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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 32 届国际航空科学大会（ICAS2021）
会议通知（第二轮）
各有关单位及个人：
受到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0 年 9 月举办的第 32 届国际航空
科学大会延期至本年度 9 月 6-10 日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方式在上
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预计总规模 500-800 人，代表来自
40 余国，会议语言为英语。
该大会由国际航空科学理事会（ICAS）主办，中国航空学会
承办、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承办；国内主流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悉数参与其中。组
织架构详见附件。
大会创办于 1958 年，每两年一届，在世界各地举办。大会
旨在为工程技术人员、产业领导以及学生搭建一个国际化平台，
交流科技前沿技术并促成合作。该大会属航空科技界的奥林匹克
盛会。会期 5 天，4 天学术内容和 1 天的技术参观。
本届大会由主会场和 11 个并行分会场构成。主会场安排 8
场大会报告，由 ICAS 学术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遴选；此外为突
出中国特色，安排中国专场，邀请我国在空管、民机、发动机、无
人系统、智能结构以及直升机等相关领域的主要领导和领军专家
作报告交流，向世界各国展示我国航空领域取得的成就；另外安
排一场中法交流，主题为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与数字转型，邀请
中、法两国专家作报告交流，并将形成调研报告。11 个并行分会
场中，安排 400 余篇论文报告，分近 100 个专题进行同行交流。此
外，大会将颁发包括丹尼尔和佛罗伦萨·古根海姆奖、冯卡门国
际合作奖、航空创新奖等一系列全球奖项，用于奖励为航空进步
以及国际合作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与项目。
会议将近，我会诚邀相关领导、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参会
交流，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安排
9 月 5 日：现场报到
9 月 6-9 日：开会

9 月 10 日：技术参观
以上安排，详见附件，具体分组交流安排请查询会议官网
www.icas2020.com。
二、参会注册
请登陆会议官网进行注册与缴费。根据会议政策，国外代表
通过直播以及 ZOOM 会议室方式参会交流，国内代表需到现场参
会交流。会议期间，国内不提供直播。
会议收费标准如下：
类别

一般注册

现场注册

7 月 16 日-8 月 31 日

9 月 1-10 日

我会会员

8400 元

9200 元

非会员

10050 元

10900 元

退休人员

5450 元

5900 元

学生

2200 元

2600 元

以上注册费包含参会（会议所有环节）、会议期间自助午餐
与茶歇、会议材料（含程序册、会议包等）、技术参观、会议直
播回放、在线论文集以及社会活动等。学生注册类别包含学生聚
会，不含 9 月 6 日欢迎会。
三、住宿
为方便代表参会，我会与会议酒店：浦东香格里拉洽谈了住
宿优惠价格，具体如下：

房间类型

房价（单人/间/天） 房价（双人/间/天）

豪华房

1350 元

1500 元

豪华外滩全景房

1550 元

1700 元

行政房

1550 元

1700 元

以上价格含早餐和税费，每种房型有限。请及时登陆
http://www.icas2020.com/Data/List/Accommodations 进行预定。
为便于组织安排，请各单位支持参会代表入住会议酒店；代
表可自行安排合住，如需会务组代为安排，请邮件联系。
四、国际航空科学大会背景
国际航空科学大会是航空界同行交流、前沿分享的重要平
台，历史悠久。中国航空学会于1982年代表中国航空科技界加入
国际航空科学理事会（国际组织），作为有投票权的正式会员参
与国际事务。大会曾于1992年在北京举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江泽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为大会亲笔题词。时隔29年，经多
轮申办，大会再次落地中国，我国航空科技与工业进步已今非昔
比，备受瞩目。为向世界展示我国航空领域取得的成就，与国际
同行互通有无，建立国际合作关系，提升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事
务的深度与广度，敬请各单位支持论文作者、领导、专家学者以
及工程人员积极参会交流，共同将此次艰难时期的大会办成一届
成功的大会。
五、联系方式：
各位作者及代表请实时登陆官网查询宣读安排，如交流安排

有问题，请通过邮件联系ICAS秘书处：icas@icas.org进行更改；
关于参会以及赞助（详细赞助方案请官网下载或电联），请
联系学会国际部：
崔芷健 01084924317，cuizjcsaa@163.com；
张 雪 01084924385；
关于入会，请搜索微信小程序“中国航空学会”进行办理。
学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北苑 2 号院（100012）
附件：1.ICAS2021 日程概览
2.ICAS2021 组织架构

中国航空学会
2021 年 8 月 12 日

中国航空学会
联系人：张雪 电话：0108492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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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印 100 份

ICAS 2021 日程概览
日期

时间

9月5日
（周日）

13:00-21:00

内容
现场报到

地点：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浦江楼1楼大堂
地址：中国上海浦东富城路33号

开幕式

主持人：S.Suzuki，ICAS2020主席，日本

07:00-08:00
08:00-09:00

说明

ICAS 丹尼尔和
佛罗伦萨·古
09:00-10:00 根海姆报告
（主会场）

报告题目：数字工程转型与创新
报告人：张新国
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航空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10:30-17:00

详见www.icas2020.com

分会场交流
中国专场1
（主会场）

主持人：张新国
报告一：智慧民用航空运输系统
报告人：殷时军，中国民航局总工程师
报告二：民用飞机的结冰试飞
报告人：陈勇，中国商飞ARJ21飞机总设计师
报告三：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
报告人：邵驰，中国航发商发副总经理

中国专场2
（主会场）

主持人：高正红，西北工业大学教授
报告一：民用无人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报告人：王英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人系统研究院、
云南创新研究院院长
报告二：形状可变化智能结构：力学、材料及应用
报告人：冷劲松，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报告三：中国直升机发展概况及若干直升机新技术
报告人：夏品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10:30-12:00

9月6日
（周一）
13:00-14:30

中法专场—
主持人：李乐飞，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副主任
基于模型的系统 联合主持人：Daniel Krob，CESAMES主席
工程与数字转型 报告一：迈向敏捷系统工程：复杂系统开发的迭代和协作
方法
（主会场）
15:00-17:00
报告人：Daniel Krob，CESAMES主席，空客顾问
承办：
报告二：基于模型的航电系统设计方法与实践
中国国际科技
报告人：高磊，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副所长
交流中心
报告三：待定
中国航空学会
报告四：系统工程方法在机载GNC领域的应用
法国系思迈协会 报告人：武方方，航空工业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CESAME）
副总工程师
17:05-18:00
19:00-21:00

大会报告一
（主会场）
招待会

报告题目：清洁天空计划
报告人：Axel Krein，德国
夜游黄埔江（含自助餐和往返交通）

日期

9月7日
（周二）

9月8日

时间

内容

08:00-14:30

分会场交流

详见www.icas2020.com

14:30-16:00

互动展示

详见www.icas2020.com

大会报告二
主持人：M. Kanerva，ICAS青年委员会主席，芬兰
——未来航空所 研讨人：姜丽萍，中国商飞制造总师（COMAC）
16:10-17:00
需技能专家研讨
Kory Combs，美国安飞公司（Ampair)
T.Ito,，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
（主会场）
17:00-18:00

ICAS航空
创新报告

报告题目：航空工业第三次革命——电气化
报告人：Corey Combs, 安飞公司总裁，美国

19:00-21:00

学生聚会

BMW上海体验中心

08:00-15:30

分会场交流

详见www.icas2020.com

16:00-17:00

大会报告三
（主会场）

（周三）

9月9日
（周四）

9月10日
（周五）

说明

主持人：J.L. Azevedo，ICAS 主席，巴西
报告题目：航空推进趋势：国际吸气式发动机会议
（ISABE）思考
报告人：Ric Parker，ISABE主席

大会报告四
17:00-18:00 （主会场）

报告题目：虚拟航空技术一体化平台——DLR
VicToria项目结果
报告人：Björn Nagel 德国宇航中心（DLR）

08:00-12:30

详见www.icas2020.com

分会场交流

大会报告五
13:30-15:30 （主会场）

主持人：D.Mavris，ICAS 学术委员会主席，美国
报告题目：IFAR可持续航空发展观——如何实现航空零排
放
报告人：Sergey Chernyshev,Rolf Henke,Sun Xiasheng,
Michel Peters,Bob Pearce,Ibrahim Yimer
来自三大洲，六位报告人，详情查询www.icas2020.com

ICAS 冯·卡门
报告
16:00-17:00 （主会场）

主持人：C.Atkin，ICAS战略委员会主席，英国
报告题目：应用于下一代机翼的主动载荷和噪声控制技术
（AFLONEXT）
报告人：M.Wahlich

闭幕式暨颁奖
仪式
17:00-18:00 （主会场）

主持人：Suzuki S. ICAS2020主席，日本
颁奖：
ICAS 丹尼尔和佛罗伦萨·古根海姆奖
ICAS 冯·卡门国际合作奖等9个奖项

待定

线路1：中国飞机强度所上海分部大型客机全机静力/疲
劳试验室-午餐-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线路2：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午餐-上海飞机客户
服务有限公司
线路3：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午餐-上海飞机设计
研究院

技术参观

32n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he Aeronautical Sciences
September 6-10，2021

中国组委会
主任

张新国

中国航空学会 副理事长 中国航空研究院 首席科学家

副主任

顾雁峰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副主任

陈少洋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吴光辉

委员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史坚忠

中国航空学会 副理事长 上海航空学会 理事长

王金岩

航空工业无线电电子研究所 所长

姚俊臣

（按姓氏笔画排列)

清华大学 特聘教授

王彬文

中国航空学会 秘书长

航空工业飞机强度研究所 所长

尹永鑫

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委主任

刘林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科技部部长

刘志敏

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所长

帅朝林

刘代军

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中国航空工业

孙婧

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孙侠生

中国航空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孙绍山
李跃明
朱明华

航空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副所长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副院长

中国商飞公司科技委办公室 副主任

许伟

中国航空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陈平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宣传推广处处长

陈怦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院长

待定

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杜朝辉

陈丽君
宋迎东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书记兼院长

航空工业金城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 总工程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副校长

03

32n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he Aeronautical Sciences

林东

航空工业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航天十一院 院长 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0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金城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AVIC NANJING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AIRCRAFT SYSTEMS

AVIC AIRCRAFT STRENGTH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ERONAUTICAL ESTABLISHMENT

复旦大学航空航天数据研究中心

Aerospace Data Research Center of Fudan University

航空工业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院

AVIC XI`AN AERONAUTICAL COMPUTING TECHNIQUE RESEARCH INSTITU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