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全国定量遥感学术论坛 

2021 年 6 月 27-29 日·中国武汉 

第 2 号通知 
注册及摘要投稿请登录会议网站：http://rsgis.whu.edu.cn/qrsf2021 

 

上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对地观测遥感技术，在全球变化、生态、环境、农、林、气

象、人类活动等众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目前已发射了 7000

多颗卫星，获取了大量遥感数据。阐释遥感信号机理，综合挖掘遥感数据信息，生产多

尺度遥感产品，开展尺度转换、真实性检验及遥感产品的分析与应用是定量遥感的本

质，也是遥感科学的核心。 

全国定量遥感学术论坛由李小文院士倡导并发起，首届论坛于 2007 年举办，从

2017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本次论坛针对定量遥感的相关理论、技术和应用问题，交

流最新进展,研讨未来发展方向，促进学术合作。 

 

  一、论坛议题  

·对地观测理论新进展和新型遥感传感器 

·定量遥感建模及反演新进展 

·遥感尺度问题及真实性检验 

·定量遥感与过程模型耦合或同化 

·定量遥感产品生产与应用 

·智慧化定量遥感与信息服务  

 

大会特邀报告人 

徐冠华，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德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镜明，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 

吴一戎，中国科学院院士 

唐华俊，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  桥，中国工程院院士 

 

 

二、论坛主办和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承办单位：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测绘遥感与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空间信息智能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际开放地理信息协会（OGC）中国联盟 

指导单位：中国遥感应用协会 

中国测绘学会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委员会 



 

三、论坛学术委员会  

主 席：徐冠华，院  士，科学技术部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镜明，教  授，福建师范大学 

陈  军，院  士，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董晓龙，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傅伯杰，院  士，北京师范大学 

郭华东，院  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宫辉力，教  授，首都师范大学 

龚健雅，院  士，武汉大学 

宫  鹏，教  授，香港大学 

顾行发，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蒋兴伟，院  士，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金亚秋，院  士，复旦大学 

李德仁，院  士，武汉大学 

李加洪，研究员，国家遥感中心 

梁顺林，教  授，美国马里兰大学 

廖明生，教  授，武汉大学 

刘纪远，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李  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李增元，研究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李占清，教  授，美国马里兰大学    

李召良，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马耀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秦其明，教  授，北京大学 

施建成，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宋长青，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 

唐华俊，院  士，中国农业科学院 

童庆禧，院  士，北京大学 

王纪华，研究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王锦地，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 

王  桥，院  士，北京师范大学、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吴 季，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研究中心 

吴一戎，院  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熊巨华，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张  鹏，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张  兵，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张朝林，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赵春江，院  士，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赵文波，总  工，中国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 

周成虎，院  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四、论坛组织委员会  

主  席： 龚健雅，院  士，武汉大学 

副主席： 柳钦火,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阎广建，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  

何  涛，教  授，武汉大学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车  涛，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陈尔学，研究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陈  晋，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 

陈良富，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陈圣波，教  授，吉林大学 

陈晓玲，教  授，武汉大学 

程  晓，教  授，中山大学 

范闻捷，研究员，北京大学 

方红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方圣辉，教  授，武汉大学 

何彬彬，教  授，电子科技大学 

贾  立，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焦子锑，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 

李爱农，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李四维，教  授，武汉大学 

刘良云，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马明国，教  授，西南大学 

马荣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邵振峰，教  授，武汉大学 

王  程，教  授，厦门大学 

王鹏新，教  授，中国农业大学  

肖  青，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徐  丰，教  授，复旦大学 



张永光，教  授，南京大学 

张永军，教  授，武汉大学 

 

五、论坛时间与地点  

论坛时间：2021年 6月 27日-29日 

论坛地点：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六、重要日期  

  1、2021年 5月 10日，论文摘要提交截止日期   

  2、2021年 5月 31日，论文摘要接收通知以及论文海报和口头报告确认 

  3、2021年 6月 10日，早期注册截止日期 

  4、2021年 6月 27日-29日，论坛时间（26 日报到）  
 

七、注册与摘要征集  

论坛将收取注册费，用于会务、宣传及餐饮费用，与会代表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缴费时间及地点：6月15日之前支持线上注册和缴费，6月26日支持现场注册和缴费 

缴费形式：6月15日之前，学员需登录指定网站，填写手机号码进行注册登录账

号，然后通过会议服务通道，完成线上缴费报名，线上缴费仅支持银行对公转账，现场

缴费支持银行对公转账和现金等。缴费成功即视为报名成功。 

缴费金额：6月 15日之前缴费，研究人员 2300元/人，学生 1300元/人； 

6月15日之后缴费，研究人员2600元/人，学生1600元/人。 

论坛报告方式分为口头报告和展板海报两类。详细摘要内容应未在国内外学术刊物

或学术会议上正式发表过。论坛后将根据提交的详细摘要征集选择优秀论文推荐给

《Remote Sensing》、《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Science of Remote Sensing》、

《遥感学报》、《地理科学》和《遥感技术与应用》等刊物，经审稿后以专刊或专栏形式

发表。本届会议属非密级。论文文责作者自负，请做好保密审查工作。详细摘要一律采

用电子投稿，格式为 Word 版本。学员需登录指定网站，完成注册缴费后，在 5 月 10 日

之前通过“会议投稿”通道，下载模板，填写相关信息提交摘要完成投稿。所有投稿将

由会议学术委员会组织审定，决定是否录用并明确交流方式，论文摘要接收通知将在 5

月 31 日起陆续发出。为了鼓励与会者提交高质量的论文参会，本论坛将评选出若干学

生优秀论文奖（含优秀口头报告和优秀 poster奖），并予以奖励。 

投稿流程：注册账号-登录-缴费-下载模板-点击投稿-选择主题和报告方式 

注册及摘要投稿请登录会议网站： http://rsgis.whu.edu.cn/qrsf2021 

 

八、“李小文奖”申报 

按照《“李小文遥感科学奖”和“李小文遥感科学青年奖”奖励办法（试行）》要

求，本年度开展第三次奖项评选，评选结果将在本届全国定量遥感学术论坛公布并颁

奖，请有意申报者填写附件申报表，于2021年5月1日前将申报表及附件材料（PDF格

式）发送至指定邮箱，欢迎广大遥感工作者积极申报。 



李小文遥感科学奖申报通知：https://geo.bnu.edu.cn/tzgg/108363.html 

 

九、交通与住宿 

（1）交通 

 武汉站前往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地铁：地铁 4号线(武汉火车站-岳家嘴站)→地铁 8号线(岳家嘴站-省博湖

北日报站)→步行 930米(省博湖北日报站-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总时长

约 47分钟。 

·打车：约 11公里，耗时约 15分钟，车费约 26元。 

 武昌站前往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地铁：地铁 4号线(武昌火车站-岳家嘴站)→地铁 8号线(岳家嘴站-省博湖

北日报站)→步行 930米(省博湖北日报站-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总时长

约 57分钟。 

·打车：约 9.2公里，耗时约 19分钟，车费约 22元。 

 汉口站前往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地铁：地铁 2号线(汉口火车站-街道口站)→地铁 8号线(街道口站-省博湖

北日报站)→步行 930米(省博湖北日报站-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总时长

约 1小时 7分钟。 

·打车：约 18.2公里，耗时约 27分钟，车费约 45元。 

 天河国际机场前往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地铁：地铁 2号线(天河机场站-宏图大道站)→地铁 8号线(宏图大道站-省

博湖北日报站)→步行 930米(省博湖北日报站-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总

时长约 1小时 13分钟。 

·打车：约 35.6公里，耗时约 35分钟，车费约 92元。 

（2）住宿 

参会人员请自行预定酒店。经会务组与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周边酒店协商，可

按协议价预定，但房源有限，如需在学校周边住宿请提早预定，预定时请说明参加武汉

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举办的第五届定量遥感学术论坛。 

 东湖国际会议中心听涛 2号 



预约电话：027-68887888 

标/单间：480元/天 

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46 号 

 弘毅大酒店 

预约电话：027-67819888 

单间：480元 

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36 号 

 滨湖大厦 

预约电话：027-68892222 

标/单间（无早）：350元 

标/单间（单早）：380元 

标/单间（双早）：410元 

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57 号 

 雅斯特酒店 

预约电话：027- 86711888 

标/单间（含早）：270元 

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6 号 

 

十、会议秘书处与联系方式： 

厂商参展：吴老师，027-68778202，wuyuan@whu.edu.cn 

会务：陈老师，18579187317，chensirong@whu.edu.cn 

财务：胡老师，18502791230，sunnyhu@whu.edu.cn 

“李小文”奖申报：魏老师，58802179，crs@bnu.edu.cn  

 

 

 

欢迎大家加入第五届全国定量遥感学术论坛 QQ群：421580174 和微信群 

mailto:chensirong@wh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