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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2017 大数据+智慧教育融合发展高峰论坛” 在上
海国家会计学院召开
2017 年 5 月 19 日-20 日，由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指导，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清华
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联合主办，CNAIS 协办的“2017 大数据+智慧
教育融合发展高峰论坛” 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召开。论坛吸引了 100
余位来自全国各高
校的学者、企业代
表参加。论坛由
CNAIS 副主席、中
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王刊良教授主持。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
心李志民主任、清
华大学互联网产业
研究院朱岩院长、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聂风华老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徐心教授分别作了题为“信息技术发展与教育变革”、 “创新技术
引领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大数据视角下的在线教育畅想”、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智慧学习”的主题报告。来自各高校及及创景咨
询、salesforce.com 等创新企业的产业界代表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
演讲并结合实际应用方案进行了现场展示及实操体验。

“第二届大数据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
（BDSE2017）”在贵阳举办
2017 年 5 月 25 日，由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人民邮电出
版社、中国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大数据科学
与工程国际会议（BDSE2017）” 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贵
阳）期间举办。会议重点关注大数据带来的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市
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方向，着力反映国际大数据技术研究和创新
应用的最新进展，邀请了多位国内外院士、业界领袖、政府高层、开
发者与创客等行业精英作大会和各主题论坛的特邀报告。大会包含了
主题为“大数据科学与创新”的主论坛和主题为“科学大数据与可视
化”、“大数据管理与决策”的两个主题论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陈国青教授做了“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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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国际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2017 年 5 月 27 日，第四届国际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此次会议由杭州览众数
据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美国罗格斯商学院熊辉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国青教授、美国伊
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教授 Philip S. Yu 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大数据智能化人才管理与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管理挑战与能力构建”、“Exploring Big Data for Logistic Planning in the
SharingEconomy: A Case Study on the Bike Sharing System”的主题演讲。览众数据团队讲述
了览众数据的发展理念及现状。

第十六届武汉电子商务国际会议召开
2017 年 5 月 26-28 日，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电子商务国际合作中心、美
国阿尔弗雷德大学商学院和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联合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武汉电子商务国际会
议在武汉召开。国际信息系统协会前主席 Doug Vogel，以及信息系统学会中国分会主席毛基业教
授等来自国内外高校的近 190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来自美国天普大学的 Paul A. Pavlou 教
授、威廉与玛丽学院 Rajiv Kohli 教授、法国 ESSEC 高等商学院 David Avison 教授分别作了“数
字化环境中的新兴研究”、“何
时何地以及如何追求信息系统的
商业价值”、“做一些不同的研
究”的主题报告。会议组织了
“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博士论
坛”、“电子商务中的商务分析
研究”、“复杂性专题研讨会”
等 5 个专题研讨会。信息系统领
域国际期刊座谈会邀请了来自
MISQ，ISR 和 ECRA 等五个期刊的
8 位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与国内学者进行了国际权威期刊投稿经验的面对面交流。会议还与电子
商务领域的重要国际期刊 ECRA 合作举办了专刊研讨会，8 篇论文在会场进行了宣读。会议邀请了 9
位专家作了特邀报告，44 篇优秀论文作者围绕“社交网络与移动商务”、“工作情境中的社交媒
体”、“在线沟通与评论者行为”、“全渠道商务与数字化创新”等 10 个主题进行了宣读和交
流。

第十一届国际信息管理中国夏季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2017 年 6 月 23-25 日，第十一届国际信息管理暑期研讨会（The 11th China Summer Workshop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简称 CSWIM 2017）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新
加坡、德国、韩国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位学者专
家与会，这是 CSWIM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与会代表围绕“理论驱动和数据驱动的信息管理研
究”主议题，充分展开交流、讨论。其中，美国明尼苏达
大学 Alok Gupta 教授作题为《信息系统学科中基于模拟的
研究》的主题演讲，美国犹他大学 Olivia Sheng 教授在主
论坛发言中作《利用数据流进行预测分析：应用、问题与
机遇》的主题演讲，反响强烈。
CSWIM 创建于 2007 年，为北美、亚太、欧洲地区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领域学者共同打造的一个学术交流、合作
平台，已在国际学界、业界形成良好口碑。本届与会专家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新加
坡、德国、韩国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属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德克萨斯大学、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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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香港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科研院所）。本届会议共
收录论文 110 余篇，整体论文质量居历届 CSWIM 之首。基于“优中选优”的原则，经遴选后，60 余
篇优秀论文被提交会议共同研讨。与会专家就报告人提交的论文一一进行详细评点和互动交流，
受到与会代表们一致好评。

第二十一届亚太信息系统年会（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PACIS2017）在马来西亚举行
2017 年 7 月 16-20 日，第二十一届亚太信息系统年会（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PACIS2017）在马来西亚兰卡威举行，会议主题为“信息系统/信息技术与
社会转型”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IS/IT）。
亚太信息系统年会是信息系统领域一个重要的国际性研究会议，由国际信息系统协会（AIS）
在亚太地区主办。PACIS 的宗旨是为地区以及国际信息系统领域的学者和专家提供一个年度的交流
平台。作为信息系统领域最权威的国际学术组织，国际信息系统学会（AIS）每年会组织一次国际
性的学术年会，即国际信息系统年会（ICIS）和三大区域性的分会，分别是亚太信息系统年会
（PACIS）、欧洲信息系统年会（ECIS）和美洲信息系统年会（AMCIS），这四大会议是信息系统
领域公认的国际一流会议。

领域动态
《信息系统学报》第 17 辑出刊
《信息系统学报》第 17 辑共收录 9 篇研究论文，其中 5 篇论文为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
第六届全国大会（CNAIS2015）特辑。CNAIS2015 大会于 2015 年 10 月 23-25 日在山东济南举行。
大会由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CNAIS）主办，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和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联合承办，支持单位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会议主题为“信息系统的影响——变革与融合”。作为 CNAIS 会刊，《信息系统学报》编委会在大
会上遴选了得到较高评价的优秀论文，邀请作者进行修改并拓展，投稿到《信息系统学报》。编
委会为这些稿件组织了两轮集中评审，最终录用了其中的 5 篇论文，形成了 CNAIS2015 特辑。这 5
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当前信息系统领域的热点和备受关注的问题。刘鲁川等的论文借鉴以用
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探索了社交 APP 中 LBS 用户隐私关注的影响因素；王亚飞等选择了三家不同
规模企业的软件测试项目进行多案例研究，探究游戏化元素对软件测试效率与质量的影响；史楠
等的论文将社会距离和感知社会风险引入到研究当中，对邀请发起者和邀请接收者双方进行研
究，分析云存储背景下在线好友邀请项目成功的因素，并给在线好友邀请项目的设计给出了建
议；朱存根等围绕“在线评论”这一热点，通过对消费者关于产品质量和适用性的效用水平进行
建模，来比较有、无评论情况下的消费者剩余；吕喆朋等的论文围绕利用社会化媒体增加在线用
户生成内容的热点问题，基于 Dichter 口碑产生动因理论和使用满足理论，从品牌社区的角度研究
企业微博生成内容（MGC）对 UGC 的影响机制。
本辑学报所刊发的另外 4 篇研究论文也呈现了高度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杨春姬等的论文
从用户学习需求出发，采用产品概念设计的 FBS 方法对产品知识进行分类，利用 Web 本体语言对产
品知识结构进行分层表达，探究产品知识地图的构建方法；李嘉等从解释水平理论的视角出发，
研究心理距离对在线社会支持提供意愿的影响，以及共情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徐健等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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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平台质量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考虑使用经验调节作用的信息平台质量对用户满意度影响
的概念模型，并通过偏最小二乘法（PLS）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栾世栋等通过对京东商
城的单案例研究，揭示了案例企业根据内外部环境条件动态调整其外部关系管理策略，结合外部
资源实现平台创新的演化历程。

活动预告
2017 管理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
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主办、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承办的 2017 管理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将
于 2017 年 8 月 17-20 日在日本能美举行。
会议官方网站：http://icmse.hit.edu.cn/icmsecn/ch/index.aspx

第四届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发展论坛
第四届（2017 年）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发展论坛将于 2017 年 8 月 25-27 日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
论坛由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承办，将继续突出互联网技术在“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中
的重要作用，同时希望在探索新兴技术与“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新模式的有效融合。
会议官方网站： http://sme.bit.edu.cn/zw/xwzx/xshy/100364.htm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 2017 年年会暨第十五届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
由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主办、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承办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 2017 年年会暨第十五
届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将于 2017 年 9 月 16-17 日在辽宁葫芦岛举行。
会议官方网站：http://mse2017.lntu.edu.cn

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第七届全国大会
由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CNAIS)主办、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承办的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
第七届全国大会将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22 日在上海举办，大会主题为“数字化变革与转型”。
会议官方网站：http://www.fdsm.fudan.edu.cn/Aboutus/fdsm1393506652555

第六届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高峰论坛
第六届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将于 2017 年 11 月 25-26 日在苏州大学
举办。
会议官方网站：http://www.semis.com.cn

2017 年国际信息系统大会（ICIS2017）
2017 年国际信息系统大会（ICIS2017）将于 2017 年 12 月 10-13 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议主题为：
“Transforming Society with Digital Innovation”。
会议官方网站：https://icis2017.ais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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