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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工程学会将于 2017年 10月 13 日-16 日在山东济南章丘舜耕山庄生态园召开

“第十五届全国塑性工程学术年会暨第七届全球华人塑性技术研讨会”该会议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

工程分会举办的大型综合性的学术盛会。每两年召开一次，旨在为全国塑性工程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产

业界人士搭建一个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共享塑性工程界最新研究成果，增进国内外塑性工程学术界、

产业界和政府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推动我国塑性工程领域自主创新发展。会议涵盖了塑性工程领域的

前沿技术、热点研究和重大需求，欢迎踊跃投稿并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创新塑性加工技术，

促进智能制造发展”。  

 

一、 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工程分会 

协办单位： 章丘市人民政府                       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机（济南）精密成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金属精密热加工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  金属挤压与锻压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精密成形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申模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北京机电研究所 

 

支持媒体：  《锻压技术》杂志 《塑性工程学报》                     

 

二、 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苑世剑（哈尔滨工业大学） 

学术委员会 

主 席：李建军（华中科技大学） 



委 员：陈  军  郭  斌  韩静涛  侯红亮  华  林  蒋  鹏  蒋浩民  雷丙旺 

李  森  李光耀  李落星  李淼泉  李明哲  李淑慧  李亚军  李彦利  李永革 

李志强  林  峰  刘  钢  刘家旭  刘建生  彭颖红  单德彬  单忠德  万  敏 

王宝雨  王雷刚  王乾廷  魏志坚  吴带生  夏汉关  夏琴香  姚  为  苑世剑 

曾  攀  詹  梅  湛利华  张  华  张  君  张立文  张士宏  张文忠  张亦工 

赵  震  赵国群  赵升吨  周  杰  周华民 

组织委员会 

主 席：陆  辛 

委 员： 程  明  何祝斌  姜巨福  金  红  蒋  鹏 李  恒  李宁 刘  伟 王春举 王国峰   

王乾廷  王新云  王忠金  杨相杰  于海平 张  波  张宏伟，钟志平 袁海伦  徐春国 韩飞 

 

三、 学术交流会  

3.1 大会邀请十篇主旨报告：  

1）李培根 院士(华中科技大学)---题目待定 

2）吴欣教授（美国韦恩州立大学）：

Elasticity,Plasticity and Fracture of Materials in Shape Metal Forming 

3）王德成 研究员（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中国制造2025与塑性成形技术 

4) 张新泉 博士（澳大利亚力拓铝业）-关于铝合金在中国发展的展望 

5) 李逢川（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8万吨模锻压机及大型钛合金模锻工艺技术 

6) 赵升吨 教授（西安交通大学）-智能机器及其实施途径 

7) 张君 研究员（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中国金属塑性加工高端重型装备与创新发展 

8) 张晓静 博士（德国SimTec Engineering GmbH ）-稳健设计和全型面回弹预补偿技术及其在国际汽车

工业领域的应用 

9）王礼良 博士（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Knowledge Based Cloud FE simulation A multi-objective FEA 

system for advanced FE simulation of hot stamping process 

10）王新云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多工位精密模锻成形工艺及装备 

3.2  分会场信息  

     各分会场为：（详见随后印发的会议议程）  

1） 板材/管材成形 

2） 体积成形 

3） 变形理论与仿真 

4） 特种/微纳成形 

5） 成形装备与智能化 



6） 先进材料、新工艺/技术 

四、会议相关事项 

1、会议报到时间：2017年 10月 13日（ 早 10：00—晚 20：00） 

2、会议报到地点：山东济南市章丘舜耕山庄生态园 

酒店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绣江路 15000号 

酒店乘车线路： 

本次会议在报到当天在章丘火车站、济南西站、济南机场有接站。但需要各位代表在回执中写清

所乘车次的具体信息以便安排接站。接站联系人：郭永强:15810547518；王希进：13903793225 

 

 

 

 

 

 

 

 

 

 

 

 

 

 

 

 

 

 

 

3、会议住宿：标准间 360元/天 

由于住宿较紧请在 9月 28日之前返回回执。 

4、会议费： 

   收取会议费 2000元/人（现场缴费） 

       会议费 1800元/人（9月 30日前缴费） 

学生收费 1800元/人（现场缴费） 

学生收费 1500元/人（9月 30日前缴费） 

 

5、回执请于 2017年 9月 28 日前返回秘书处 

6、汇款信息： 

银行名称：中信银行北京花园路支行 

               行号：302100011392 

单位名称（会议委托单位）：中宇新科（北京）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8110701013900013923 



五，大会展览和赞助方式 

本届年会将同时举办有关塑性工程相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展览。届时，赞助单位也可在

会议资料袋、会议论文摘要集、会议论文光盘和会议现场进行企业宣传和产品广告。 

金牌赞助单位：赞助费５万元；银牌赞助单位：赞助费３万元；铜牌赞助单位：赞助费１万元。 

六、联系方式： 

会议会务组成员：李淑玲、郭永强、王希进、刁恩愉、安旭生、耿阳、亓玉珍、刘芸 

会务联系人：李淑玲、郭永强、刁恩愉、耿阳 

接站联系人：郭永强、王希进、 

联系方式：电话：010-62920654， 13693629920 

     E-mail:  duanya@cmes.org （学会秘书处）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工程分会 

2017-8-31 

 

 

 

 

 

 

 

 

 

 

 

 

 

 

 

 

 

 

 

 

 

 

 

 

 

mailto:duanya@cmes.org


年会会议回执 

姓名  性别  电话  

工作 

单位 
 手机  

通讯地址  

电子信箱  邮编  

是否 

到会 □是   □否 
我将委托                      同志代表我参会 

受委托人手机： 

是否预定住宿 

□是  我预定  月  日至   日住宿， 我选择 □包间  □合住 

如合住，请自己负责选择合住人： 

□ 否  我不住在舜耕山庄生态园，自行安排住宿 

是 

所乘交通工具的 

航班号或车次及

到达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