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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概況 
會議時間：2013年 12月 2-5日 

會議地點：上海 

會議主題：遙感與社會發展 

會議語言：英文/中文 

會議議程： 

 

時  間 內  容 

12月 3日 

開幕式 

主持人：褚君浩  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市紅外與遙感學會理事長 

致開幕詞：顧逸東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空間科學學會理事長 

邀請報告 

1“臺灣於汶川地震後監測與損失評估之貢獻與展望” 

劉說安：俄羅斯聯邦工程院外籍院士、國際宇宙航行科學院院士、臺灣

地球觀察學會理事長、臺灣中央大學太空與遙測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2“干涉式成像技術與發展” 

吳  季：中國空間科學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主

任、教授     

3“監測大型人工線狀地物病害形變的空間資訊技術” 

林  琿：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4“智慧電錶系統在現代城市中的應用” 

Vic Ding --- YdTech, Netherlands, 丁維克工程技術總監(荷蘭） 

5“輕型無人直升機—一種新型近地遙感應用平臺” 

Dr. Liang Tang, SwissDrones AG, 唐糧博士（瑞士） 

6“基於聲光可調諧濾波器（AOTF）的高光譜成像技術及其在深空探測中應

用” 

    王建宇：中國空間科學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副院長、

中國科學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教授 

大會報告：若干篇 

招待晚宴 

12月 4日 分論壇 

12月 5日 
上午：分論壇 

下午：會後考察 



 

會議註冊 
 現場註冊： 

參會代表攜本人身份證及相關證件於現場註冊台進行繳費註冊 

 提前註冊： 

提前註冊的代表請于 2013年 10月 31日前完成繳費註冊 

 註冊費標準如下：（提前註冊可享 8折） 

 

 

 

 

 

 

 

 

注：會議註冊費金額按註冊當天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換算 

 

 提前註冊方式如下： 

1．參會代表需先填寫註冊報名表（可至 www.sirrs.org 網站下載），並通過郵件

或傳真方式提交至大會秘書處。經審核後大會秘書處會將確認書及繳費通知告知

參會代表。 

2．收到確認書後，參會代表需及時將註冊費匯入大會指定帳戶： 

帳戶名：上海市紅外與遙感學會 

帳  號：1001251109014442677 

开户银行：工商銀行淮海中路第一支行 

轉賬後請將匯款底聯傳真或掃描郵件發至大會秘書處。 

  

時間 

類型 

提前註冊 當日註冊 

人民幣 美元 人民幣 美元 

全額註冊費 ￥2400 約＄384 ￥3000 約＄480 

http://www.sirrs.org/


 

第二輪徵文通知 
 

 徵文和研討範圍：  

1．空間傳感技術 

2．遙感與社會管理工程 

3．遙感與資源、環境和生態 

4．遙感對地觀測與應急 

5．城市遙感、區域遙感和教育 

6．智慧城市與資訊技術 

 

 徵文要求：  

1．應徵論文必須是未在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刊物或全國性學術會議上發表的論文； 

2．國內報告論文需有單位同意發表的證明。證明掃描件隨應徵論文一起發送至會議專

用郵箱，或傳真至 021-53829466；021-65420906 

 

 投稿須知： 

 論文摘要投送截止日期為 2013年 8月 15日； 

 論文全文投送截止日期為 2013年 9月 30日； 

 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版請同時發送至以下兩個會議論文專用郵箱： 

hw47hw@163.com；yangyide@mail.sitp.ac.cn 

 

 特別說明： 

●●●每篇論文至少應有一位作者或書面授權的委託代表通過註冊成為會議正式

代表，積極參加學術交流。參會代表的論文除擬由 SPIE出版論文集外，經大會學術委

員會審議後，將推薦到《國際遙感》雜誌和《紅外與亳米波學報》上發表。對於提交

論文後未參加會議的作者的文章，將不予推薦。 

●●為促進學術界和產業界的融合，會議接受全國遙感科研、教育、生產、應用

等企事業單位的贊助，主辦單位將給贊助單位最大限度的優惠，具體事宜請與大會秘

書處聯繫。 

●●會議期間住宿由大會統一安排，費用自理。會後考察為贈送專案，凡是不參

加考察的，會議一律不給退費。 



 

 論文格式： 

論文摘要採用中、英文撰寫，正文採用英文撰寫；論文摘要 800-1000 字，正文

5000-8000字；全文用Word軟體編排，電子版；書寫順序為：中英文標題、作者姓名、

單位、通訊位址（郵遞區號）、電子郵箱、電話、中英文摘要、關鍵字和第一作者簡介

（含照片）。 

 

 排版要求： 

 採用 A4（210*297mm）標準紙列印，頁邊距各 25mm。 

 標題排在篇首居中，中文用二號黑體，英文用 16磅 Times New Roman字體，實詞

首字母大寫。 

 作者姓名、單位、通訊位址、郵編、電子郵箱、電話排在標題下面，中文用五號

宋體，英文用 10磅 Times New Roman。 

 摘要、關鍵字和作者簡介：“摘要”“關鍵字”“作者簡介”為小四號加粗黑體，

內容為五號宋體，英文為 10磅 Times New Roman。 

 正文：標題一律按 1、1.1、1.1.1……排列（第一層標題中文為小四號黑體，英文

為 10磅Times New Roman加粗；第二層中文為小四號宋體加粗，英文為 10磅Times 

New Roman斜體；第三層中文為小四號宋體，英文為 10磅 Times New Roman），

正文內容中文用五號宋體，首行段落縮進 2個字元，段落行距固定值 22磅；英文

用 10磅 Times New Roman，兩邊對齊，行距固定值 12磅。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四字為四號黑體，內容為五號宋體；英文為 10 磅 Times 

New Roman，按字母順序排列。 

 

  



 

大會組織機構(排列不分先後) 
 
主辦單位：中國空間科學學會                            上海市紅外與遙感學會                      

承辦單位：中國科學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                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國際科技交流中心 

協辦單位：中國空間科學學會空間遙感專業委員會         中國科學院上海光機所 

上海市地球物理學會 

支援單位：臺灣地球觀測學會                            上海市地理學會 

復旦大學                                   上海市地質學會 

《國際遙感》雜誌編輯部                      上海市航空學會 

《紅外與亳米波學報》編輯部 

名譽主席：匡定波  中國科學院院士、原上海市紅外與遙感學會副理事長 

大會主席：顧逸東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空間科學學會理事長 

大會執行主席：褚君浩  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市紅外與遙感學會理事長 

大會副主席：龔惠興  中國工程院院士、原上海市紅外與遙感學會理事長 

            童慶禧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師範大學遙感所所長 

            薛永祺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教授 

            劉說安  俄羅斯聯邦工程院外籍院士、國際宇宙航行科學院院士、臺灣

地球觀測學會理事長、臺灣中央大學太空與遙測研究中心特聘

教授 

            潘德爐  中國工程院院士、海洋二所教授 

            俞立中  上海市地理學會理事長、上海紐約大學校長、教授   

 

學術委員會 

主  席：金亞秋  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教授 

副主席：陳桂林  中國科學院院士、《紅外》雜誌主編 

        王建宇  教授  中國空間科學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副院長 

吳  季  教授  中國空間科學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

主任 

高  煒  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院長、《國際遙感》雜誌主

編 

林  琿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所長 



 

委  員：張春明  教授  上海市紅外與遙感學會常務副理事長、航天控制技術研究所

所長 

        陳衛標  教授  上海市紅外與遙感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院上海光機所副

所長 

        丁  雷  教授  上海市紅外與遙感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院上海技術物理

研究所副所長 

        王海良  教授  上海市紅外與遙感學會副理事長、機電工業研究所副所長 

        舒  嶸  教授  上海市地球物理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院嘉興光電工程中

心主任 

孫建中  教授  上海市紅外與遙感學會副理事長、中國遙感應用協會專家委 

        許惠平  教授   同濟大學海洋科學技術研究中心主任 

杜培軍  教授   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 

 

組織委員會 

主  席：胡企銓  教授  上海市紅外與遙感學會秘書長 

副主席：何  力  教授  中國科學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所長 

朱自強  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副校長 

李全智  上海國際科技交流中心主任 

委  員：夏項團  教授  中國科學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科研處處長 

張  文  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科研處處長 

楊喆清  上海國際科技交流中心副主任 

 

大會秘書處 

秘 書 長：楊一德  教授   中國空間科學學會空間遙感專業委員會 

副秘書長：邱  理  教授   中國空間科學學會秘書長 

張榮華  上海市紅外與遙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 

高國龍  教授   《紅外》雜誌副主編 

侯璟瓊  上海國際科技交流中心主任助理 

秘    書：朱自怡  上海國際科技交流中心國際交流部副部長 

  



 

大會秘書處聯絡方式 

上海市紅外與遙感學會                 中國科學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 

聯繫人： 張榮華                      聯繫人：楊一德 

電  話：021－53829466                電  話：021－25051084；021-65169925 

傳  真：021－53829466                傳  真：021－65420906   

電子郵箱：hhw47@sina.com             電子郵箱：yangyide@mail.sitp.ac.cn 

hw47hw@gmail.com   

 

 

 

2013上海遙感與社會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回執 

 

單    位  詳細地址  

姓名（性別）  職稱（職務）  

郵遞區號  電    話  

手    機  身份證號  

Email                                  

是否參加會議  是否提交論文  

論文題目  

註冊情況 □提前註冊交費             □現場註冊交費 

交費時間  

完    成 請將表格傳真或郵件發送至大會秘書處，以便印製通訊錄等資訊 

 

 

 

2013上海遙感與社會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3 年 5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