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全国平行控制会议征文通知

The Fourth Chinese Conference on Parallel Control 
2012 年 11 月 15 日-16 日 北京

主办：中国自动化学会平行控制与管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系统管理与复杂性科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系统复杂性专业委员会

承办：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军事计算实验与平行系统技术研究中心

第四届全国平行控制会议将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16 日在北京召开。平行控制是一种解决复杂系统控制及人机

智能融合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其核心是以人工系统（Artificial Systems）为基础，计算实验（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为手段，以平行执行（Parallel Execution）为目的的 ACP 方法，通过动态演化和反馈控制，为解决复

杂系统的控制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方法和技术。

    为促进平行控制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发展，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中国自

动化学会平行控制与管理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系统管理与复杂性科学专业委员会发起和主办第

四届全国平行控制会议（The Fourth Chinese Conference on Parallel Control），为平行控制领域的广大科技人员提供一

个该领域内的交流平台，探讨平行控制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其应用，展示该领域内最新的研究进展，交流新的学

术思想和方法，探索平行控制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促进平行控制在各领域的应用。

会议的征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平行控制理论与方法 –复杂过程或复杂系统的人工系统构建方法

–计算实验的设计、分析方法和技术 –基于计算实验的优化理论与方法

–基于代理的控制（ABC）方法及应用   –增强学习与自适应动态规划（ADP）方法及应用

–学习控制与自组织控制系统     –基于网络的控制方法与应用

–神经网络控制方法及应用 –模糊控制方法及应用

–无人系统自主控制理论方法及应用 –复杂非结构化数据的机器学习方法

–复杂动态环境下智能控制结构及实现机制 –基于数据的复杂过程或复杂系统的控制理论与技术

–基于数据的复杂过程或复杂事件的决策理论与方法

–基于数据的复杂过程或复杂事件的调度理论与方法

论文要求

论文写作用中文和英文均可，以 PDF 及 DOC 形式提交完整的稿件至会议邮箱 2012ccpc@gmail.com，邮件名称

中请注明“姓名+第四届全国平行管理会议投稿”。每篇论文篇幅 A4 纸原则上不低于 4 页、不超出 6 页（包括图表）。

最终被录用的论文将会收入大会论文集中，结集出版。优秀论文（中文和英文均可）将被推荐到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 Man & Cybernetics, IEEE Intelligent Systems,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echnology，以及《自动化学报》等国内外著名杂志上。

请注意以下重要日期：2012 年 10 月 20 日，论文全文投稿截止；2012 年 10 月 26 日，发出论文录用通知；2012
年 11 月 1 日，最终稿提交截止。

会议秘书组

赵红霞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电话：010-62554288 
张 楠 中国自动化学会             电话：010-62521822 

最新信息请参阅中国自动化学会网站：www.caa.org.cn



第四届全国平行管理会议征文通知

The Fourth Chinese Conference on Parallel Management 
2012 年 11 月 15 日-16 日 北京

主办：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系统管理与复杂性科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平行控制与管理专业委员会

承办：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军事计算实验与平行系统技术研究中心

    第四届全国平行管理会议将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16 日在北京召开。在目前日趋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面对日益

激烈的全球化竞争，管理问题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规模不断增大，管理越来越网络化、虚拟化、分散化。平行管

理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创新管理思想。这种基于人工社会、计算实验和平行执行的管理方法，将经验与知识数字

化、动态化和即时化，通过虚拟世界与实际世界的平行演化互动，为管理者提供了系统的学习与培训平台，可以实

现对相关行为和决策的实验与评估，并在平行执行中动态实现人工系统与实际系统的管理控制以及对管理者的决策

支持。

    为了促进平行管理这一新兴学术思想的发展与交流，扩大这个崭新领域在国际的影响，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

系统管理与复杂性科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国自动化学会平行控制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发起并主办第四届全国平行管

理会议（The Fourth Chinese Conference on Parallel Management），其目的在于为工程与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和工程师们

提供更多的该领域内原创科学的沟通机会，探讨平行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及其应用，讨论该领域内最新的突破性进

展，交流新的学术思想和新方法，探索平行管理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展望平行管理未来的发展趋势。

会议的征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平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基于计算与仿真的管理学研究

–人工系统与复杂系统的建模     –个体和群体的心理、认知、行为研究

–管理决策、评估系统的研究     –面向社会问题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

–面向工程问题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

–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国所面临的关键管理问题

–面向军事问题的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   –基于数字化流程的平行管理理论

–基于演化仿真的平行管理理论 –计算组织理论研究

–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建模研究 –舆论传播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

–复杂系统同步动力学行为研究

–代理技术、人工智能、数据挖掘、人机交互等信息技术在管理中的研究与应用

论文要求

论文写作用中文和英文均可，以 PDF 及 DOC 形式提交完整的稿件至会议邮箱 2012ccpm@gmail.com，邮件名

称中请注明“姓名+第四届全国平行管理会议投稿”。每篇论文篇幅 A4 纸原则上不低于 4 页、不超出 6 页（包括图

表）。最终被录用的论文将会收入大会论文集中，结集出版。优秀论文（中文和英文均可）将被推荐到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 Man & Cybernetics, IEEE Intelligent Systems,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echnology，以及《自动化学报》等国内外著名杂志上。

请注意以下重要日期：2012 年 10 月 20 日，论文全文投稿截止；2012 年 10 月 26 日，发出论文录用通知；2012
年 11 月 1 日，最终稿提交截止。

会议秘书组

赵红霞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电话：010-62554288 
张 楠 中国自动化学会             电话：010-62521822 

最新信息请参阅中国自动化学会网站：www.caa.org.cn



第四届全国社会计算会议征文通知

The Fourth China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Computing 

2012 年 11 月 15 日-16 日 北京

第四届全国社会计算会议（NCSC2012）将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本次

会议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中国社会学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科

院自动化所、香港城市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承办。

本次会议最大特点就是体现社会计算的多学科交叉与渗透，会议将邀请来自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和社会科学

等三个学科的专家学者，为社会计算相关领域的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提供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的机会，探讨社会计算的

基础理论研究及其应用，讨论该领域内最新的突破性进展，交流新的学术思想和新方法，探索社会计算对现代社会

发展的意义，展望社会计算未来的发展趋势。

会议的征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社会计算基本理论与方法 社会计算与计算机科学

社会计算理论研究

群体思维与社会智能研究及应用

计算实验方法研究

人工生命与人工社会建模

社会计算与系统控制

社会环境下的信任、风险和安全

社会计算系统及平台的设计与结构

社会工程、工具与案例研究

社会计算的应用

面向大数据的数据分析与处理

社会网络分析与挖掘、语义 Web 
社区发现与影响力分析

舆情分析与情感挖掘

社会人机交互

社会情景下的信息检索与机器学习

网络环境中信息、情绪与影响传播过程

网络社会态势分析与预警

移动环境下的个人隐私问题

社会计算与社会科学 社会计算与管理科学

面向社会问题的计算理论和方法

网络社会与数字社会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基于社会计算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e-Science
基于计算与仿真的社会学

万维网的普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社会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

新型数字媒体下的新闻传播

社会智能与群体决策

群体交互、形成、协作与演化

社会媒体对用户行为的影响分析与建模

Enterprise2.0  
社会商务的理论与应用

社会网络环境下的知识管理

社会化网络营销

非常规突发事件管理与决策

投稿要求

论文应是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应包括中英文题目、中英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和参考文献。由于论文采用匿名

评审，故论文中不能包含任何作者相关信息。论文中英文均可，用 Word 排版，每篇论文篇幅 A4 纸原则上不低于 4
页、不超出 6 页（包括图表）。投稿网址：https://www.easychair.org/conferences/?conf=ncsc2012

最终被录用的论文将会收入大会论文集，并推荐若干篇优秀论文将到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IEEE Intelligent Systems, IEEE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IEEE Transactions on SMC, Information 
Sciences，《自动化学报》，《信息系统学报》，《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等国内外著名杂志上。

请注意以下重要日期：2012 年 7 月 31 日，论文提交截止；2012 年 8 月 31 日，论文录用通知；2012 年 9 月 30
日，排版稿件截止。

会议秘书组

余 力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电话：010-82500907，18600421997 
赵红霞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电话：010-62554288，13522774772 

最新信息请参阅会议网站：http://idke.ruc.edu.cn/NCSC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