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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介绍 

    为推动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遥感学术交流与合作展，中

国遥感应用协会与台湾地理资讯学会自 1998 年以来联合举

办了十届“海峡两岸遥感与空间资讯研讨会”；并与香港遥

感学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地图绘制暨地籍局、澳门科技大学

等密切联系，共同促进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空

间技术应用领域相关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卫星遥感技术、GIS 在应对区域及全球气候变化、自然

资源与能源需求、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自然灾害、人

口增长、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中

国遥感应用协会、香港遥感学会、台湾地理资讯学会和澳门

科技大学主办的“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遥感与空间

资讯研讨会”，将于 2017 年 12月 4 日-6日在香港中文大学

召开。本次会议围绕“遥感技术与应用、空间大数据、地理

信息系统发展”等相关议题开展学术研讨，期待能与海峡两

岸的专家学者相聚在香港，分享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经验，

共同研讨学术、应用和技术信息，并展示遥感与 GIS 先进技

术和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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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香港遥感学会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台湾地理资讯学会 

澳门科技大学 

 

协办单位 

北京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星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天下图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应用技术中心 

 

会议主席 

黄  波    香港遥感学会  会长 

罗  格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理事长 

江浑钦    台湾地理资讯学会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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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炯林    澳门科技大学  教授 

 

特邀嘉宾 

郭华东  中国科学院  院士 

李德仁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院士 

田玉龙  国家航天局  秘书长 

童庆禧  中国科学院  院士 

        北京大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  所长 

 

会议组织委员会 

主  席 

黄  波  香港遥感学会  会长/教授 

徐  文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副理事长/秘书长 

        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主任/研究员 

副主席 

林  珲  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卫  征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常务副秘书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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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百辉  台湾地理资讯学会秘书长  助理教授 

张鸿生  香港中文大学  研究教授 

成  员（按汉语拼音排序） 

丁晓利  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 

杜清运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院长/教授 

龚健雅  中国科学院院士 

        武汉大学遥感与信息工程学院  院长/教授 

顾行发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副所长/ 

研究员 

蒋兴伟  国家海洋局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主任/研究员 

廖明生  武汉大学  教授 

李  臣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副秘书长/高工 

李传荣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研究员 

刘志赵  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 

罗秀清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副秘书长/高工 

潘家祎  香港中文大学  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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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奋振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与环境信

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研究员 

唐伶俐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副秘书长/研究员 

童旭东  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  主任/研究员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  副总指挥/ 

        总设计师 

王  桥  环境保护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主任/研究员 

吴  波  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 

吴晓梅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副秘书长/高工 

吴一戎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所长 

杨  军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主任/研究员 

赵启发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高工 

赵文波  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  副主任/研究员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  副总设计师 

 

 

http://www.igsnrr.cas.cn/xwzx/tzgg_1/201706/t20170621_4816392.html
http://www.igsnrr.cas.cn/xwzx/tzgg_1/201706/t20170621_48163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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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议题 

1. 遥感数据处理 

2. 遥感传感器技术 

3. 空间大数据分析 

4. GIS 技术发展与应用 

5. 智慧城市建设 

6. 多云多雨区域遥感 

7. 海岸带遥感 

8. 灾害预警与减灾 

9. 自然资源与环境监测 

10.区域及全球气候变化 

 

会议日程 

时  间 会议安排 

12月 04日 全  天 会议报到（香港中文大学） 

12月 05日 
08:30-09:00 开幕式：嘉宾致辞 

08:30-08:35 大会主席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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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遥感学会会长 黄波） 

08:35-08:40 
大会主席致辞 

（中国遥感应用协会理事长 罗格） 

08:40-08:45 
大会主席致辞 

（台湾地理资讯学会理事长 江渾欽） 

08:45-08:50 
大会主席致辞 

（澳门科技大学 陳炯林） 

08:50-09:00 
大会特邀嘉宾致辞 

（国家航天局秘书长 田玉龙） 

09:00-09:30 合影与茶歇 

9:30-12:00 学术报告 

12:00-13:30 午  餐 

13:30-15:45 学术报告 

15:45-16:00 茶  歇 

16:00-17:45 学术报告 

17:45-18:00 
大会主席黄波做会议总结 

并宣布会议闭幕 

18:00- 晚  餐 

12月 06日 9:00-11:00 组织参观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

息科学研究所、遥感卫星数据地面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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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和霍英东遥感科学馆等 

 

会议注册及住宿 

会议注册费：1500 港币／人，学生 1000港币／人 

住宿安排：帝都酒店 

地址：香港沙田白鹤汀街 8号 

网页：http://www.royalpark.com.hk 

交通：由香港国际机场到帝都酒店：请按此；由深圳到帝都

酒店：请按此 

折扣房價： 

 房间费用（只包

括房间费用） 

单人入住（包括房间费

用及一位自助早餐） 

双人入住（包括房间费

用及两位自助早餐） 

标准房间 HK$ 950 HK$ 1000 HK$ 1090 

河景豪华房间 HK$ 1100 HK$ 1150 HK$ 1240 

三人房间 HK$ 1250 HK$ 1480（包括三位自助早餐） 

行政房间 ---- HK$ 1280 HK$ 1610 

以上价格需要另加 10%服务费以及政府税项（如适用） 

http://www.royalpark.com.hk/
http://www.iseis.cuhk.edu.hk/2017_ugis/img/Airport_to_RoyalPark.pdf
http://www.iseis.cuhk.edu.hk/2017_ugis/img/Shenzhen_to_RoyalPar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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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方法： 

请按此下载注册表格预定房间。填妥表格后，请把表格传真

(852) 2695 9291 或电邮 resvn@royalpark.com.hk 至帝都

酒店。 

地图： 

 

 

联系我们 

联系人：张婷（Tel: +852 9794 0544） 

电子邮箱：tingzhang@link.cuhk.edu.hk 

http://www.iseis.cuhk.edu.hk/2017_ugis/img/CU121717A_ReservationForm.pdf
mailto:resvn@royalpark.com.hk
mailto:tingzhang@link.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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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霍英东遥感科学

馆 


	杜清运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院长/教授
	预订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