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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动化学会
￣￣￣￣￣￣￣￣￣￣￣￣￣￣￣￣￣￣￣￣￣￣ 

第 23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大会 (IJCAI-13) 
展览邀请函

（2013年 8月 3日-9日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各有关单位：

第 23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大会将于 2013年 8月 3日至 9日在北京召开，作为国际人工智

能科学界水平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大会，届时将有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余名代表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人工智能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发展和未来。

为了充分展示新一代智能科学技术产业最新发展成就，搭建智能科学技术产业最佳沟通交

流平台、引导智能科学技术产业更加健康地发展，进一步推动智能科学技术担当起信息化向智

能化高端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使我国智能科学技术全面走向世界。同期将举办“第 23届国

际人工智能联合大会展览会”，参展形式可以展板和小型实物方式参展。请相关企业、各省市自

动化学会、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收到通知后请尽快报名，以便统筹安排。

一、基本情况

（一）大会名称：第 23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大会展览会

（二）大会时间：2013年 8月 3日至 9日

（三）大会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四）目标定位：力争办成服务国内产业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亚洲一流的综合性智能科技

展览会，成为新一代智能科学技术、产品和应用创新成果的展示平台，产业链对接、技术转化、

商机探寻的贸易平台，学术交流、技术研讨、产业分析的互动平台。

（五）展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智慧城市建设管理、物联网技术（中间件、射频识别技术、

传感器）应用系统、云计算（云数据、云存储等大型云计算应用方案）、输配电与智能电网技术

装备、智能汽车和车联网技术产品、智能卡与识别技术、智能交通、停车场管理及设备、智慧

能源/石油解决方案、智慧健康技术与产品、智能建筑和智慧家庭应用系统及产品、虚拟现实及

3D技术与产品、智能控制与指挥调度技术、智能测绘导航技术与产品、智能机器人及视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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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模式识别、智能科学技术成果等技术产品。 

二、组织机构 

支持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 中国自动化学会 

承办单位： 北京东方炬峰展览有限公司 

三、工作要求 

举办展览会是展示我国新一代智能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促进企业信息沟通，推动行业

技术合作，加强地方工作交流，引导指智能科学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请单

位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共同办好展览会的筹备和举办工作。 

（一）各地方自动化学会、学会各分支机构及从事智能科学技术管理、科研和生产的主管部门

要积极组织好本地区智能科技企业按照专业参展、参观和采购，共同做好大会的筹备工作。 

（二）请省自动化学会、学会各分支机构充分发挥自身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对会员及企业的

宣传动员，积极配合博览会组委会做好招展和专题活动等工作。 

（三）请各有关企业结合自身市场推广工作的计划安排，结合大会的展区设置和专题活动，积

极参与到博览会中。 

四、联系方式 

（一）中国自动化学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95号自动化大厦（100190） 

电  话：010-62521822，62544415    传  真：010-62522248 

网  址：www.caa.org.cn             E-mail：caa@ia.ac.cn  

联系人：张  楠 

（二）北京东方炬峰展览有限公司 

电  话：010-52898688，52866188    传  真：010-64811551 

网  址：www.ciiie.com.cn            E-mail：ciiie@ciiie.com.cn  

联系人：王  浩 

 

中国自动化学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二日 



2013 中国自动化大会暨自动化领域协同创新大会 

征文通知 

（第一轮通知） 

2013 中国自动化大会暨自动化领域协同创新会议（CAC-2013）将于 2013 年 11月 7 日-8 日

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同时召开“自动化技术与装备”展览会，开展自动化领域“产学研”的互

动交流。 

一、 大会主题 

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挥协同创新优势，提升中国自动化、信

息化与智能化科技水平，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曙光和挑战。 

二、 征文范围 

根据大会程序委员会安排，本次大会将设立 8 个专题、22 个征文领域。热烈欢迎全国各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的从事自动化理论与技术研究的科技工作者积极投稿，特别希望

征集能反映各单位在自动化领域研究特色的学术论文。 

大会专题： 

专题 1：智能制造装备与测控技术 

专题 2：碳效优化与环境控制 

专题 3：复杂系统建模与控制 

专题 4：无人系统自主控制 

专题 5：空天飞行器控制技术 

专题 6：生物信息与认知计算 

专题 7：Cyber-Physical Systems 

专题 8：控制系统运行安全性 

 

主要征文领域： 

征文领域 征文领域 

1: 自动化领域协同创新与发展创新 12: 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 

2：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 13：网络化控制系统 

3: 高端自动化系统与技术 14：智能交通系统 

4：信息融合与故障诊断 15: 生物信息与仿生控制 

5：工业系统工程 16：复杂系统理论与方法 

6: 智能制造装备与测控技术 17：空间飞行器控制 

7：工业传感器与仪表 18：脑机接口与认知计算 

8: 基于数据的建模、优化与控制 19：智能计算与机器学习 

9: 机器人与无人系统 20：复杂系统的平行控制和管理 

10: 导航、制导与控制 21：社会计算和社会系统的管理 

11：节能减排与绿色制造 22：基于大数据的决策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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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稿要求 

1、 来稿未曾公开发表过，具备真实性和原创性。论文摘要及全文请勿涉及国家秘密。 

2、 凡投稿论文被录用且未作特殊声明者，视为已同意授权出版。 

3、论文篇幅不限，中英文均可（英文论文将被收录 IEEE Xplore），特别欢迎能反映本单位研究特

色的长文，征稿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8 月 31 日，录用通知日期为 2013 年 9月 30日。 

4、论文投稿请通过登录中国自动化学会网站（网址 http://www.caa.org.cn）在线投稿系统会议投

稿专栏投稿。投稿时请务必注明论文投稿的专题或者征文领域。 

  

四、 论文出版 

出版会议论文集，被 IEEE Xplore 检索，部分优秀论文拟推荐到国内外 SCI、EI 检索的重要

期刊以专辑形式发表，各专题论文会后将组织出版专著。同时，大会还将讨论自动化领域在“十

三五”期间重点研究方向，形成报告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 

  

五、 大会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自动化学会 

承办单位：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省自动化学会 

大会主席：戴汝为，孙优贤 

大会副主席：王飞跃，李衍达，吴启迪，郑南宁，王天然，吴宏鑫，席裕庚，郭雷，张育林，

周康，王常力 

程序委员会主席：郑南宁、陈俊龙 

程序委员会副主席：柴天佑，王飞跃，沈林成 

组织委员会主席：张育林 

组织委员会常务副主席：沈林成 

组织委员会副主席：吴敏，王耀南 

大会秘书长：吴美平 王飞跃  

大会副秘书长：张楠，温激鸿，徐昕，刘小燕，戴朝晖 

  

   联系人：黄振华，余洪山，梁桥康 

   电话：18374966022(黄振华)   18374966028(余洪山) 18374966011(梁桥康) 

0731-84573323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国防科技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邮编：410073    E-mail: 2013CAC@gmail.com 



中 国 自 动 化 学 会 

第六届 ABB杯全国自动化系统工程师论文大赛征文通知 

主办：中国自动化学会       征文截稿日期：2013 年 7 月 30 日

为发掘和培养更多优秀的自动化科技人才，更好地使自动化技术服

务于科技创新、资源开发利用和能源管理，推进现代自动化工程理论与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全方位体现全国自动化系统工程师的专业素养和技

术水平，沟通本领域内最新研究成果和前沿思维，中国自动化学会现举

办第六届 ABB 杯全国自动化系统工程师论文大赛，欢迎本领域的高校教

师及学生、企事业单位的工程师和从业人员、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等踊

跃投稿。获奖论文作者将受邀参加 2013 年中国自动化大会（CAC 
2013），现场将颁发获奖证书及奖品，该大会将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至

8 日在湖南长沙召开。

一、征文对象： 

(1)企事业单位从事自动化系统及相关专业工作的科技、设计、管理、施工、运行、维护及培

训的科技人员等。

(2)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从事自动化、信息化专业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学生和工程技术

人员等。

二、征文主题：自动化创新与产业升级 

三、征文内容涉及领域： 

(1) 体现“自动化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自动化系统及相关实用技术及产品介绍。

(2) 运动控制、工业过程控制、电气自动化、电力电子技术、检测与自动化仪表、信息处理、

管理与决策、电工技术、控制理论、系统工程、计算机技术与应用和网络技术、语义句法模

式识别与智能控制、地热能利用技术、新能源、嵌入式系统、系统集成、系统仿真、人工智

能与专家系统、现代企业信息化系统、自动化系统项目管理以及其他自动化相关产品和技术

在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和天然气、纺织、轻工、有色金属、现代物流、机械制造、电力

发电、生态和环保、造纸印刷、智能建筑、水工业、医药、建材、工程建筑机械、塑胶、纺

织印染、冶金、机床、航空航天、国防军工、雷达通信、数据采集、工业安全、电机传动、

智能交通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或典型应用。

(3) 优化生产过程、改善产品品质、改良生产环境，可有效提高能源效率和生产效率，提高

生产过程安全可靠性的自动化系统和控制技术。

(4) 自动控制理论研究、国内外最新自动化系统新技术及产品发展动态综述。

(5) 国内外高等院校自动化工程专业工程教育及发展模式研究。



四、论文的提交截止日期：2013 年 7 月 30 日。 

五、征文要求： 

(1) 论文写作用中、英文均可。每篇文章署名作者不能超过 4 位，每位作者以第一作者身份

投稿不能超过 2 篇。ABB 员工不能参与投稿。

(2) 参赛稿件未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过、未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报告过、未参

评过前五届 ABB 杯论文大赛。

(3) 稿件篇幅原则上 A4 纸不低于 4 页、不超出 8 页(包括插图、表格等)。
(4) 稿件要求论点鲜明，内容新颖实用，数据可靠，条理清晰，文字简洁通顺，图文清晰。

(5) 稿件首页应包括：题目、200 字以内的中文摘要和 3～5 条关键词；与中文内容相对应

的英文题目、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摘要为不加评论的补充解释，能够简明、确切地记述

文章重要内容，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要素。如来稿属于基金项目(写明基金编号)、
国家攻关项目等，请在首页底行注明。

(6) 稿件应严格按照要求排版，本大赛拒收未按要求排版的稿件。文中所有文字符号、公式、

图形符号要使用国家最新标准。稿件中外文字母分清大小写、正斜体，上下角的字母、数码

和符号的位置高低应区别明显。

(7) 表格使用“三线表”，表中包括：说明、量的名称、量的符号及单位。插图和照片不用复

印件，图表放在正文中相应的位置上。图表和公式分别用阿拉伯数字全文统一编号。

(8) 参考文献不超过 15 条，综述文章的参考文献可根据内容而定。参考文献格式为：

图书：[序号] 作者名. 书名. 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起页-止页.
期刊：[序号] 作者名. 文章名. 期刊名，年份，卷(期)：起页-止页.
会议文献(编者可省略)：[序号] 作者名. 会议名称，会议地址，年份. 出版地：出版者，出

版年：起页-止页.
学位论文：[序号] 作者名. 文章名：[学位论文].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起页-止页.
（9）文章末尾须注明：作者真实姓名、详细工作单位、姓名的汉语拼音、工作单位的英文

名称及前两位作者简介，电话、Email、邮编、通迅地址等联系方式。

（10）投稿请务必遵守征文要求，以免优秀文章被过早淘汰。

六、投稿方式 

(1)完整稿件须以 word 格式提交至大赛网站：http://www.caa.org.cn:8080/abb。
(2)Email 投稿。将 word 文档发到收稿信箱 caaorg@gmail.com，邮件标题中请注明“第六

届 ABB 杯论文大赛”。

七、评审和颁奖 

评审团成员由自动化工程界、产业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专家组成。本着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所有的参赛文章都将经过评审团的匿名评审与严密核实。大赛设置一等奖 1 名，奖

品价值 10000 元；二等奖 5 名，奖品价值 5000 元；三等奖 15 名，奖品价值 2000 元；所

有参加投稿且符合稿件要求的作者均可获得纪念奖。

所有录用的稿件，将会收入大会论文集中，公开出版发行。优秀论文将被推荐到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 以及自动化学报、科技导报等

国内外著名杂志上。

八、最新详细信息请查询中国自动化学会网站：http://www.caa.org.cn/。 

Email：caaorg@gmail.com
咨询电话：010-82617110             联系人：张楠    陆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