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utonomous Systems    2020.12.06-08 Guangzhou 

 

第四届国际自主无人系统研讨会（ISAS 2020） 

会议通知 

第四届国际自主无人系统研讨会（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utonomous Systems）定于 2020

年 12 月 6 日—2020 年 12 月 8 日在广州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本会议由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

学主办，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自主系统与网络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承办，深圳大学、

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阿灵顿分校研究院自主系统实验室协办，并得到 IEEE、中国自动化学会“可信控

制系统”专委会及东北大学过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技术支持。 

本次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为：自动化、网络化控制系统、机器人、人工智能、新兴技术等。将邀

请国内相关理论与应用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进行研讨与交流，促进自主系统领域的学科与技术发展。 

诚邀各位专家学者、同行及学生参加。 

会议网站：http://www2.scut.edu.cn/isas2020/ 。 

 

一、会议形式与规模 

本次会议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进行（线上采用腾讯会议软件），会议号将在程序册公布。会议微信

群二维码将在会议开始 5 天前在会议网站公布，届时已缴纳注册费的参会人员请加入微信群，以及时了解

会议安排最新动态。 

 

二、会议论文征集 

本次会议收录论文均为英文论文，论文在 TCCT 论文系统提交，将进入 IEEE Xplore Data Base 以及被

EI 检索，具体提交日期及注意事项，请及时关注会议网站。 

 

三、日程安排 

2020.12.06   下午： 报到、注册             

2020.12.07   上午： 开幕式、大会报告        下午：特邀报告 

2020.12.08   上午：分会场报告               中午：闭幕式 

 

四、会议举行地点 

广州嘉逸国际酒店。 

 

五、注册事宜  

 1. 注册费收费说明 

参会人员类别 注册费金额 

录用论文 1 篇 3500 元/篇 

录用论文 2 篇或以上 3200 元/篇 

无投稿论文但参加现场会议并用餐 1500 元/人 

http://www2.scut.edu.cn/isas2020/


 

2. 缴费方式 

（1）校外人员： 

1）扫码支付人民币：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识别主办方华南理工大学的本次会议费收费二维码扫码转

账支付（见下方），有投稿论文的，请务必填写论文 ID。在缴费成功后即可立即开具会议费电子普通发票，

请务必确保正确填写开票。 

 

注：转账时请在内容栏注明“ISAS2020+姓名+论文 ID”，并将缴费记录截图和参会回执发送至邮箱：

autonlab@scut.edu.cn（邮件标题：ISAS2020+作者单位+姓名+论文 ID+参会回执）。 

 

2）转账支付人民币： 

户名：华南理工大学 

账号：3602002609000733759  

开户行：工行广州五山支行  

联行号：102581000546 

附言：自动化+ ISAS2020+缴款人姓名 

 

3）支付外币：转账汇款 

Customer：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ccount No.: 3602002609000733759 

Name of the Bank：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Guangzhou Wushan Sub-br. 

SWIFT CODE: ICBKCNBJGDG 

Address of the Bank: Wushan Guangzhou,P.P.China 

Remittance Information: ISAS2020+Name+paperID 

 

无投稿论文的但参加线下会议并用餐的校外参会人员，也请按以上三种方式提前预注册或现场注册。 

 

（2）华南理工大学参会人员： 

校内转账至会议校内收款经费号，项目负责人登陆华南理工大学财务处网上报销系统的“项目转账”

模块，选择“国际自主无人系统研讨会（ISAS）会议注册费”，在转账页面中的“金额”填对应金额，“用

途”写“ISAS2020+姓名+论文 ID”。 



提交后将网报单投递到财务处办理校内转账，再将财务系统查询到的制单信息截图，和参会回执发送

至邮箱：autonlab@scut.edu.cn（邮件标题：ISAS2020+作者单位+论文 ID+参会回执），并在校内转账制单

成功后，将财务系统中校内转账缴费成功的信息截图尽快再次发送到指定邮箱中（邮件标题：ISAS2020+

作者单位+论文 ID+校内转账制单成功），否则影响论文终稿收录。 

无投稿论文的但参加线下会议并用餐的华工参会人员，需按此方式提前预注册。 

 

会议回执可在会议网站下载。 

 

六、酒店及交通 

本次会议会议酒店定为广州嘉逸国际酒店，线下主会场将设在酒店内。 

酒店会议联系人：唐经理 18122038536 

具体订房信息及酒店交通，请关注会议网站。 

参会人员也可预订其他酒店如：鸿德国际酒店（东莞庄与广园路交界处）、广州嘉鸿华美达广场酒店

（广园路）等。 

 

七、疫情防控要求 

会议按学校办会要求做好防疫工作，参与线下会议的人员需出示健康码；28 天内有境外和国内中高风

险地区出行经历的参会者，还须出示 5 天以内的核酸检测证明。会议期间参会人员全程戴口罩。 

 

八、会议联系人 

李老师：autonlab@scut..edu.cn。 

 

                               会务主席  

 

主办：华南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承办：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主系统与网络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无人机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协办：深圳大学 

      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阿灵顿分校研究院自主系统实验室 

技术支持：IEEE 计算智能协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可信控制系统”专委会 

        东北大学过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控制理论与应用》 

       

 

 

 



 

 

 

附件 1 

  第四届国际自主无人系统研讨会参会回执 

Reply of Participating ISAS2020 

论文题目 

Paper Title 
 

报告形式 

Type of Report 

□ 线上报告（不参加现场会议）     □ 现场报告 

   Virtually                         Physically 

报告人员/参会人员姓名 

Name of Participant 
 

所在单位 

Affiliation 
 

职 称 

Professional Rank 
 

联系电话 

Tel. 
 

联系邮箱 

Email 
 

备   注 

Remarks 
 

注：仅作线上报告而不参与现场会议的参会人员，请在 2020 年 12 月 3 日前提交录制的演讲 PPT 视频至

autonlab@scut.edu.cn，邮件标题“ISAS2020 线上会议报告+报告人姓名+报告题目”。 

PS：The participants who present virtually, need to send the video of the PPT to email: autonlab@scut.edu.cn. The 

email title: ISAS2020 virtually report + name + paper title. Submit deadline：Dec.3rd, 2020. 

 

附件 2 

第四届国际自主无人系统研讨会会议酒店房间预订回执 

Reply of Booking Room of ISAS2020 

参会人姓名 

Name of Participant 
 

联系电话及邮箱 

Tel.& Email 
 

工作单位 

Affiliation 
 

随行人员人数 

Number of Retinues 
 

 

 

住  宿 

Hotel 

预定会议指定酒店：广州嘉逸国际酒店 

Hotel of ISAS2020：Grand International Hotel 

房   型 

Type of Room 

标间（Standard Room）： ___ 间 

行政房（Executive Room）： ___ 间 

住 宿 时 段 

Accommodation Period 

2020 年 12 月___日   时入住， 2020 年 12 月___日   

时退房，共___晚 

Check in: Dec.     2020; Check out: Dec.     2020. 

注：本登记仅作为承办方统计房间预订数目用，不作为支付房费凭证。参会者

仍需直接通过酒店预订与支付房费。 

This reply is only used for the organizer to count the number of room reservations. It 

is not used as the proof to pay the room fee. Attendees need to book rooms and pay 

the fee through the hotel. 

mailto:autonlab@scut.edu.cn


备   注 

Rema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