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0 - 8:20

LIN, Zi-wei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马伯强

（北京大学）

张卫宁

（大连理工大学）

10:05 - 10:25

罗晓峰

（华中师范大学）

邓建

（山东大学）

陈晶

（北京大学）

12:00 - 14:00

林树

（中山大学）

高飞

（北京大学）

WU, Shanjin

（北京大学）

LI, Jixing

（北京大学）

15:55 - 16:15

任延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

茹芃

（大连理工大学）

韦德贤

（复旦大学）

龚畅

（北京大学）

18:30                              晚 餐

11:35 - 12:00 Baryon number fluctuations and chemical freezeout

8:55 - 9:30 The strange quark-antiquark asymmetry of the nucleon sea

Heavy Quark Flow as Better Probes of QGP Properties

9:30 -10:05 Squeezed back-to-back correlations of \phi/phi in Au+Au
& d+Au collisions at the RHIC energies

                            合影、茶歇

17:40 -18:05 Л/¯("Л" )碎裂过程中的EMC 效应

14:35 - 15:05

                             茶 歇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meson and related

transport properties

                                                           午  餐、午休

III - 26日下午

 主持人：耿立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4:00 - 14:35 Quark mass effect in anomalous transports

16:15 - 16:45 Extracting the image of pion-emitting sources in a

fixed frame

Pion azimuthal anisotropy for partially coherent

sources in ultra-relativistic heavy ion collisions

IV- 26日下午

主持人：彭光雄 （中国科学院大学）

17:15 - 17:40 Nonlinear response to initial anisotropy in high-

energy heavy-ion collisions

15:30 - 15:55 Cumulants of net-charge distribution and net-proton
distribution from iEBE-VISHNU hybrid model

II - 26日上午

主持人：Zi-wei Lin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Universal relations between non-Gaussian

fluctuations in heavy-ion collisions

                             开 幕 式（领导致词）

I - 26日上午

主持人： 任中洲 (南京大学)

2017⼤连“QCD相结构与集体效应”学术研讨会
会 议 日 程（6月26日）

16:45 - 17:15

10:25 - 11:00 RHIC重离子碰撞能量扫描中守恒荷涨落以及QCD临界点的实

验研究

11:00 - 11:35

8:20 - 8:55

15:05 - 15:30 Dynamical critical fluctuations based on Langevin
dynamics



蒋维洲

（东南大学）

常雷

（南开大学）

何联毅

（清华大学）

9:45 - 10:05

肖志刚

（清华大学）

冯笙琴

（三峡大学）

刘玉琛

（复旦大学）

摆展

(北京大学）

12:05 - 14:00

彭光雄

（中国科学院大学）

毛鸿 基于孤子模型的强子-夸克相变探索

（杭州师范大学）

巢静宜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陈浩磊

（复旦大学）

16:00 - 16:20

陈保义

（天津大学）

张勇

（内蒙古科技大学）

ZHAO, Wenbin

（北京大学）

18:30

VII - 27日下午

 主持人：肖志刚 （清华大学）

14:00 - 14:35 等效粒子模型与QGP性质

14:35 - 15:05

                             晚 餐

VIII- 27日下午

主持人：刘福虎 （山西大学）

16:20 - 16:50 Collective flows of QGP on charmonium and

bottomonium production at LHC

16:50 - 17:20 介质效应导致的φ 介子背对背关联以及横动量谱和椭圆流

的改变

                             茶 歇

15:05 - 15:35 Thermal Photon Polarization Tensor in an External Magnetic
Field

15:35 - 16:00 Analogy between rotation and density for Dirac fermions in a
magnetic field

                                                           午  餐、午休

10:40 - 11:15 The Study of Charge Separation Signal in

Relativistic Heavy-Ion Collisions

11:40 - 12:05 Compact Stars with Hadron-quark transition

VI - 27日上午

主持人： 刘广洲 （吉林大学）

10:05 - 10:40 The status of the CSR External-target Experiment (CEE)

                              茶 歇

9:10 - 9:45 Finite-momentum pairing in quark matter and in cold

atoms

V - 27日上午

 主持人： 马伯强 （北京大学）

8:00 - 8:35 核子层次NJL 模型的核物质性质和夸克手征凝聚

8:35 - 9:10 A perspective on in-hadron condensates

2017大连“QCD相结构与集体效应”学术研讨会
会 议 日 程（6月27日）

17:20 - 17:45 Collective flow in 2.76 A TeV and 5.02 A TeV Pb+Pb

collisions

11:15 - 11:40 Wigner function in curved spacetime



张本威

（华中师范大学）

刘福虎

（山西大学）

付伟杰

（大连理工大学）

9:45 - 10:05

秦广友

（华中师范大学）

张汉中

（华中师范大学）

WEI, Shu-yi

（山东大学）

11:45 - 14:00

XING, Hongxi

（Argonne National Lab）

宋慧超

（北京大学）

孙开佳

（上海交通大学大学）

15:40 - 16:00

许晓明

（上海大学）

陈刚

（中国地质大学）

17:10 - 17:40
代巍

（华中师范大学）
Nuclear suppression of $\phi$ and $\rho^0$ meson

yields with large $p_T$ at the RHIC and the LHC

YU, Ning

（华中师范大学）

18:30

16:35 - 17:10 Properties of light (anti) nuclei and (anti)

hypertriton production in HEHIC

14:00 - 14:35 QCD factorization in dilute and dense nuclear medium

                                                           午  餐、午休

                            Banquet

XII- 28日下午

主持人：张汉中 （华中师范大学）

16:00 - 16:35 Meson-meson scattering in hadronic matter

17:40 - 18:10 Beam energy dependence of $d$ and $\bar{d}$

production in Au+Au collisions at RHIC

                             茶 歇

14:35 - 15:10 Correlations and fluctuations at RHIC and the LHC

15:10 - 15:40 Probing QCD critical fluctuations from light nuclei

production in relativistic heavy-ion collisions

10:40 - 11:15
Probing Transverse Momentum Broadening via Dihadron

and Hadron-jet Angular

Correlations in RHICs

11:15 - 11:45

2017大连“QCD相结构与集体效应”学术研讨会
会 议 日 程（6月28日）

IX - 28日上午

 主持人： 张卫宁 （大连理工大学）

8:00 - 8:35 Jet tomography in high-energy nuclear collisions

                              茶 歇

Dijet Asymmetry

10:05 - 10:40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jets and medium

8:35 - 9:10

X - 28日上午

主持人： 张本威 （华中师范大学）

XI - 28日下午

 主持人：卲凤兰 （曲阜师范大学）

高能碰撞中反应系统的动力学冻结温度与末态粒子的横向流

速

9:10 - 9:45 Chiral symmetry breaking via Functional

renormalization Group



张丰收

（北京师范大学）

马永亮

（吉林大学）

耿立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9:45 - 10:05

徐骏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LI, Sheng-tai

（华中师范大学）

丁明慧

（南开大学）

CAO, Gaoqing

（复旦大学）

12:10 - 14:00

郭云

（广西师范大学）

李斯文

（复旦大学）

陈翀尧

（北京大学）

15:30 - 16:00

包景东

（北京师范大学）

刘玉鑫

（北京大学）

17:10 - 17:30

18:30

16:00 - 16:35 反常输运统计动力学

16:35 - 17:10 Dynamical Chiral Symmetry Breaking vs Explicit

Chiral Symmetry Breaking

14:00 - 14:35 Matrix Models for Deconfinement and Their

Perturbative Corrections

                                                           午  餐、午休

XIV - 29日上午

主持人： 张丰收 （北京师范大学）

10:05 - 10:40 Mean-field potential effects in relativistic heavy-

ion collisions

11:10 - 11:40 Partonic Structure of Neutral Pseudoscalars

2017大连“QCD相结构与集体效应”学术研讨会
会 议 日 程（6月29日）

XIII - 29日上午

 主持人： 周代翠 （华中师范大学）

8:00 - 8:35 超重元素和超重丰中子核产生截面研究

8:35 - 9:10 Chiral scale effective theory and emergent symmetry

in dense matter

XVII- 30日  全天  分组专题研讨

主持人：张卫宁、付伟杰 （大连理工大学），刘玉鑫（北京大学）

9:10 - 9:45 Towards covariant formulations of baryon-baryon

interactions

                              茶 歇

Gauge fixing procedure and Gribov problem

                             茶 歇

14:35 - 15:05 From Gauge/Gravity duality to QCD and nuclear

physics

15:05 - 15:30

Chiral phase transition of (2 + 1)-flavor QCD on

Nt=6 lattices

11:40 - 12:10 Quantum pseudo electrodynamics in Schwinger’s

method

XV - 29日下午

 主持人：冯笙琴 （三峡大学）

10:40 - 11:10

                             闭幕式

                             晚  餐

XVI- 29日下午

主持人：侯德富 （华中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