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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通知
（第二轮通知）
2019 年 6 月 3 日，学会发布了《2019 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会
议的第一轮通知》
（编号：CES-7-2019-002）。在各分会和会员的大力支持下，会议的筹备
工作进展顺利，大会将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9 月 1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
一、会议组织单位
（一）主办单位：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
（二）承办单位：清华大学工程管理硕士教育中心、北京津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西安科技大学、深圳米乔科技有限公司
（四）支持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工程管理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国际工效学协会、亚洲工效学与设计理事会、金砖五国工效学学会
联盟理事会。
二、会议时间与地点
（一）大会时间：2019 年 8 月 30 日—9 月 1 日，会期 3 天，8 月 30 日全天报到。8 月 31
日上、下午主会场特邀报告及学会 30 周年纪念活动，9 月 1 日分会场报告。
（二）大会地点：西安曲江国际饭店（地址：西安市雁塔区西影路 46 号）
。
三、会议主要内容
（一）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
8 月 31 日上午，会员将参加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会上将颁发学会突
出贡献奖、学会 2014-2019 年优秀科研论文奖、2019 学会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奖等；发布教
育部协同育人项目及授牌仪式、国际工效学协会两个奖项通知、大赛启动仪式；代表大会审
议表决学会章程（修订版）
。
（二）大会特邀报告
8 月 31 日上、下午，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就人类工效学的发展、在科技创新和社会关注
的重大问题中的应用作学术报告。
（三）分会场报告及学术交流
大会设管理工效、人机工程、生物力学、工业设计、用户体验等多个学术分会场，各分会场
根据自身情况安排报告与交流。此外，还设有金砖五国工效学学会联盟交流专题、青年学者
获资助项目交流专题、两岸三地工效学论坛 3 个分会场。
上述分会场报告及交流的议题覆盖领域（但不限于）
：国际人因学教育与研究合作、人因产
品设计与评估、复杂系统的人因设计与评估、人因学与自动驾驶、航空航天中的人因学、团
队与群体作业组织中的人因学、人因学论文选题与写作、制造系统中的人因学、服务产品中
的人因学、人因学与互联网等。

四、学术报告海外专家（排名不分先后，境内报告专家仍在邀请中）
⚫

Jose Orlando Gomes，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教授，国际工效学协会（IEA）副主席。

⚫

Boris B. Velichkovsky，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
，教授，心理学家，
俄罗斯工效学协会代表，心理科学国际联盟的俄罗斯代表、欧洲心理协会联合会的俄罗
斯代表。

⚫

Waldemar Karwowski，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教授，系
主任， 国际工效学协会（IEA）前主席。Human-Intelligent Systems Integration 主编，
Theoretical Issues in Ergonomics Science 主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Ergonomics 主编。

⚫

Damien Chablat，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
研究员，机器人与仿真机器人团队负责人，人-机器人交互设计、数字人体建模与仿真
专家。

⚫

Shek Mohammed Rauf Iqbal，印度国家工业工程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教授，印度工效学学会常务理事。

⚫

Wen-Ruey Chang，Ergonomics 副主编， 美国 Chang WR Falls Prevention 公司总裁，
国际工效学协会（IEA）滑倒、摔倒技术委员会前主席，美国利宝公司前高级研究科学
家。

⚫

Rosemary Seva，菲律宾德拉萨大学（De La Salle University）教授，院长助理，亚洲工
效学与设计理事会（Asian Council on Ergonomics and Design）主席，菲律宾工效学学
会主席。

⚫

Andrew Thatcher，Ergonomics 副主编，南非金山大学（Wits University）教授，南非工效
学学会主席。

⚫

Alan Hoi-shou Ch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rgonomics 主编、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in Manufacturing & Service Industries 副主编, 香港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教授，系主任助理，香港职业安全健康局（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Council）局长。

⚫

Chien-Chi Chang，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国际工效学协会（IEA）职业标准与教育委
员会的主席，美国利宝公司前高级研究科学家，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Production
Engineering 的副主编。

⚫

Kai Way Li，台湾中华大学教授，前系主任、Journal of Ergonomic Study 主编，美国利
宝公司前研究科学家。

⚫

Eric Min-yang Wang，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国际工效学协会（IEA）前主席。

⚫

Chia-Fen Chi, 台湾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台湾人类工效学会副主席，曾担任工业管理系
系主任、教学与学习中心主任。

五、会议论文提交
为方便会议安排，请参会人员按要求及时提交学术论文全文或者论文摘要（注：可以只提交
论文摘要）
。
（一）论文或摘要提交截止时间：2019 年 7 月 31 日
（二）论文或摘要撰写格式：

中文格式参照《人类工效学》的论文及摘要排版要求，英文格式参照《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rgonomics》的论文及摘要排版要求。
（三）提交方式：
论文作者在会议网站（http://www.imem.tsinghua.edu.cn/cesbj2019）注册后，点‘提交论文’
选项后即可以提交。
（四）会议支持期刊包括：人类工效学、技术创新与管理、工业工程与管理、工业工程、机
械设计、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rgonomics、Ergonomics。
六、会议注册费
（一）交费标准
参会学生 1000 元/人，其他参会人员 1500 元/人。
（二）会议费缴纳方式
⚫

电子支付方式（推荐使用）：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右侧二维
码，并在支付后的页面提供准确的发票信息。提前通过电子支
付方式缴纳会费可在会议现场直接领取发票。

⚫

会议现场缴费，会议费发票将于会后邮寄。

七、会议住宿
（一）本次会议住宿提供协议酒店（曲江国际饭店）
，参会代表可于 7 月 31 日前在会议系统
选择住宿：450 元/天单住、450 元/天合住，也可自行预定其它酒店。
（二）会议住宿费自理，不安排接送站，请参会代表自行到达。
八、重要日期（根据参会人员要求，延长了截止日期）
（一）会议时间：8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30 日全天报到。
（二）会议论文（或摘要）投稿截止日期：7 月 31 日；会议论文录用通知： 8 月 10 日前。
（三）在线注册并缴费（也可在会场当场缴纳）截止日期：8 月 25 日。
（四）2014-2019 年优秀科研论文奖申请截止日期： 7 月 31 日。
九、工效学展览
大会同期举办工效学展览，竭诚邀请国内外有关单位踊跃展示工效学研究用的仪器设备、最
新产品；或者展示与介绍自己单位、研究所（课题组）；以及招聘教师、博士后、研究助理、
学生等方面进行宣传等，并为会议提供多方位支持，共同促进我国人类工效学事业的发展！
十、会议联系方式：
⚫

会议网站：http://www.imem.tsinghua.edu.cn/cesbj2019

⚫

会议联系：学会秘书处吴莉莉老师，手机:18611302197；邮箱：wulili@tsinghua.edu.cn。

⚫

会务联系（住宿、交通、发票等事宜）：清华大学工程管理硕士教育中心：许园园，手
机：18612219910；杨振，手机号：13701089430

附录：
(一)

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 2014-2019 年优秀科研论文奖评选活动通知

(二)

2019 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学术会议：企业赞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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