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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信号处理系统国际会议
会议通知
第十四届信号处理系统国际会议（ICSPS 2022）将于 2022 年 11 月 18-20 日在江苏镇江召开。本次会议由江苏
科技大学海洋学院主办，江苏省通信学会水下通信专业委员会，中国电子学会信号处理分会，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
市多维度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协办，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学术支持。本届会议的主题是“信号处理系统”，会议日
程丰富，包括主题演讲，特邀演讲，平行分会，海报展览，校园参观等。
信号处理系统国际会议自 2009 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召开了十三届，是信号处理系统领域的国际领先会议。
会议曾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奥克兰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众多高校机构合作，共设近百场
专业平行会议，内容涵盖了信号采集与分析、电子与通信工程、信号检测与处理、先进电子技术和传感器应用、医
学图像与生物信号处理等信号处理系统相关领域的多个国际热点议题。
现将有关会议情况通知如下：

一、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江苏科技大学海洋学院
协办单位：江苏省通信学会水下通信专业委员会
中国电子学会信号处理分会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市多维度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

学术支持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

二、 组织委员会
荣誉主席
嵇春艳教授(国家杰青), 江苏科技大学

会议总主席
Prof. Henry Leung, IEEE Fellow & SPIE Fellow,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喻俊志教授(国家杰青), 北京大学
邢孟道教授(国家杰青),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会议主席
Prof. Sana Salous, 英国杜伦大学
周建江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奕飞教授, 江苏科技大学

会议联合主席
万显荣教授, 武汉大学
黎福海教授, 湖南大学
赵海全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
杨春兰研究员, 中船集团 722 所

会议程序委员会主席
Prof. Yunfei Chen, 英国华威大学
谢文冲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预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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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绍帅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会议程序委员会联合主席
徐敬教授(国家青千), 浙江大学
李庆利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陈小平教授, 苏州大学

会议组织主席
张贞凯副教授, 江苏科技大学
苏胤杰副教授, 江苏科技大学
朱琎副教授, 江苏科技大学

会议博士论坛主席
王彪教授, 江苏科技大学

会议宣传主席
严俊坤教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吴玉泉教授, 中国科学院

会议出版主席
解志斌教授, 江苏科技大学
汪飞副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三、 出版信息
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将由技术委员会进行同行评审，录用并完成注册和报告的文章，将由 SPIE 出版至会议论
文集，并进入 SPIE 数字图书馆，由 Scopus, Ei Compendex 等数据库检索。

四、 会议主题与议题
会议主题：信号处理系统
会议议题：
主题一： 通信信号处理 （链接：http://www.icsps.org/s1.html ）
主席:周涛副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
刘寅生副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
主题二： 图像和视频处理（链接：http://www.icsps.org/s2.html ）
主席：高邵帅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Prof. Yuri Rzhanov, 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
闵雄阔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主题三：生物医学信号处理（链接：http://www.icsps.org/s3.html ）
主席：李庆利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王妍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主题四：声学信号处理（链接：http://www.icsps.org/s4.html ）
主席：赵海全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
Prof. Lichuan Liu, 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
张生副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
主题五：信号处理中的机器学习（链接：http://www.icsps.org/s5.html ）
主席：Prof. Wai Lok Woo,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
张葛祥教授,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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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Hamid Esmaeili Najafabadi,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主题六：阵列信号处理（链接：http://www.icsps.org/s6.html ）
主席：许京伟副教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刘琦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肖鹏副教授, 中山大学
主题七：雷达信号处理（链接：http://www.icsps.org/s7.html ）
主席：时晨光副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靳标副教授, 江苏科技大学
郭交副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主题八：海洋信息处理（链接：http://www.icsps.org/s8.html ）
主席：徐敬教授(国家青千), 浙江大学
王彪教授, 江苏科技大学
主题九：智能化的系统通信、控制和可靠性（链接：http://www.icsps.org/s9.html ）
主席：喻俊志教授(国家杰青),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所
张莉副教授, 英国利兹大学
李震副教授, 江苏科技大学
更多的会议议题信息可参阅大会官网：http://www.icsps.org/cfp.html

五、 征稿要求
本届会议接收与议题相关的、尚未在国内外发表的研究成果。文章格式要求如下：
语言：会议官方语言为英语，只接受英语论文，请务必用英语撰写。
投稿类型
 摘要：只做报告不出版文章
全文：既要在大会上做报告也要出版文章，文章篇幅要求至少 4 页满
投稿方式：
Easychair 在线投稿系统：
https://easychair.org/conferences/?conf=icsps2022

★ 征稿截止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

六、 会议日程
2022 年 11 月 18 日
全天：大会报到，组委会会议，校园参观

2022 年 11 月 19 日
上午：开幕式，主题报告
下午：特邀报告，平行分会&海报展览, 颁奖及晚宴

2022 年 11 月 20 日
上午：平行分会&海报展览
下午：城市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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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主题报告嘉宾
Prof. Henry Leung, IEEE Fellow & SPIE Fellow,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Prof. Sana Salous, 英国杜伦大学
徐敬教授(国家青千), 浙江大学

八、 特邀报告嘉宾
张莉副教授, 英国利兹大学
时晨光副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周涛副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

九、 会议费用
注册项目
2022 年 7 月 25 日前注册

2022 年 7 月 25 日后注册

现场注册

常规注册

3000 CNY

3300 CNY

----

学生注册

2700 CNY

3000 CNY

----

文章注册

额外文章

2400 CNY / 每篇

2700 CNY /每篇

----

摘要报告注册（只做报告不出版文章）

常规注册

2400 CNY

2700 CNY
2700 CNY

学生注册

2100 CNY

2400 CNY

其他注册 （报名截止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
听众
当地观光

1800 CNY

2100 CNY
400 CNY

2400 CNY
----

★ 注册费包含：参会交流、电子版论文集、会议手册、会议纪念品、会议期间茶歇、会议期间晚午餐等
★ 参会人员差旅费及住宿费自理
★ 额外文章适用于第一作者为同一作者的文章，最多 3 篇。
★ 第一作者为学生才能享受学生价优惠，请注册时附上学生证复印件等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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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注册方式
所有注册信息由线上提交，可采用银行卡、支付宝、微信转账等线上交易形式，也可在线下银行汇款转账。详
情查阅：http://confsys.iconf.org/register/icsps2022

十一、 联系方式
联系邮箱：icsps@iacsit.org
联系电话：18000547208
会议网站：http://www.icsps.org/

十二、 会议地点
江苏科技大学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长晖路 666 号
网站：https://www.just.edu.cn/main.psp

十三、 附件
★ 点击查看论文模板
★ 点击查看注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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