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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简介 

一百年前，在“五·四”运动推动下，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先驱者们倡议成立中国天

文学会，“以求天文学进步及普及天文学为宗旨”，“深知今兹时代，非科学竞争，不足

以图存；非合群探讨，无以致学术之进步”。1922 年 10 月 30 日，中国天文学会在北

京成立，并设会所于中央观象台（北京古观象台）。1932 年会所迁至南京，挂靠在中

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前身）。 

1949 年后，中国天文学会先后由中国科联和中国科协领导，并挂靠在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直至现在。 

中国天文学会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现任第十四

届理事会由 50 位理事组成。中国天文学会理事会每届任期 4 年。中国天文学会现有单

位会员 33 个，包括天文台、研究所以及有天文研究和教育的高校等；个人会员 3000

余人，主要是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教师等。中国天文学会下设 8 个工作委员会、

1 个基金工作组和 11 个专业委员会，与 16 个省市天文学会和 2 个省市天文小组建立

业务指导关系。 

1935 年中国天文学会加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简称 IAU），成为其团体会员单位，

目前拥有 558 名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个人会员。 

中国天文学会每年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讲座，以促进全国天文工作者之间

的学术交流，多次举办大型学术年会，多次承办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专题研讨论会，

多次与日、德、法联合举办双边学术会议，并多次举办全国青少年天文知识竞赛等科

普活动。 

中 国 天 文 学 会 主 办 期 刊 有 ：《 天 文 学 报 》、《 Research in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天文学进展》、《天文技术与仪器》、《天文爱好者》。 

中国天文学会设立中国天文学会张钰哲奖、中国天文学会黄授书奖、中国天文学

会黄润乾奖、中国天文学会陆埮奖，均每两年颁发一次。 

中国天文学第十四届理事会换届时间：2018 年 10 月 

法定代表人：景益鹏 

理事长：景益鹏 

秘书长：周济林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元化路 10 号邮编：210023 

电话： 025-83332036（兼 FAX） 

E-mail：cas.nj@pmo.ac.cn 

网址：http://astronomy.pmo.cas.cn 

mailto:cas.nj@pmo.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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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代表： 

您好！ 

热烈欢迎您参加中国天文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本次会议受到各位代表的大力支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会议期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如果在接待安排方面考虑

不周，或者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您在会议期间有何需求，请与会务组联系，我们将尽力为您

提供便利。 

祝您在南京期间，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中国天文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组委会 

202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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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天文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仪器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物理科学部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中国科学院 

云南天文台、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 

心、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北京大学物 

理学院天文系、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中国科技大学天文学系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天 

文馆、清华大学天文系、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广州 

大学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厦门大 

学天文学系、上海交通大学天文系、中山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苏州市青少年天文观测站、华中 

科技大学天文学系、上海天文馆、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 

所及天文系、西华师范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山东大学（威 

海）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河北师范大学空间科学与天文 

学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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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1、欢迎大家参加中国天文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为

保证会议顺利进行，请与会代表仔细阅读本手册。 

2、会议时间：2022年11月15-18日。 

3、会议地点：南大国际会议中心，南京市仙林大道163号。 

4、请获奖人员按席卡对号入座。 

5、各位代请与会务人员联系：宁宗军15051887216。 

6、会务组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会场报到： 张   旸 13951824497 

会场管理:    杨  艳  13770637253； 

车辆保障： 侯永辉 18952023316 

票务管理： 朱林林  18502558586 

应急管理： 朱庆生：1350518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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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及十五次会员

代表大会日程安排（十四届七次常务理事会通过） 

中国天文学会成立百年纪念大会（地点：南大国际会议中心）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1 月 15 日 14：00 十四届第六次党委扩大会议 思学厅 

 14：30 十四届第八次常务理事会、七次理事会（合并） 

11 月 16 日 08:30 宣布开幕  

 

 

 

 

三江厅 

 08:35 理事长和领导致辞 

 09：30 宣读贺信 

 09：40 颁奖 

 09：45 观看宣传片《逐梦苍穹》 

 10：00 合影并参观百年成就展 

 10：30 中国天文学会百年历程（方成） 

 11：15 缅怀先哲，励志奋进（苏定强） 

 12：00 纪念大会闭幕 

 14：00 3 获奖人和 4 个特邀学术报告 

 14：00 中国天文学会第一届陆埮奖评选会 恒学厅 

 中国天文学会第九届黄授书奖评选会 

 19:00 高级科普 1+专题讲座 1 三江厅 

中国天文学会第十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地点：南大国际会议中心） 

 19：00 十五大预备会、主席团会议 恒学厅 

11 月 17 日 8：30 十五大代表大会开幕式 紫金厅 

 10：30 分组讨论 思学厅、向学厅、恒学厅、励学厅 

 13：30 十五大代表会（续） 紫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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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主席团会议 思学厅 

 16：00 第十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向学厅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思学厅 

 17：00 第十五届理事会第一次党员大会 思学厅 

 18：00 第十五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 紫金厅 

中国天文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学术报告 

2022 年 11 月 16 日，大会报告地点：三江厅 

主持： 白金明 

时间 报告类型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4:00-14:15 特邀报告 LAMOST 光谱巡天 赵永恒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14:15-14:30 特邀报告 超大质量黑洞暂现吸积 王挺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4:30-14:45 特邀报告 

Gravitational Lensing 

of Gravitational 

Waves and Its 

Applications/引力波的

引力透镜及其应用 

朱宗宏 武汉大学 

14:45-15:25 特邀报告 
弱引力透镜精确测量及

其宇宙学应用 
张骏 上海交通大学 

15:25-15:40 茶歇 

主持： 宫雪非 

15:40-16:20 特邀报告 
“羲和号”太阳探测卫

星及首批观测数据介绍 
丁明德 南京大学 

16:20-17:00 特邀报告 银河系结构 徐烨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

台 

17:00-17:40 特邀报告 

Filling a void in 

probing galactic 

ecosystems/填补探索

星系生态环境的空白 

崔伟 清华大学 

主持： 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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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45 专题讲座报告 ALMA 十年科学进展 张其洲 美国 CfA 

19:45-20:30 
科普报告 全球最大天文馆－上海天

文馆 

林清 上海科技馆 

 

中国天文学会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表彰人员名单 

一、中国天文学会最高荣誉奖 

获奖人：叶叔华、曲钦岳 

二、中国天文学会第十六届张钰哲奖 

获奖人：赵永恒 

三、中国天文学会第五届黄润乾奖 

获奖人：王挺贵、朱宗宏 

四、中国天文学会 2012-2021 年突出贡献奖 

（获奖人 51 人、按拼音排序）： 

白金明、毕少兰、曹晨、陈学雷、戴子高、邓李才、邓元勇、

丁明德、樊军辉、傅燕宁、甘为群、高 煜、顾伯忠、韩金林、

洪晓瑜、胡小工、焦文海、孔旭、李国平、李向东、梁恩维、

林 隽、 刘晓为、 孟红宇、彭勃、彭青玉、乔荣川、施建荣、

宋 谊、宋华刚、 汤海明、王广利、王建民、王娜、王晓彬、

温娅媛、 吴学兵、 谢基伟、 徐仁新、徐  烨、严  俊、颜毅华、

余 恒、张海龙、张力、张首刚、赵海斌、郑为民、周礼勇、朱

永田、朱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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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表彰人员名单 

一、中国天文学会“基础服务先进工作者奖”8 名 

1、张华（观测服务，新疆天文台） 

2、罗近涛（观测服务，国家授时中心） 

3、薛蓉蓉（编辑出版，紫金山天文台） 

4、鞠青华（编辑出版，云南天文台） 

5、张长喜（仪器维护、编辑出版，北京天文馆） 

6、吴超勇（观测服务、仪器维护，高能物理研究所） 

7、周志中（观测服务、仪器维护，国家天文台） 

8、龙明亮（观测服务、仪器维护，上海天文台） 

二、中国天文学会“学会先进工作者奖”6 名 

1、韩萌（北京天文馆） 

2、黄滟（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3、邵正义（中科院上海天文台） 

4、许文（天津科技馆、天津市天文学会） 

5、郑其强（福建省长乐一中） 

6、朱庆生（中科院南京天文仪器有限公司） 

三、中国天文学会“天文科普先进工作者奖”8 名 

1、邓荣标（广州大学） 

2、苟利军（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3、任大勇（山东大学（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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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  韡（上海天文馆） 

5、阎为国（天津市天津中学） 

6、薛永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陈子昆（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8、吴  伟（南京大学） 

四、中国天文学会“长期为天文事业作出奉献的天文工作者”33

名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欧阳自远、陈建生、艾国祥、汪景琇、严俊、

林钢华、杜红荣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熊耀恒、张蜀新。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郝家宁、任小平、吴建江、姚晓冬、马俊

梅、吕静、李弘、辛海琴、居建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黄佩诚、林传富、陈菊平、杨志根。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朱紫、周庆林。 

中科院南京天文仪器有限公司：王永、石永祥、汪贵林、韩先华、芦

龙新、毕镇荣。 

7、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曾裔中、倪厚坤、乔撩云 

五、中国天文学会“地方合作特别贡献奖“1 名 

田才让（青海冷湖工业园管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