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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舒媛  
2014年~2019年，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

2015年~2016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联合培养，硕士。

2019年~至今，人民邮电出版社策划编辑。

博士期间从事石墨烯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以第一作者身份在《Advanced 

Materials》《Small》等期刊上发表文章5篇。现从事学术及科普图书出版工作。

• Acquisitions Editor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ress.

• Ph.D. in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 During Ph.D. study: Focused on the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raphene composite 

materials, and published 5 first-author papers on journals including Advanced Materials, 

Small.

• Present work: Engaged in the publishing of academic books and popular science books.

linshuyuan@ptpres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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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出版
桥梁作用、政策引导、资金支持



科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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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出版是科技创新的同行者，

在推广学术成果及其产业化转化的过

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科技出版的主要任务是将具有前

瞻性、引领性、创新性的优秀成果转

化为优秀出版物并传播与弘扬，一方

面展现该领域的学术水平与创新能力，

普及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固化成果并

推广成果转化的先进经验。



科技出版

6

1. 丛书为主，单本书为辅

2. 资助金额平均110万

1. 单本书为主

2. 学术著作为主

1. 丛书、单本书均可

2. 获资助项目多



石墨烯类图书出版
大部头学术丛书、单本学术著作、科普读物、教材



石墨烯类图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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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逐渐走进千家万户 石墨烯图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石墨烯类图书出版

9

• 全面、系统、专业、多本

• 以石墨烯为主题或包含石墨烯

大部头系列丛书

• 针对性强、详细、专业

• 某个研究方向或应用领域

• 概论性

单本学术著作

• 适用性强、通俗

• 目标读者为对石墨烯好奇或感

兴趣的人员

科普读物

• 实用性强、专业

• 目标读者为石墨烯相关学者或

从业人员

技术书、教材



石墨烯类图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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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前沿》丛书

《石墨烯：从基础到应用》

刘云圻 等编著

《低维材料与器件》丛书 

《石墨烯：化学剥离与组装》 杨全红、张辰、孔德斌 著

《石墨烯技术前沿》丛书 

孙立涛、徐涛、尹奎波、李雪松、陈远富、青芳竹、

朱彦武、马宇飞、唐润理 编著

• 全面、系统、专业、多本

• 以石墨烯为主题或包含石墨烯

大部头系列丛书



石墨烯类图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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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性强、详细、专业

• 某个研究方向或应用领域

• 概论性

单本学术著作 《石墨烯——结构、制备方法与性能表征》 

朱宏伟、徐志平、谢丹 著

《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 

杨序纲、吴琪琳 编著

《石墨烯 改变世界的新材料》 

玛杜丽·沙伦 著

《石墨烯 引爆产业革命》 

赵猛 编著



石墨烯类图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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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性强、通俗

• 目标读者为对石墨烯好奇或感

兴趣的人员

科普读物

• 实用性强、专业

• 目标读者为石墨烯相关学者或

从业人员

技术书、教材
《石墨烯 神通广

大的材料明星》 

黄薇 编著

《石墨烯/热塑性聚合

物配方设计及应用 》 

郑玉婴 编著

《石墨烯表面功能化》 

瓦西利奥斯·格奥尔

基拉斯 编



“神奇的石墨烯改变世界”——百场科普进校园青少年公益活动由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和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青少年科技创新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

人民邮电出版社与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中学老师联合建设“石墨烯科普图书

出版工程”，致力于石墨烯科普图书、教材等出版，传播知识，启迪智慧，推广石墨烯的普及

应用，推动行业发展。

石墨烯类图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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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术市场协会
青少年科技创新工作委员会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随着发展和应用，石墨烯已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石墨烯的普及传播迫切且具有深远意义。



人民邮电出版社
学术出版、新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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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邮电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专业出版大社。科技类出版是连接科学研究与产业应用的桥梁，

做好各类成果出版、满足推广需求、推动行业发展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图书出版

涵盖科技出版、教育出版、大众出

版，涉及信息技术、通信、科普、

经济管理、艺术、生活、少儿、大

中专教材等十余个图书出版门类

期刊出版

出版19种期刊，包括《通信学报《大

数据》《物联网学报》等学术期刊，

《无线电》《集邮等兴趣类期刊，

《米老鼠》《童趣》等少儿类期刊

数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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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邮电出版社

42位院士、专家委员

• 自设基金支持

1. 国之重器出版工程

2. 工信学术出版基金（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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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邮电出版社

• 知名作者队伍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曾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兼总工程师，光纤传送网和宽带信息网著名
专家，国内最早从事数字通信技术研究的骨
干之一。著有《脉码通信话路传输特性》。

邬贺铨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公司研究所总工程师，中国
工程院院士。长期承担通信装备的总体设计与
科研任务，先后主持完成了第一代战术通信网
络、国内第一部软件无线电台等20多项重大科
研项目。著有《动态赋能网络空间防御》《云
计算大数据处理》等。

于全

军事通信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第54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孙玉院士
长期从事战略兵器试验系统及军事战略通信系统研
制工作。出版《数字复接技术》《电信网络总体概
念讨论》等著作。

孙玉

清华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数据结构教学和教材建设，
与吴伟民合作编著的《数据结构》曾获“第二届普
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全国特等奖”和“1996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是目前国内数据结
构教学领域的经典教材。

严蔚敏



唯一囊括以下五大奖项和荣誉的

专业科技类出版社  

中宣部2019年度主题
出版重点出版物

第七届中华优秀
出版物奖正奖

中宣部2019年优秀青少年
读物出版工程

2019年度中国好书入围 2019年度中国版协30本好书

《从稚气小孩到科学巨人》“科技改变中国”系列丛书 《人工智能简史》

《奇妙量子世界》 《智联天下：移动通信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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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年仅

27岁的中国科学院大学2017级博士研究生冯础，以“科学

家带你去探险”丛书中《走进多彩的冰川世界》、《说不

尽的北极故事》两本书参与者的身份，荣获“2017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成为本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最年轻的项目参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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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邮电出版社

专著类 技术类 教材类 培训类

技能经验总结 教材/教辅 指南/指导用书

科普类

普及类读物/读本研究成果总结



谢谢，欢迎交流！ linshuyuan@ptpres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