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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大会

钱学森诞辰 110周年和

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创立 40周年纪念大会

暨第二十一届国际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大会

会议通知
各相关单位:

钱学森诞辰 110周年和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创立 4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二十一届国际

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大会将于 2021年 10月 23-25日在北京召开，在大会开幕式上，您

可以亲自聆听伟大科学家钱学森关于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的原声重要讲话(约 20分钟)。
现将会议通知如下：

一、大会简介

1981年，在伟大科学家钱学森的亲自指导下，一门综合性交叉技术科学—人-机-环
境系统工程（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Engineering，简称MMESE）在中国诞生。

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是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通过正确处理人、机、环境

三大要素的关系，深入研究人-机-环境系统最优组合的一门科学，从而实现人-机-环境系

统“安全、高效、经济”三大目标。钱学森对这门新兴科学给予了极高评价，他于 1993
年 10月 22日致函人-机-环境系统工程（MMESE）创始人龙升照教授并指出：“你们是

在社会主义中国开创了这门重要现代科学技术！”
2001年 6月 26日，钱学森在致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创立 20年纪念大会的贺信中又

指出：“20年来，你们在人-机-环境系统工程这一新兴科学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开拓和探

索，并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你们再接再励，大力推动人-
机-环境系统工程理论及应用的蓬勃发展，为中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作出积极贡

献！”

二、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

北京科萃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技术研究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应用咨询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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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户体验联盟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用户体验产业分会

北京津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承办单位

北京人因智能工程技术研究院

3.协办单位

德国菲兹曼医用电子公司北京代表处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的因素及应用统计实验室

北京优兆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人因工程技术研究院

中国创新设计大数据北京中心

三、时间地点

时间：2021年 10月 23-25日
地点：北京市西直门宾馆（西直门内大街 172号，010-66001118）

四、大会专家

1.大会名誉主席

王  浚 中国工程院院士

2.大会主席

龙升照 人-机-环境系统工程（MMESE）创始人，原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工效学研

究室主任，原国防科工委武器装备人-机-环境系统工程专业组专家，北京科萃人机环境

系统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

张 伟 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工程管理硕士教育中心主任，全国

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3.组织委员会主席

庞丽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赵起超 北京津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人因智能工程技术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用户体验联盟副理事长

4.学术委员会主席

毛恩荣 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副院长

5.学术委员会专家和特邀嘉宾

袁修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原国防科工委武器装备人-机-环境系统工程专业组

专家，原全军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王建昌 少将，空军特色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原空军总医院院长），全军航空航天

医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鸣皋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原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全军航空

航天医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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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永青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载人航天总体部副总设计师

张 力 湖南工学院原校长、人因与安全工程研究院院长，国家核安全局核电厂人

因工作组副组长

张凌浩 南京艺术学院校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胡 洁 兰州理工大学副校长（挂职），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执行院长，教育部
青年长江学者

李文勇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长

尹 锋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士官学校原副校长

陈东生 江西服装学院副校长

赵朝义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人因与工效学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副理事长

文东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通用工程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航空宇航

科学与技术”学科评议组成员

罗仕鉴 浙江大学宁波科创中心国际合作设计分院院长，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设计学

院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吴昌旭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长聘正教授，原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认知系统实验室主

任，国际华人人因工程协会执行主席

夏宝清 中国兵器工业 521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陈伟炯 上海海事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谌玉红 军事科学院军需工程技术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郭小朝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研究员，原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航空心理工效研究室主

任

叶 龙 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处副处长

王黎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会副主席，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薛红军 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人机与环境工程学科点负责人

张建平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第二研究所民航空管工程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董大勇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舱室集成部副部长、专业总师，全国人类工

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周前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因工程研究所所长

方卫宁 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全国人类工效学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王延琦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人-机-环境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丁 霖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项目总师，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委员

鲁爱国 中国船舶第 709研究所研究员、项目总师，中国用户体验联盟理事

凌 亮 中国兵器一院装甲车辆人机环总体技术学科带头人

张运红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智能交互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委员

金 岩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汽车工程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

易树平 重庆大学教授， 教育部工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类

工效学学会智能交互与体验分会主任委员

苏建宁

张峻霞

汪 磊

兰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育部工业设计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天津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

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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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文军 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副院长

张 野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院长

刘 键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

（持续增加中。。。。。。）

五、日程安排（拟定）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10月 23日
星期六

代表报到 代表报到

人机环境同步技术培

训班

7:00 PM
专委会委员会议

10月 24日
星期日

大会开幕式

特邀专家

专家报告

特邀专家

专家报告

欢迎晚餐

10月 25日
星期一

论文报告

闭幕式

代表离会

10月 26日
星期二

当地考察(自愿参加，

需另付费)

ErgoLAB人机环境同步技术培训班日程（免费）

（10月 23日下午 13:30-17:30）

时间 报告主题

13:30-14:15 ErgoLAB人机环境同步技术、主客观人机工效分析技术及研究案例

14:15-15:00 显控装备/单兵装备信息原型人机交互与用户体验测评技术及研究案例

15:00-15:30 ErgoVR数字装备虚拟原型人机工效测评技术及应用研究案例

15:30-16:00 ErgoSIM环境模拟工效学测试技术及功能应用

16:00-16:30 ErgoHMI智能座舱原型人机工效测评技术及应用研究案例

16:30-17:00 ErgoHCI多模态人机交互智能座舱人因测评技术及研究案例

17:00-17:30 ErgoAI智能穿戴生理测量与智能状态识别技术及研究案例

注：会议最终详细日程以后续最新会议通知为准

六、会议论文

本会议录用的论文将由国际知名出版社 Springer（斯普林格）出版发行，论文集英

文名称为：《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Engineering：Proceedings of the 2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MESE》，并随即送往 EI申请核心检索。

《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Engineering：Proceedings of the 2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MESE》的 ISSN号为 ISSN1876-1100，网址为:



5

http:/www.springer.com/series/7818。它是 Springer 《Lecture Not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LNEE)系列丛书的组成部分。该论文集出版后，随即将送往 EI 进行核心

检索。MMESE 第十三届至第二十届《国际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大会论文集》已连续 8 届

成功被 EI 核心检索。

MMESE大会论文集已连续 8届获 EI 核心检索。

MMESE大会论文集已数年获评 Springer 出版社 TOP25%下载刊物，章节累计下载

量超过 45万次。

MMESE大会论文集已被来自 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1500多家院校和机构收录。

MMESE 发表的会议论文集可在以下知名电子书商店购买及下载：Amazon
KindleShop、Apple iTunes、Google play。

七、论文报告征集

1.建议已经录入《第二十一届国际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大会论文集》中的论文作者

在大会上进行现场报告，每篇论文报告时间 15分钟，讨论 5分钟。

2.会议交流及报告语言为中文。

3.演讲申请：

如果您是有意向做现场报告的论文作者，或是人机环境系统工程、人因工程与工效

学、人机交互、人机融合智能等领域的专家，从事的工作有原创性、创新性，希望和大

家分享您的想法，讲述您的科研故事，欢迎申请 2021MMESE大会论文报告演讲机会。

在线申请通道：

演讲者申请

八、参会报名

1.在线报名：请用微信扫描或识别下方二维码在线填写《大会代表回执》，欢迎各

界人士踊跃报名。

大会代表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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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邮件报名：请于 2021年 10月 10日前，发送电子版《大会代表回执》（见附件）：

18001023699@kingfar.cn。

九、收费标准

1.非论文作者和未注册的论文作者出席会议，需交会议注册费 1800元，学生 800元
(凭有效证件)，提供会务费发票。差旅费自理。

2.2021年 9月 30号之前报名并缴费的，享受优惠，会议注册费 1200元，学生 600
元(凭有效证件)，提供会务费发票。差旅费自理。

3.请 2021年 10月 20日之前完成缴费的参会者于报到当天向工作人员领取发票。

4.已交会议注册费的论文，有 1名作者可免会务费（注意：请勿让非论文作者代替），

并可在报到时免费领取印刷版论文集 1本。

5.如果仅参加 ErgoLAB人机环境同步技术培训班，免费。

6.参会人员交通费和住宿费自理。

7.会议注册费含用餐费、资料费和印刷版论文集摘要 1本。

8.支付方式

（1）银行付款：

汇款信息：北京人因智能工程技术研究院

汇款账号：325970550785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

（2）微信和支付宝在线支付：

汇款及转账备注：M-单位-姓名

十、会议注册

1.大会时间：2021年 10月 23日至 25日。

2.大会报到时间：2021年 10月 23日，星期六。

3.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时间：2021年 10月 23日，晚 7点召开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

请各位委员于晚 7点前到达。

4.会议地点：北京 西直门宾馆

http://www.kingfar.net/FileUPLoad/DownLoadFile/637655860701128140.pdf
mailto:18001023699@kingfar.cn。


十一、 住宿推荐
北京－西直门宾馆（西直门内大街172号， 010-66001118)
1. 青在《大会代表回执》中汪明是否需要安排住宿。
参会代表可享受协议价：商务大床间550元／间／晚， 含单早；商务标准间638元／间／

晚， 含双早。
2. 会场周边快捷酒店嘈自行预订。
3. 会议住宿费自理， 不安排接迭站， 请参会代表自行到达。
4乘车路线推荐：

(1)北京站 车程11公里
出租：搭乘出租正常30分钟可到酒店， 费用约为30元；地铁：乘坐2号线内环， 去

住崇文门方向， 至西直 n 呫B东北口步行700米即可到达酒店；
(2)北京南站 车程12公里

出租：搭乘出租正常30分钟可到酒店， 费用约为30元；地铁：乘坐4号线大兴线，
去住安月桥北方向， 至新街口呫A西北口步行600米即可到达洒店；

(3)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车程30公里
出租：搭乘出租正常35分钟可到酒店， 费用约为65元；地铁：乘坐首都机场线， 去

住东直门方向， 至东直门站换乘2号线外环， 去住雍和宫方向， 至西直门呫B东北口步
行约700米即可到达酒店；

(4)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车程54公里
出租：搭乘出租正常60分钟可到酒店，费用约为135元；地铁：乘坐大兴国际机场线，

去住草桥方向， 至草桥站换乘10号线外环， 去住角门西方向， 至角门西站换乘4号线
大兴线， 去往安河桥北方向， 至新街口站A西北口步行约600米即可到达酒店；

十二、 联系方式
l."国际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大会”组委会
三老师： 1800 l 023699, 18001023699@kingfar.cn 
2. 大会报告与演讲申请等事宜请联系：
舒老师： 18001240303, 18001240303@kingfar.cn
3. 会议赞助清联系：
彭老师： 1800102367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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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5日

十三、温馨提示

1.请所有参会代表自觉遵守国家及北京市疫情相关法律规定，承诺绿码信息属实，

并确认 14天内未到访中高风险地区。

2.疫情防控期间请参会代表全程佩戴胸牌，随身携带身份证，在会务组引导下有序

进场、退场。

3.参会人员在公共场所要做好个人防护，科学合理佩戴口罩。

4.参会人员须做好每天自我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不适症状

者，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

5.会务组将按照北京市当地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动态调整，敬请及时关注会议相关通

知。

6.请注意早晚添加衣物，保护好身体，温暖好心灵。

7.会议现场如需帮助，请及时联系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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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大会代表回执

姓名* 联系电话*

学校/单位* 院系/部门*

职务/职位* 邮箱*

参加的内容* 只参加技术培训班；

只参加国际会议；

国际会议和培训班均参加；

论文收录情况*（如

果论文已被收录，请注

明论文题目（中、英文）

和论文编号）

已收录（请填写论文题目（中、英文）和论文编号）；

未收录；

付款方式* 支付宝； 微信支付； 线下银行对公转账； 会议现场付款；

我是论文作者，免一位参会费；

开票信息 单位全称：

纳税人识别号：

住宿预订*

（默认预定会场酒店-

西直门宾馆，如有其他

安排请选 3）

1、单住：商务大床间 550 元/间/晚，含单早；

2、接受合住：商务标准间 320 元/人/晚（638 元/间/晚），含早；

3、我不需要预订住宿

付款凭证 （如果您已完成缴费，请填写付款后的截图或回执，以便财务核对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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