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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世界软件工程研讨会 (WSSE 2021) 

会议通知 

 

会议概要 

我们诚挚地邀请专家学者们参加将在 9 月 24 日至 26 日在中国厦门举行的第三届世界软件工程研讨会

（WSSE 2021）。 第三届世界软件工程研讨会由华侨大学主办，武汉大学，休斯敦大学，科学与工程学

院协办，北达科他大学等提供技术支持。 

 

征稿主题 

大会主题包含但不限于： 

人工智能、面向方面和特征交互、业务流程再造与科学、通信系统和网络、基于组件的软件工程、计算

机与软件工程、电脑动画与设计内容、计算机游戏开发、用户建模和管理、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成

本建模与分析、数据挖掘和知识恢复、设计与工艺工程与科学、设计模式和框架、分布式智能系统、经

济和金融系统、经验软件工程、最终用户软件工程、\分布式/并行软件系统工程、嵌入式和实时软件工程 

工程安全软件、正式的方法和工具、医疗保健工程、人机交互、信息管理系统，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系

统工程、互联网与信息系统开发、中间件设计技术、移动/无线计算、\使用 UML 建模、面向对象技术 

并行和分布式计算、模式和框架、流程管理与改进、程序理解和可视化、编程语言、再造、逆向工程 

可靠性建模与分析、需求工程、逆向工程和维护、安全和安保关键软件、软件代理技术、软件架构和设

计、软件组件和重用、软件可靠性、安全性和可靠性、软件经济学和指标、移动、无所不在和无处不在

的系统的软件工程、软件政策和道德、软件过程模型、软件流程和工作流程、软件需求工程、软件重用

和指标、软件测试与分析、软件工具和开发环境、软件配置管理和部署、技术转让、电信、理论和形式

方法、用例和场景、虚拟现实和计算机图形学、视觉和多媒体计算、Web 工程、基于 Web 的应用程序

等。 

详情请访问：http://www.wsse.org/cfp.html  

 

出版 

凡被接受，注册和发表的论文将收录于 ACM 会议论文集中发表，ISBN: 978-1-4503-8409-4，并将提交

EI Compendex, Scopus 等检索。 

出版历史： 

WSSE 2020 的文章已发表在 ACM 会议论文集，ISBN: 978-1-4503-8787-3，并成功被 EI Compendex, Scopus

检索； 

WSSE 2019 的文章已发表在 ACM 会议论文集，ISBN: 978-1-4503-7213-8，并成功被 EI Compendex, Scopus，

ISTP/CPCI (Web of Science) 检索。 

 

欢迎广大学者踊跃投稿。 

 

投稿方式 

1. 将文章上传到投稿系统：http://confsys.iconf.org/submission/wsse2021  

2. 将文章发送至官方会议邮箱：wsse@sciei.org  

 

 

http://www.wsse.org/cfp.html
http://confsys.iconf.org/submission/wsse2021
mailto:wsse@scie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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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要求 

1. 摘要 

被接受的摘要将收录于会议日程，不会被发表。 

2. 全文 

所有提交的文章都将由委员会进行同行评审。论文必须使用会议模板排版，不超过 10 页。超出部分将

收取超页费。 

 

投稿时间节点 

投稿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 

录用通知: 2021 年 7 月 20 日 

注册截止: 2021 年 8 月 5 日 

特别分会征集截止：2021 年 7 月 30 日 

 

组委会 

会议主席 

⚫ 缑锦，华侨大学 

⚫ 张康，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达拉斯分校 

会议联合主席 

⚫ 田晖，华侨大学 

⚫ 王玉林，武汉大学 

项目联合主席 

⚫ 范文涛，华侨大学 

⚫ Yonglei Tao，美国大峡谷州立大学 

⚫ 周建鸿，电子科技大学 

⚫ Emanuel Grant，美国北达科他大学 

荣誉主席 

⚫ 王靖，华侨大学 

⚫ 彭佳林，华侨大学 

学生项目主席 

⚫ 蔡奕侨，华侨大学 

⚫ 张惠臻，华侨大学 

⚫ 张洪博，华侨大学 

地方主席 

⚫ 萧宗志，华侨大学 

⚫ 潘玉彪，华侨大学 

⚫ 全韩彧，华侨大学 

⚫ 陈子仪，华侨大学 

⚫ 雷庆，华侨大学 

⚫ 孙成柱，华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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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晖，华侨大学 

详情请参见: http://wsse.org/committee.html  

 

报告专家 

主旨报告专家一  

 

Witold Pedrycz 教授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IEEE 会士、H-Index 119) 

主旨报告专家二  

 

Gul A Agha 教授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IEEE 会士、ACM 会士) 

详情请参见：http://wsse.org/speakers.html  

 

注册费 

 注册项目 人民币 

普通作者 全文 3900 RMB 

 摘要 2400 RMB 

 听众 2000 RMB 

学生作者 全文 3400 RMB 

 摘要 2100 RMB 

 听众 1700 RMB 

委员会作者 全文 3200 RMB 

 摘要 1950 RMB 

 听众 1500 RMB 

其他 多篇文章/篇 2500 RMB 

 超页（10 页以上）/页 350 RMB 

 一日游/人 700 RMB 

 

http://wsse.org/committee.html
http://wsse.org/speakers.html


© The 3rd World Symposium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WSSE 2021) | www.wsse.org 

大会日程 

2021 年 9 月 24 日（周五）：会议现场签到，资料领取、分会研讨会 

2021 年 9 月 25 日（周六）：大会主旨报告、特邀专家报告、分会报告、晚宴 

2021 年 9 月 26 日（周日）：线上会议、学术参观（暂定） 

 

联系方式 

如有问题，请联系 

许女士 

邮箱：wsse@sciei.org  

电话：+861-820-7777775 

（如有任何疑问，您可以在工作日的上午 10 点至下午 6 点之间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与我们联系。） 

在线咨询请添加微信： 

 

 

 

 

WSSE 组委会 

中国，福建，厦门 

mailto:wsse@scie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