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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中国宇航学会与国际宇航科学院将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至

24 日在上海联合举办第七届“航天技术创新国际会议”暨 2017

年国际宇航科学院中国院士日。会议包括主旨报告和技术分组等

活动，涵盖空间系统及其应用、运载器与航天发射、载人航天与

深空探测、航天应用与国际合作等四大领域共四十个主题。届时

将有 200 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企业家、机构代表参加会

议。会议旨在为广大航天科研人员搭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良

好平台，进一步拓展航天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热诚欢迎国内航天界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有关单位

的领导、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踊跃与会，积极交流。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

2017 年 11 月 23 日-24 日

二、 会议地点

上海建国宾馆（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439号）

三、 会议议程



日期 时间 议程

11月 22日

（星期三）
14:00-18:00 注册、报到

11月 23日

（星期四）

07:00-09:00 注册、报到

09:00-09:50 开幕式

09:00-09:10 中国国家航天局领导致辞

09:10-09:20 国际宇航科学院领导致辞

09:20-09:3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领导致辞

09:30-09:40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领导致辞

09:40-09:50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领导致辞

09:50-10:10 合影、休息

10:10-12:10 主旨报告

10:10-10:40
主旨报告 1：中国空间探索任务规划

报告人：中国国家航天局有关领导

10:40-11:10

主旨报告 2：国际与欧洲背景下的法国太空探索

报告人：Jean-Pascal Le Franc，法国国家太

空研究中心国际合作与项目部副主任

11:10-11:40

主旨报告 3：深空天文测速自主导航理论与技术

新进展

报告人：张伟，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所长

11:40-12:10

主旨报告 4：虹云工程连结世界

报告人：向开恒，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

院总师

11 月 23 日

（星期四）

12:10-13:00 自助午餐

13:00-17:00 主旨报告

13:00-13:30

主旨报告 5：中国商业航天运输系统展望

报告人：鲁宇，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科技

委主任

13:30-14:00

主旨报告 6：精益卫星的现状与展望

报告人：Filippo Graziani ，意大利萨皮恩扎

大学教授



14:00-14:30
主旨报告 7：小天体探测的进展与展望

报告人：黄江川，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师

14:30-15:00

主旨报告 8：木星系及外日球空间探测设想

报告人：王赤，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副主

任

15:00-15:20 休息

15:20-15:50

主旨报告 9：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如何通过航天国

际合作促进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

报告人：Nasir Mahmood，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副

秘书长

15:50-16:20

主旨报告 10：国家单方面开采外空自然资源的

合法性

报告人：李寿平，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

16:20-16:50

主旨报告 11：空间共同体：通过建立全球规则

及政策框架来促进空间领域共同体的建设

报告人：Jose H. Ocasio-Christian，美国

Caelus Partners 公司首席执行官

16:50-17:20

主旨报告 12：太空商业化案例分析：次轨道及

轨道太空旅游

报告人：陈正兴，加拿大瑞尔森大学教授

17:20-17:50 颁发 IAA 新当选院士（中国）证书

17:20-17:25 介绍 IAA 研究中心 2017 年工作

17:25-17:30 播放 2017 年 IAA 劳伦斯团队奖获奖视频

17:30-17:35 播放 2017 年 IAA 冯·卡门奖获奖视频

17:35-17:40 介绍 2017 年到场新当选 IAA 院士（中国）

17:40-17:50 颁发新院士证书，新当选院士合影

18:15-20:30 欢迎晚宴(自助餐)

11 月 24日

（星期五）

09:00-12:00 技术分组 1：空间系统及其应用 1 组

09:00-12:00 技术分组 2：空间系统及其应用 2 组

09:00-12:00
技术分组 3：空间系统及其应用 3 组&航天应用

与国际合作



09:00-12:00 技术分组 4：运载器与航天发射

09:00-12:00 技术分组 5：载人航天与深空探测

12:00-13:00 自助午餐

13:00-18:00 技术分组 1：空间系统及其应用 1 组

13:00-18:00 技术分组 2：空间系统及其应用 2 组

13:00-18:00
技术分组 3：空间系统及其应用 3 组&航天应用

与国际合作

13:00-18:00 技术分组 4：运载器与航天发射

13:00-18:00 技术分组 5：载人航天与深空探测

11 月 25 日

（星期六）

09:00 集合（建国宾馆大厅门外）

09:00-11:00 技术参观

11:00 结束，代表各自返回

四、会议注册费

（一）缴费类型

类型 非学生 学生

注册费 2500 元 1500 元

（二）缴费方式

1、会前：可通过银行转账、银行汇款方式缴费。如需开具发

票，请注明发票抬头及纳税人识别号，并在现场报到时索要发票。

转账或汇款信息：

账号:316874-03000303797

户名:上海市宇航学会

开户行:上海银行漕河泾支行

收款人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路 222 号航天大厦 916-918 室

并请在备注中注明“上海会：姓名、单位”。

2、现场注册：缴费请以现金或支票支付。

五、代表住宿

会议推荐酒店：上海建国宾馆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439 号

电话：021-51017070

网址：http://www.jianguo-hotel.com

六、注意事项

（一）费用

1、注册费包含：会议资料、开幕式、合影、主旨报告、IAA

证书颁发仪式、技术分组会议、茶歇、会议文集、技术参观，以

及 23~24 日午宴、23 日欢迎晚宴等环节。

2、参会往返交通费、住宿费由代表自理。

（二）会议资料获取

会议提供文集、照片等会议资料的电子版下载链接，具体下

载 地 址 将 在 会 后 以 邮 件 形 式 通 知 ， 通 知 邮 箱 为

shanghaiconference@126.com。

（三）会议语言为英语

请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前将参会报名表（见附件）发送至

邮箱 shanghaiconference@126.com。参会代表食宿自理。

联系人：黄泽雯 电话：010-88100517

传真：010-88100529

中国宇航学会

2017 年 11 月 8 日

http://www.jianguo-hotel.com


附件

第七届“航天技术创新国际会议”

暨 2017 年国际宇航科学院中国院士日

参会回执

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 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