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届中国遥感大会 

会议（征文）通知 

（第二号） 

 
第十七届中国遥感大会拟定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至 31 日在杭州百瑞运河大

饭店召开。本届会议包括大会特邀报告、第六届中国青年遥感辩论会-航天星图

杯、分会场专题交流、技术展览、专业委员会理事会、编委会等内容。 

相信您在本届大会上感受中国遥感 30 年新面貌的同时，也能细细品味炎炎

夏日泛舟西湖的惬意，更有机会感受 2010 年风靡全球的世博热潮。我们期待与

您相会在西子湖畔。 

一、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童庆禧 

学术指导委员会主席：徐冠华 

大会组委会主席：顾行发 

大会秘书长：朱博勤 

地方组委会名誉主席：潘德炉、毛昭晰 

地方组委会主席：叶高翔 

二、分会场主题 

1. 国家遥感中长期发展战略；国际

遥感前沿与进展； 

2. 航天、航空与无人机遥感系统； 

3. 新型遥感技术系统与方法； 

4. 新型遥感器； 

5. 数据获取、信息处理技术与方法； 

6. 数字摄影测量与制图； 

7. 高分辨率遥感技术与应用； 

8. 矿产、能源与地质遥感； 

9. 土地资源调查与监测； 

10. 农业遥感； 

11. 水资源调查与监测； 

12. 森林调查与监测； 

13. 气象与气候变化； 

14. 海洋与海岸带遥感； 

15. 灾害监测； 

16. 全球变化与环境遥感； 

17.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与导航定位

（ 3S ）集成与应用； 

18. 智慧城市； 

19. 数字地球； 

20. 行星探测； 

21. 教育、培训与社会公共事业。 

三、会议时间：2010 年 8 月 27 日至 31 日 

8 月 27 日 
下午：报到，技术展览布展 

晚上：辩论会预备会，中国遥感委员会会议 

上午：开幕式、大会特邀报告（一） 
8 月 28 日 

下午：第六届中国青年遥感辩论会-航天星图杯（一） 

上午：分会场专题交流（一） 
8 月 29 日 

下午：第六届中国青年遥感辩论会-航天星图杯（二） 

8 月 30 日 上午：分会场专题交流（二） 



下午：分会场专题交流（三） 

上午：分会场专题交流（四）、大会特邀报告（二） 
8 月 31 日 

下午：大会技术报告、颁奖、闭幕式、大会交接 

 

四、会议地点：杭州百瑞运河大饭店（交通图见附件） 

（邮政编码: 310015  中国浙江杭州拱墅区金华路 58 号  

0571-88126666） 

五、全文提交 

请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前提交全文至大会邮箱 17csrs@irsa.ac.cn。 

为保证会议论文的质量，大会学术组将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光盘，会后还将

精选 70-90 篇论文出版 SPIE（EI 检索）会议文集（只有第一作者带论文全文参

加会议的口头报告或论文展示才能参加精选）。 

全文格式请参照：http://www.jors.cn/jrs/ch/index.aspx，左侧下载中心

“中文体例”。 

六、注册事宜 

注册费：正式参会代表  1500 元/人 

        学生参会代表  1200 元/人  （凭有效学生证） 

        （注：会议住宿、交通自理） 

注册方式：汇款或现场注册 

汇    款：收款单位：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升路支行 

          人民币帐号：0200006209088114207 

          （请注明汇款人及“第十七届中国遥感大会会议费”字样） 

七、“第十七届中国遥感大会” 秘书处 

大会秘书长：朱博勤      E-mail: zhubq@irsa.ac.cn 

秘书处联系人：吴洁、于璐          E-mail:17csrs@irsa.ac.cn 

电话：（010）64889542、64889569    传真：（010）64889569 

地方组委会联系人：张登荣、高飞  E-mail: zju_rs@126.com 电话：13805747261 

 
 
 
 
 
 

“第十七届中国遥感大会”筹委会 

中国遥感委员会秘书处 

 2010 年 7 月 26 日 

 

http://www.jors.cn/jrs/ch/index.aspx
mailto:zju_rs@126.com


第十七届中国遥感大会 

主办 

中国遥感委员会 

承办 

中国地理学会环境遥感分会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国际协办 

国际光学学会（SPIE）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ISDE） 

联合国促进发展中国家科学数据共享与应用联盟（UN GAID e-SDDC） 

亚洲遥感协会（AARS） 

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北京分会 

协办 

国家遥感中心 

中国土地学会土地信息与遥感分会 

中国地质学会遥感地质专业委员会 

中国海洋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海洋遥感专业委员会 

中国气象学会卫星气象学委员会 

中国空间学会空间遥感专业委员会 

中国测绘学会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委员会 

中国宇航学会遥感专业委员会 

中国航空学会电子专业委员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三遥”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理信息系统协会软件产业分会 

中国水利学会遥感专业委员会 

中国感光学会遥感专业委员会 

全国高校联合遥感中心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信息系统与遥感专业委员会 

支持（企业） 

 

 

 

 

附： 

1、会议地点交通图 

2、会后考察线路



1、 会议地点交通图 

 

杭州百瑞运河大饭店 
拱墅区金华路 58 号 

0571-88126666 

火车东站 

火车站 

萧山国际机场 

 

 

龙云宾馆 

浙江利华假日酒店 

杭州百瑞运河大饭店 
拱墅区金华路 58 号 

0571-88126666 

京
杭
大
运
河 

 

2、会后考察线路 

（1）上海世博园一日：杭州--上海世博会--杭州 

【行程安排】早上7:00杭州指定地点集合出发，10：30抵达上海世博园，参观指定热门场馆后，可自

行参观主题馆、世博中心、外国展馆等，午、晚餐请您自费在园内享用各式美食。20：00参观完世博

漂亮的夜景后专车起程返回杭州。 

【报价】300元/人（赠送加盖中国馆章世博护照一本） 

（2）杭州西湖一日： 

【行程安排】早上7:00指定地点出发，前往西湖景区开始杭州一日考察，首站是船览西湖，上西湖上

最大最漂亮的三潭印月岛，参观灵隐寺飞来峰，中餐后参观雷峰塔，考察西溪湿地，下午适时结束行

程送酒店。 

【报价】300元/人 



第十七届中国遥感大会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童庆禧 

 

大会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席：徐冠华 

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志石、王钦敏、王  超、田玉龙、刘纪原、 

刘纪远、孙家栋、许健民、刘  闯、吴一戎、李小文、李德仁、杨  凯、汪  民、

林  珲、姜景山、徐冠华、栾恩杰、高  炜、顾行发、郭华东、童庆禧、潘德炉、 

薛永祺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席：顾行发 

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万幼川、于五一、毛志华、王  平、王  桥、

王广华、王尔和、王玉璞、王建宇、王  珂、王晋年、王智勇、乔世赵、刘仁义

刘兆军、刘良明、刘和光、刘勇卫、朱博勤、邬  伦、吴  双、吴  虹、吴雪宝、

宋长青、张  军、张  兵、张甲珅、张国成、张显峰、张继贤、张登荣、李  岩、

李  玮、李书明、李加洪、李纪人、李志忠、李晓明、李艳华、李增元、李正强、

杜培军、杨  军、杨  昆、杨一德、杨日红、杨胜天、陆明生、陈  军、陈秀万、

陈康文、周成虎、周国清、岳  涛、岳焕印、林明森、范一大、郑立中、姜  栋、

宫  鹏、宫辉力、祝炜平、赵文波、赵冬至、赵继成、赵瑞云、徐  桢、柴  渊、

秦其明、郭华东、郭建宁、郭理桥、崔绍春、梅锦山、龚健雅、彭以祺、景贵飞、

曾  澜、蒋文彪、蒋兴伟、蔡淑英、鞠建华 

 

大会地方组委会 

名誉主席：潘德炉、毛昭晰 

主席：叶高翔 

副主席（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丁康生、邓国强、李  鲁、陈建国、崔凤军、

潘圣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毛志华、毛明海、王肖衍、王  珂、丘鸿昆、

刘仁义、刘  建、刘  南、孙建华、张登荣、李龙云、花存红、周  丹、周长宝、

祝炜平、徐伟金、徐哲民、黄益忠、黄敬峰、龚日祥、戴迪荣 

 

大会秘书处 

秘书长：朱博勤 

副秘书长（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吴  洁、张登荣、高  飞 

成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于  璐、王  蕾、 龙  芳、沈冬杰、陈久和、

周  斌、祝炜平、徐俊峰、贾  鹏、黄海清、程卫潍、蒋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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