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国际人类工效学大会（IEA2009）征文及会议通知
由国际人类工效学会（International Ergonomics Association，IEA）主
办，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承办，香港工效学会与台湾工效学会协办的第十七届国
际人类工效学大会（IEA2009）将于 2009 年 8 月 9-14 在北京召开。
国际工效学大会三年召开一次大会，是国际工效学领域专家、学者参与交
流的盛会。在北京举行的第 17 届国际工效学大会是国际工效学会成立半个世纪
以来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届时，将有大约 2000 名国内外学者相聚北京，
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变革、挑战和机遇”（chang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大会的目标是交流近年在人类工效学相关领域的研究、理论及
实践，提供一个参与国际交流和传播知识与经验的机会，交流工效学研究进展及
成果，促进国内外的合作，提高工效学理论及实践水平，扩大工效学的应用范围，
创造安全、卫生、舒适、健康和高效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第 17 届工效学大会将采取大会交流、分会交流、壁报交流、讲习班等方式，
交流工效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对于扩大我国工效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推
动我国工效学的发展，促进我国科学工作者的国际交往与合作具有重要作用。
会议期间，还将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庆祝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会成立 20
周年。
真诚的欢迎我国各界同仁积极参加本次大会，需要投稿者见以下要求。
一、征文要求：
1. 提交英文摘要，请进入大会网页（www.iea2009.org），按照网页相关要求
提交。
2．如果无法提交英文论文的，请提交中文论文，论文摘要请按照目的、方
法、结果、讨论及结论的格式用 word 软件撰写，每篇论文不超过 6000 字，论文
内容具体格式要求如下：
(1) 使用 A4 纸(210 毫米×297 毫米)，页面顶端及底端各留出 23 毫米的边距，
页面的左右边距分别为 20 毫米。
(2) 文章的标题居中，用中文四号黑体字；正文用中文五号宋体字；作者姓
名、单位地址居中，使用中文小五号宋体字。出席会议者的名字下面划一横线。
如果有多位作者，以空格区分。作者分属不同单位，请排序，作者姓名右上方用
上标 1、2、3 等区分。
(3) 摘要正文及关键词使用中文五号宋体字。
(4) 所有数字均使用阿拉伯数字，使用标准的缩略语及符号。
凡 2009 年 4 月 30 日前提交论文者，被录用的论文可以收入大会论文集。

3. 此次大会征文主要内容：
(1) 工作场所与环境的设计理论

(10) 工效学在康复中的应用

(2) 人体测量、生物力学与工作生理学 (11) 家具、产品设计工效学
(3) 生理心理工效学

(12) 人机交互

(4) 肌肉骨胳疾患

(13) 工效学在复杂系统中的应用

(5) 组织及管理工效学

(14) 工效学标准化

(6) 事故及工伤的预防

(15) 航空航天工效

(7) 计算机辅助的工效学

(16) 人机工程

(8) 可用性分析

(17) 工效学其他相关领域

(9) 交通工效学

(18) 其他

4. 提交论文摘要及论文的 E-mail 地址：tijiao@psych.ac.cn
二、会议注册
1. 会议时间：2009 年 8 月 9-14 日
2. 会议地点：北京九华国际会议中心
3. 注册日期：2009 年 3 月 1 日开始注册
4．注册方式：银行转帐、汇款和报到时交纳现金均可。
（1）银行转账：请转到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会，学会开户行为：北京银行学
知支行，学会帐号：01090375700120111035822；转帐时请注明“IEA2009 会
议注册”及参会人员的姓名，并将转帐或汇款凭证传真到学会秘书处（010－
82801533）。
（2）银行汇款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8 号，大学医学部劳环系人类工效
学学会，何丽华收，邮编 100191。
5. 注册费用：
（1）本会会员注册费 3000 元 。

（不是会员的专业人员可以将入会申请表和四年的会员费 200 元及两张 1 寸
照片同时寄到学会办公室，办理入会。注册费按照会员待遇，会员申请表格
可以在学会网站下载）
（2）非会员注册费 4000 元。
（3） 学生（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凭证件注册，注册费 1500 元
（4）考虑到各种情况，本次会议设有“日注册”
，办理“日注册”的代表可参
加注册日的各项活动。注册费 1200 元，学生日注册费 900 元。
（5）参加会议的中宾代表可以获得国家 I 类继续教育学分 10 分及证书。

（6）中国人类工效学会将为注册中宾提供免费参加 1 个“讲习班”的机会。
“讲习班”的注册号、题目及安排见下表。为了便于组织，参加“讲习班”的代
表务必于 6 月 15 日前将信息反馈给秘书处。
讲习班编号、题目及时间安排
Code

Title

Date

Time

WS-1 Aesthetic and Cultural Ergonomics

Aug.8 afternoon

Half a Day

WS-2 Match and mismatch in speech communication

Aug.9 morning

Half a Day

Aug.9 morning

Half a Day

Aug.9 morning

Half a Day

Aug.9 morning

Half a Day

Aug.8 morning

Half a Day

Aug.8 whole day

Whole Day

Aug.8 whole day

Whole Day

Aug.9 morning

Half a Day

Aug.9 morning

Half a Day

Aug.8 whole day

Whole Day

Aug.8 whole day

Whole Day

WS-13 Physical exposure assessment of hand activities

Aug.8 morning

Half a Day

WS-14 Ergonomics Applications in Lean Manufacturing

Aug.8 afternoon

Half a Day

WS-3
WS-4
WS-5

Ergonomic Exposure Assement Methods for Manual Material
Handling
Multidisciplinarity in a cable-manufacturing plant of the
Tunisian center
One Method for Word Intelligibility Study by The Disparity
Method

WS-6 (Queuing Network) Human Performance Modeling
New Directions for Usability Evaluations – How does ICT

WS-7 user satisfaction effect productivity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WS-8 Human-centered Systems Engineering
WS-9

Analysis of Force Patterns for Preventing Fatigue an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WS-10 Ergonomics for school curricula
WS-11
WS-12

The OCRA method for assessing and managing the risk of
UL WMSDs
A workshop on Projec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Logical Framework Approach (LFA)

参加会议的代表请务必在 2009 年 6 月 15 日前将会议回执通过 Fax 或 E-mail
传给秘书处：
Fax: 010-82801728
E-mail: alihe2009@126.com
会前办理注册交费的代表，秘书处按照会务的安排向会议中心预定住房。
三、展览及赞助
本次大会欢迎公司及个人参加展览或赞助，通过赞助 IEA 2009 年大会您可

以获得一个向来自全球的工效学领域专家、学者和用户介绍您的公司产品的难得
的机会。
有关事项参见 IEA2009 大会网站： http://www.iea2009.org
大会秘书处：
电话：010-8280-1728
传真：010-8280-1728
Email: alihe2009@126.com
通信地址：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
邮编：1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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