报论坛（车辆电传动技术高端论坛）△ 中国兵工学会

124 2022 年钢铁工业低碳绿色发展论坛暨全国冶金

能源环保技术研讨会

中国金属学会

125 2022 年全国炼铁生产技术会暨炼铁学术年会 中国金属学会

126 2022 年全国轧钢生产技术会议 中国金属学会

127 第八届固态相变国际会议 中国金属学会

128 第八届国际低合金高强度钢会议 中国金属学会

129 第二十一届全国疲劳与断裂学术会议 中国金属学会

130 第六届国际热机械加工会议 中国金属学会

131 第十三届中国钢铁年会△ 中国金属学会

132 第十一届中国金属学会青年学术年会 中国金属学会

133 2022 国际有色金属新材料大会*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134 2022 矿业前沿与信息化智能化科技年会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135 2022 智能矿冶加工技术和装备高端论坛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136 第七届全国有色金属结构材料制备/加工及应用

技术交流会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137 第三届中国（铜陵）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高质量发

展与城市创新资源配置高峰论坛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138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环境保护技术交流会△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139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2022 青年科技论坛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140 中国有色金属冶金第七届学术会议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141 国际烯烃及聚烯烃大会 中国化工学会

142 全国新能源与化工新材料学术会议暨全国能量转

换与存储材料学

中国化工学会

143 中国化工学会全国化工过程强化大会暨化工前沿

高峰论坛

中国化工学会

144 2022 厚煤层绿色智能开采国际会议* 中国煤炭学会

145 2022 年全国煤矿安全、高效、绿色开采与支护技

术新进展会议△

中国煤炭学会

146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147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术大会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148 2022 中国城市碳达峰、碳中和论坛* 中国能源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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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第四届未来能源大会 中国能源研究会

150 绿色山地可持续发展区域合作国际论坛* 中国能源研究会

151 能源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论坛* 中国能源研究会

152 中国核能高质量发展大会* 中国能源研究会

153 中国南亚清洁能源合作论坛* 中国能源研究会

154 中国能源研究会年会 中国能源研究会

155 全国功能玻璃学术研讨会暨新型光电子材料国际

论坛

中国硅酸盐学会

156 全国固态离子学学术会议 中国硅酸盐学会

157 全国特种陶瓷学术年会 中国硅酸盐学会

158 水泥混凝土国际会议 中国硅酸盐学会

159 无机材料结构、性能及测试表征技术研讨会 中国硅酸盐学会

160 武汉耐火材料学术年会 中国硅酸盐学会

161 第五届中国职业安全健康高峰论坛暨第四届东北

亚（吉林）安全应急产业博览会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162 中国颗粒学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 中国颗粒学会

163 海峡两岸第二十九届照明科技与营销研讨会 中国照明学会

164 第三届国际电力电子技术及应用会议 中国电源学会

165 中国电源学会第二十五届学术年会 中国电源学会

166 2022 国际复合材料科技峰会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167 2022 全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技术发展论坛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168 第九届全国交通运输领域复合材料科技会议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169 第三届全国复合材料结构力学青年科学家论坛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170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四届学术年会暨第

十三届国际会议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171 HYDRO 国际研讨会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

172 第 11 届中日韩学术会议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

173 国际大坝委员会第 27 届大会暨第 90 届年会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

174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 2022 学术年会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

175 创新医疗器械审评论坛暨骨/软骨重建与神经再

生材料发展论坛*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

176 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年会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

177 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178 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179 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180 “早期聚落与城市”学术论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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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世界规划大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际城

市 与 区 域 规 划 师 学 会

（ISOCARP）

182 水网地区城乡发展与规划国际会议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183 中国城市规划信息化年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184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年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185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年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186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风景环境规划设计学术委员会

年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187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年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188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

年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189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年

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190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住房与社区规划学术委员会年

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191 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192 第八届国际第三代半导体论坛暨第十九届中国国

际半导体照明论坛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193 中国电子电器检测技术论坛△ 中国检验检测学会

194 第六届中国空天动力联合大会△ 中国科协航空发动机产学

联合体

195 第一届绿色航空与低碳动力高峰论坛* 中国科协航空发动机产学

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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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信息科学
序号 会议名称 推荐单位名称

1 2022 电力行业信息化年会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2 2022 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学

术年会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3 水电和新能源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技术交流会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4 国际真空纳电子会议 中国真空学会

5 2021 中国自动化大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

6 2022 国家机器人发展论坛 中国自动化学会

7 2022 国家智能车发展论坛 中国自动化学会

8 2022 国家智能制造论坛 中国自动化学会

9 2022 中国自动化大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

10 2022 中国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教育大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

11 IEEE 第 11 届数据驱动控制与学习系统会议 中国自动化学会、国际电气

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12 第 33 届中国过程控制会议 中国自动化学会

13 第 34 届中国控制与决策会议 中国自动化学会

14 第 37 届中国自动化学会青年学术年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国际电气

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SMC 分会

15 第 41 届中国控制会议 中国自动化学会、Asian

Control Association 、

IEEE Control Systems

Society 、 Institute of

Control, Robotics, and

Systems

16 第六届中国环境感知与保护自动化会议 中国自动化学会

17 第四届工业人工智能国际会议 中国自动化学会

18 第四届中国认知计算与混合智能学术大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

19 全国第二十七届自动化应用技术交流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

20 全国技术过程故障诊断与安全性战略研讨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

21 “奋发图强”青年科学家论坛 中国图学学会

22 2022 全国 BIM 高峰论坛* 中国图学学会

23 全国 BIM 学术会议 中国图学学会

24 数字化论坛 中国图学学会



19

25 中国网络图形学与 Web3D 论坛* 中国图学学会

26 中国图学大会△ 中国图学学会

27 2022 国际智能无人系统大会△ 中国电子学会

28 2022 量子信息技术学术交流大会 中国电子学会

29 2022 年国际微波毫米波技术会议 中国电子学会

30 2022 全国通信理论与技术学术会议 中国电子学会

31 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 中国电子学会

32 2022 全国电磁频谱空间人工智能学术交流大会* 中国电子学会

33 第 34 届全国化学与物理电源学术年会 中国电子学会

34 第八届全国太赫兹科学技术学术年会 中国电子学会

35 第二十三届全国消费电子技术年会 中国电子学会

36 第十六届中国电子信息年会 中国电子学会

37 第十七届全国电波传播年会 中国电子学会

38 第十一届全国电子数据取证研讨会 中国电子学会

39 第五届全国电子战大会△ 中国电子学会

40 CCF 大数据技术大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

41 CCF 大数据学术会议 中国计算机学会

42 CCF 计算机工程与工艺年会暨“微处理器技术论坛” 中国计算机学会

43 CCF 青年精英大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

44 CCF 数字经济峰会高峰论坛* 中国计算机学会

45 CCF 未来计算机教育峰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

46 CCF 中国软件大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

47 CCF 自主可控计算机大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

48 全国抗恶劣环境学术年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

49 亚太网构软件研讨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美国计算

机协会（ACM）

50 中国互联网学术年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

51 中国计算机大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

52 中国计算机学会芯片大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

53 中国计算机应用大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

54 中国数据挖掘会议 中国计算机学会

55 2022 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 中国通信学会

56 全国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大会 中国通信学会

57 亚太通信大会 中国通信学会

58 中国国际车联网技术大会 中国通信学会

59 中国国际通信大会 中国通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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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中国通信学会环球科学家蓝海论坛 中国通信学会

61 中国卫星应用大会 中国通信学会

62 中国信息通信大会 中国通信学会

63 大数据安全与隐私计算学术会议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64 国际计算语言学年会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65 国际网络空间数据科学大会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国际电

气 与 电 子 工 程 师 协 会

（IEEE）

66 全国机器翻译大会△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67 全国少数民族自然语言处理青年论坛△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68 全国社会媒体处理大会△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69 全国信息检索学术会议△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70 全国知识图谱与语义计算大会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71 全国自然语言处理青年学者研讨会△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72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73 中国健康信息处理学术会议△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74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学术年会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75 自然语言处理实证方法会议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76 国际制导、导航与控制学术会议 中国航空学会

77 2022 年空间电子学有效载荷学术论坛 中国宇航学会

78 第七届空间光学仪器与应用国际研讨会 中国宇航学会、中荷空间光

学仪器联合实验室

79 全国太赫兹科学技术学术年会 中国兵工学会

80 第六届中国（国际）核电仪控技术大会 中国核学会

81 中国核学会第十五届“核科技、核应用、核经济”

三核论坛△

中国核学会

82 中国石油石化企业信息技术交流大会 中国石油学会

83 第三十四届中国仿真大会暨第二十一届亚洲仿真

会议

中国仿真学会

84 中国目标与环境建模仿真技术大会 中国仿真学会

85 中国智能物联系统会议 中国仿真学会

86 亚洲照明大会△ 中国照明学会

87 中国照明论坛 中国照明学会

88 第五届精密光机电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惯性技术学会

89 第二十二届中国虚拟现实大会（ChinaVR2022）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90 第六届 CSIG 文档图像分析与识别前沿理论与应用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21

研讨会

91 第六届视觉大数据高峰论坛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92 第三届中国媒体取证与安全大会（ChinaMFS2022）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93 第十八届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青年科学家会议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94 中国多媒体大会（ChinaMM2022）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95 中国模式识别与计算机视觉大会（PRCV2022）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中国

人工智能学会

96 中国三维视觉大会（China3DV2022）*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97 中国图象图形大会（CCIG 2022）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98 2022 大数据智能化高峰论坛*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99 2022 第 10 届国际表示学习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00 2022 第 14 届亚洲机器学习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01 2022 第 15 届国际知识科学、工程与管理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02 2022 第 17 届欧洲计算机视觉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03 2022 第 19 届国际知识表示与推理原理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04 2022 第 19 届环太平洋人工智能国际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05 2022 第 20 届国际神经网络联合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06 2022 第 21 届国际自主智能体与多智能体系统会议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07 2022 第 22 届 SIAM 国际数据挖掘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08 2022 第 22 届国际数据挖掘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09 2022 第 23 届遗传与演化计算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10 2022 第 25 届人工智能与统计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11 2022 第 26 届计算自然语言学习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12 2022 第 27 届国际自然语言处理经验方法研讨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13 2022 第 27 届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14 2022 第 29 届国际神经信息处理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15 2022 第 31 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16 2022 第 31 届欧洲神经网络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17 2022 第 33 届国际算法学习理论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18 2022 第 35 届计算学习理论年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19 2022 第 36 届国际人工智能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20 2022 第 36 届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21 2022 第 38 届国际人工智能中不确定性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22 2022 第 39 届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会议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23 2022 第 39 届国际机器学习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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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2022 第 60 届计算语言学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25 2022 第八届中国人工智能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26 2022 第七届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27 2022 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28 2022 国际人工智能会议*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29 第 26 届亚太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30 第八届 IEEE 云计算与智能系统国际会议△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31 第二十二届中国粒计算与知识发现学术会议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32 第二十六届国际模式识别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33 第九届中国数据挖掘会议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34 第六届亚洲人工智能技术大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35 第十一届生物信息学与智能信息处理学术年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36 第十一届中国智能产业高峰论坛△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37 农业无人农场工程科技论坛*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38 认知系统和信息处理国际会议△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39 CICC 青年科学家论坛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

140 IEEE 国际无人系统大会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国际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广州分会

141 全国复杂网络学术会议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

142 全国集群智能与协同控制大会△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

143 全国数据链技术学术会议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

144 全国指挥控制网络安全大会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

145 中国指挥控制大会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

146 2022 中国光纤传感大会*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147 2022 年世界光子大会暨第 11 届国际应用光学与光

子学技术交流大会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148 第九届国际新型光电探测技术及其应用研讨会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149 第六届高光谱技术及其应用研讨会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150 第六届全球智能工业大会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151 第六届微纳光学技术与应用交流会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152 第三届光电子集成芯片立强论坛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153 第五届光信息与光网络大会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154 国际先进光纤激光研讨会（AFL2022）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155 全国海洋光学高峰论坛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156 未来技术与颠覆性创新国际大会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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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中国激光技术及产业发展大会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158 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

159 中国图书馆学会医学图书馆分会第 29 届学术研讨

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

160 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 2022 年年会暨专

业图书馆发展论坛

中国图书馆学会

161 2022 中国国际时尚创意论坛 中国流行色协会、亚洲色彩

联合会

162 第十四届亚洲色彩论坛 中国流行色协会、亚洲色彩

联合会

163 色彩认知与视觉还原——中国色彩的跨学科研究

论坛（2022）*

中国流行色协会

164 第十三届第三方检测实验室发展论坛暨展览会检

验检测技术分论坛

中国检验检测学会

165 检验检测平台创新与发展高峰论坛△ 中国检验检测学会

166 NQI 科技服务大会* 中国检验检测学会

167 “新时代科技传播与出版研究”国际会议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

168 Eth Shanghai：Web 3.0 开发者峰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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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管理科学
序号 会议名称 推荐单位名称

1 美国管理学年会 中国心理学会

2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传承与

开发研讨会*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3 新时代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论

坛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4 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

讨会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5 2022 GSUA 国际会议暨第 36 届全国灰色系统学

术会议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

6 2022 大数据时代的智慧交通与物流国际会议暨

第十届国际决策科学高峰论坛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

7 2022 年管理学院/商学院院长论坛暨中国“双法”

研究会高等教育管理学术年会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

8 2022 年中国能源经济与管理学术年会△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

9 第二十四届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暨中国优选

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年会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

10 第十二届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

青年论坛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

11 第十届全国低碳发展管理学术年会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

12 第十七届国际应急管理论坛暨中国“双法”研究

会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第十八届年会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

13 第五届中国“双法”研究会评价方法与应用分会

年会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

14 气候与能源金融国际会议 2022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

15 中国“双法”研究会风险管理分会学术年会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

16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量化金融

与保险分会学术年会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

17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智能决策

与博弈分会第三届学术年会暨“双碳”驱动下的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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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决策与博弈论坛

18 2022 地下物流系统与智能运输国际研讨会*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会

19 第 21 届知识与系统科学国际会议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国

际知识与系统科学学

会

20 第七届 IEEE 风险解析研讨会暨管理科学与工程

国际论坛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21 第七届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学术年会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22 第三届港航经济系统工程年会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23 第四届体系工程学术会议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24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学术年会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25 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大会 中国通信学会

26 航天高端系列对话 中国宇航学会、凯莱斯

基金会、安全世界基金

会

27 外层空间法治国际论坛 中国宇航学会、国际空

间法学会

28 全国石油经济学术年会 中国石油学会

29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科技大会（原中国职业安全健

康协会学术年会）△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

会

30 全国市域治理与城市大脑峰会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

31 全国农业大数据与监测预警学术研讨会 中国农学会

32 中国计算机农业应用学术研讨会 中国农学会

33 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 中国农学会

34 2022 年中国情报学年会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

会

35 科技情报新青年学术论坛*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

会

36 数字空间与社会治理智库联盟会议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

会

37 全民阅读论坛 中国图书馆学会

38 中国图书馆年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

39 中国图书馆学会百县馆长论坛 中国图书馆学会

40 海峡两岸区域发展论坛暨海峡两岸应急产业发

展高端论坛△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

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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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技术创新圆桌会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

策研究会

42 科研诚信与负责任创新保障科技自立自强学术

研讨会*△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

策研究会

43 全国技术预见学术研讨会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

策研究会

44 全国科技评价学术研讨会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

策研究会

45 全国科学计量学与科教评价研讨会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

策研究会

46 全国科研管理创新百人论坛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

策研究会

47 中国科技政策论坛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

策研究会

48 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暨研究会理事会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

策研究会

49 中国青年创新论坛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

策研究会

50 双碳目标下TOD创新与城市发展论坛暨国土交通

TOD 委员会年会*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51 乡村振兴绿色发展论坛*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52 第四届中国自然科普教育高峰论坛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53 世界生态文明论坛*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国

际地球宪章

54 世界乡村复兴大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55 “中巴经济走廊大学联盟”交流机制第五次会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56 2022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57 2022 大学联合会全球论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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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医学科学
序号 会议名称 推荐单位名称

1 2022 国际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会亚太学会年会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

2 第 32 届欧洲生物材料学会年会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

3 第四届医学中新技术与新装备国际学术会议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

4 2022 年中国消化内镜学年会 中华医学会

5 2022 亚太消化疾病周大会暨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

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

6 第二十九届全国泌尿外科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

7 第十五届中国健康服务业大会暨中华医学会第十三

次全国健康管理学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

8 中华医学会第 16 次全国重症医学大会 中华医学会

9 中华医学会第 28 次全国麻醉学术年会（2022）△ 中华医学会

10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八次全国皮肤性病学术年会 中华医学会

11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 中华医学会

12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次全国内分泌学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

13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次全国胸心血管外科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

14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二届骨科学会议暨第十五届 COA

学术大会△

中华医学会

15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九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 中华医学会

16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六次全国眼科学术大会△ 中华医学会

17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七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 中华医学会

18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心血管年会 中华医学会

19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五次全国神经病学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

20 中华医学会第三十次全国医学影像技术学学术大会 中华医学会

21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医学美容学术大会 中华医学会

22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术会

议

中华医学会

23 中华医学会第十六次全国生殖医学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

24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

25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年会-2022(第二十三次全国呼

吸病学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

26 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第二十五次全国急诊医学

学术年会

中华医学会

27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 2022 年全国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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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中华医学会

29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二十五次全国学术会议

△

中华医学会

30 第十八届国际络病学大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31 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二十六次全国风湿病学术会议 中华中医药学会

32 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第三十九次学术大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33 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第二十二届年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34 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35 中华中医药学会介入心脏病学分会第八次全国中西

医介入心脏病学论坛

中华中医药学会

36 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37 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第三十四次全国脾胃病

学术交流大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38 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39 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第二十一次学术年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40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炮制分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41 2022 全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术年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42 第二十次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学学术会议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43 第二十九届全国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年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44 第二十六次全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术会议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45 第十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46 第十七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围手术期专委会年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47 消化内镜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第八次学术会议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48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疾病专业委员会 2022 年学

术会议*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49 2022 年中国药学大会 中国药学会

50 2022 年中国药学会药物分析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中国药学会

51 第三十二届全国医院药学学术年会暨第八十届 FIP

卫星会

中国药学会

52 第十五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 中国药学会

53 中国药学会 2022 年药物化学研讨会暨第十二届世界

华人药物化学研讨会

中国药学会

54 中国药学会第二十二届中国药师周 中国药学会

55 全国护理管理改革创新高层论坛 中华护理学会

56 全国护理教育学术会议暨护理学院（校）长论坛 中华护理学会

57 全国手术室护理学术交流会议 中华护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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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消毒供应中心发展论坛 中华护理学会

59 中国解剖学会第37届学术年会暨第15次全国会员代

表大会

中国解剖学会

60 2021-2022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大会暨创新医疗峰会

△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61 2022 年世界医学物理与生物医学工程大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62 2022 全国体外循环学术年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63 2022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论坛△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64 2022 中国医学人工智能大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65 第二十二届中国心律学大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66 第十届全国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大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67 第十六届生物医学光子学与成像技术国际学术研讨

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68 第五届国际医用机器人创新发展论坛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69 2022 中国肥胖防控研讨会* 中国营养学会

70 全国临床营养学术会议 中国营养学会

71 香山科学会议“中国居民营养素摄入量和慢性病防

控”学术讨论会

中国营养学会

72 2022 中国针灸学会年会△ 中国针灸学会

73 2022 年结核病科学研究与高峰论坛* 中国防痨协会

74 第 34 届全国学术大会暨结核病诊防治新技术推广应

用高峰论坛

中国防痨协会

75 多学科诊疗专业分会学术年会 中国防痨协会

76 结核病转化医学高峰论坛 中国防痨协会

77 全国皮肤病防治学术年会 中国麻风防治协会

78 How I Treat 国际淋巴肿瘤高峰论坛 中国抗癌协会

79 国际肿瘤精准医学高峰论坛 中国抗癌协会

80 全国肝癌学术会议 中国抗癌协会

81 全国胃癌学术会议 中国抗癌协会

82 全国小儿肿瘤学术会议△ 中国抗癌协会

83 全国肿瘤营养学大会 中国抗癌协会

84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年会 中国抗癌协会

85 中国淋巴瘤个体化治疗大会 中国抗癌协会

86 中国肿瘤标志物学术大会 中国抗癌协会

87 中国肿瘤学大会△ 中国抗癌协会

88 肿瘤重症医学大会 中国抗癌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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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2022 年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90 2022 中国体育史年会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91 第八届中国体育博士高层论坛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92 第七届中国多巴高原训练与健康国际研讨会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93 第十二届全国运动心理学学术会议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94 中国毒理学会第十届全国毒理学大会 中国毒理学会

95 中国毒理学会药物毒理与安全性评价学术大会（2022

年）

中国毒理学会

96 2022 物理治疗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学术年会 中国康复医学会

97 2022 中国康复医学会综合学术年会暨国际康复设备

博览会△

中国康复医学会

98 2022 中国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

中国康复医学会

99 第五届“一带一路”中部康复高峰论坛暨第七届国际

康复设备博览会

中国康复医学会

100 第五届海峡康复产业高峰论坛暨“一带一路”东部康

复医学论坛

中国康复医学会

101 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第十九届年会 中国康复医学会

102 科普工作委员会年会暨康复科普创新作品评选* 中国康复医学会

103 中国康复医学会“一带一路”西部康复医学论坛△ 中国康复医学会

104 中国康复医学会东北亚康复论坛△ 中国康复医学会

105 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第十五届全国

脊柱脊髓学术会议

中国康复医学会

106 中国康复医学会粤港澳大湾区康复论坛* 中国康复医学会

107 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学术年会 中国康复医学会

108 大湾区疫苗峰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

109 第 24 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中国卫星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

110 第九届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国际会议 中华预防医学会

111 全国疫苗与健康大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

112 世界流感大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亚太

流感控制联盟

113 体育运动与健康大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

114 中国妇幼健康学术大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

115 中国狂犬病年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

116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 31 次全国医院感染学术年会 中华预防医学会

117 第 24 次全国口腔医学学术会议 中华口腔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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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全国口腔颌面外科学术大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

119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学专业委员会全国口腔修

复学术会议

中华口腔医学会

120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

121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全国口腔正畸

学术会议

中华口腔医学会

122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全国口腔种植

学术大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

123 中华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民营口腔医疗年

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

124 中国·国际第 18 届现代救援医学论坛△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

125 2022 年结直肠肛门外科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26 2022 心血管影像高峰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27 2022 长白山精准医学高峰论坛——基因检测技术诊

治新进展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28 第八届全国超微与分子病理学高端学术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29 第八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甲状腺疾病高峰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30 第二十二届国际眼科学学术会议和第二十二届国际

视光学学术会议（C00C2022)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31 第六届北京香山心肺复苏高峰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32 第六届全国细胞外囊泡大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33 第六届中国医院药物经济学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34 第三届国际数字智能化诊疗技术大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35 第三届中国医疗产业创新高峰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36 第十四届 CEC 血管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37 第十五届国际艾滋病临床影像学会议暨第十三届全

国感染及传染病影像学学术会议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38 第四届医患体验高峰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39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医院大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40 第五届国际休克与脓毒症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41 第五届过敏医学国际高峰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42 第五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儿童肿瘤专业委员会学

术会议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43 2022 全口义齿传统与数字化种植技术学术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44 肝胆胰疾病病理新进展暨第五届南京鼓楼消化病理

高峰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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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国际神经高峰论坛暨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再生

与修复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会议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46 华南脾胃消化病中西医整合高峰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47 母胎心血管医学高峰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48 全国神经系统发作性疾病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49 卫生应急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暨 2022 卫

生应急医学高端学术交流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50 细胞外囊泡基础研究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51 眩晕医学论坛（第七届）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52 疑难重症病例临床思维辩享学术交流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53 中国疾病细胞/生物治疗大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54 中国介入神经病学大会暨第 18 届脑血管病高峰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55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高峰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56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五届睡

眠医学学术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57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学专业委员会 2022 年第

七届学术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58 中西医结合呼吸专业委员会 2022 年学术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59 重症学术进展大会(山西省）*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60 中国卒中学会第八届学术年会暨天坛国际脑血管病

会议 2022

中国卒中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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