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世界索引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2018 年中国索引学会年会
议程
一、2018 年中国索引学会年会开幕式
时间：2018 年 10 月 18 日 9:00-10:10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一楼学生活动广场
（国定路 440 号，近政通路）
主持人：聂华 中国索引学会副理事长

议程：
1. 9:00-9:10 复旦大学领导致辞
2. 9:10-9:20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领导致辞
3.9:20-9:30 国际索引联盟国际协调员 Mary Russell 致辞
4.9:30-10:10 中国索引学会工作报告

10:10-10:40 合影、茶歇
二、联盟成员工作交流
时间：2018 年 10 月 18 日 10:40-12:00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一楼学生活动广场
（国定路 440 号，近政通路）
主持人：陈锐 中国索引学会副理事长

10:40-12:00 联盟成员交流 2015-2018 年工作

12:00-13:20 旦苑二楼午餐

二、“发展中的世界索引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报告
时间：2018 年 18 日 14:00-18:00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学生广场（国定路 440 号，近政通路）
主持人：柯平 中国索引学会副理事长
议程：
主题报告 1：The Case of Research Data: Strategies for Enabling FAIR Principles
（45 分钟）
报告人：英国国家档案馆副馆长 Louise Corti

主题报告 2： Using Indexing and Classification to Enhance and Preserve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genous Peoples（45 分钟）
报告人：纽约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编目主任 George Prager

15:30-15:45 茶歇
主持人：叶继元 中国索引学会副理事长
主题报告 3：新世纪中国索引编纂与研究述评——基于 2000-2017 年的索引成果（45 分
钟）
报告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 王彦祥

主题报告 4：书目索引编纂方式及其意义：以《民国时期总书目》为例（45 分钟）
报告人：复旦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龙向洋

主题报告 5：
《中国法律主题词表》项目的缘起、框架和研制进展——以国际法为例（45 分
钟）
报告人：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钱崇豪

18:30—20:30 晚餐燕园

“发展中的世界索引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 2018 年中国索引学会年会颁奖仪式兼闭幕式
分会场报告（一）
时间：2018 年 10 月 19 日 8:45—12:00
地点：复旦大学理科图书馆报告厅
议程：

主持人：蔡迎春 中国索引学会上海工作站站长
大会报告 1：中国引文索引的现状与思考（15 分钟）
报告人：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赵蓉英
大会报告 2：张琪玉教授关于数据库索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之研究（15 分钟）
报告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王兰成

大会报告 3：试论万事万物皆可索引（15 分钟）
报告人：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邹鼎杰

大会报告 4： 国外索引类数据库知识服务趋势分析（15 分钟）
报告人： 上海图书馆 颜佳
大会报告 5：奋战八载 终结硕果----写在《日•美•俄 20 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文献目录》
出版之际（15 分钟）
报告人： 复旦大学历史系 傅德华
大会报告 6：网络大数据条件下索引数据库技术发展初探（15 分钟）
报告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陈菊

10:15—10:30 茶歇

主持人：卢云辉 中国索引学会副理事长
大会报告 7：索引编制预处理研究及《条例》图谱分析（15 分钟）

报告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吴彬

大会报告 8：一种通过搜索引擎和 CNN 对论文分类的方法（15 分钟）
报告人：深圳点通数据公司

万享

大会报告 9：中国大陆 ESI 上榜机构及学科分析（15 分钟）
报告人：清华大学图书馆 赵呈刚
大会报告 10：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近十年索引研究可视化分析（15 分钟）
报告人：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张思龙
大会报告 11：基于期刊论文和专利的国内搜索引擎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15 分钟）
报告人： 山东图书馆 刘阳
大会报告 12：浅论数据库技术发展与索引编制系统建设（15 分钟）
报告人：国际关系学院信息科技学院 王弘毅

12:00-13:00 旦苑二楼午餐

分会场报告（二）
时间：2018 年 10 月 19 日 9:00—12:00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1601 室
主持人：杨光辉 中国索引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议程：
大会报告 1：
《上海府县旧志丛书·篇目索引》的编制（15 分钟）
报告人：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 王雅戈
大会报告 2：谈国家标准《地方志索引编制规则》
（15 分钟）
报告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图书馆 衡中青
大会报告 3：面向电子书的书后索引编制法——以地方志为例（15 分钟）

报告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胡小菁

大会报告 4：
《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人名索引》
《地名索引》的编制（15 分钟）
报告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

王彦祥

大会报告 5：
《上海府县旧志丛书·物产索引》的编制（15 分钟）
报告人：复旦大学图书馆 杨雪珂
大会讨论 1：国家标准《地方志索引编制规则》的推广（30 分钟）
大会讨论 2：
《上海府县旧志丛书索引》的编制规则（30 分钟）

12:00-13:00 旦苑二楼午餐

分会场报告（三）
时间：2018 年 10 月 19 日 13:45—16:00
地点：复旦大学理科图书馆报告厅
议程：

主持人：张静波 中国索引学会副理事长
大会报告 1：中日合作编制古籍图书索引的体会——《白氏文集》索引编制概述（15 分
钟）
报告人：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 王雅戈
大会报告 2：“索引之星 3.0”软件的功能特点与应用技巧（15 分钟）
报告人：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毋栋

大会报告 3：我国索引研究的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 ——以《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1993
－2017 年为数据源（15 分钟）
报告人：北京印刷学院 李彤
大会报告 4：我国近年来索引著作出版状况盘点及发展趋势分析（15 分钟）
报告人：北京印刷学院 万夙婕

14:45—15:00 茶歇

主持人：王彦祥：中国索引学会副理事长
大会报告 5：我国索引专业化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基于《中国索引》刊载论文的统计分
析（15 分钟）
报告人：北京印刷学院 申贇祎
大会报告 6：新世纪以来非索引刊物发表索引主题论文的特色化分析（15 分钟）
报告人：北京印刷学院 张语桐
大会报告 7：基于 T-reap 理论的关系数据库索引构建（15 分钟）
报告人：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高宾

大会报告 8：基于 DCI 的中美数据论文计量比较分析（15 分钟）
报告人： 上海图书馆 姚啸华

2018 年中国索引学会年会颁奖仪式兼闭幕式
时间：10 月 19 日 16:00-16:30
地点：复旦大学理科图书馆报告厅
主持人：刘苏南 中国索引学会副理事长

17:00-19:00 晚餐燕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