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高端装备精密成形制造技术协同创新论坛 

通知（第一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

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高校、科研院所、大型骨干企业创新活力强，是国

家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通过协同创新将释放巨大的发展潜能。 

为提高我国高端装备精密成形制造技术水平，加速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和产业

化，拟于 2021年 11月 12-14日在昆明世纪金源大饭店组织召开“2021年高端装备精密

成形制造技术协同创新论坛”。论坛主题为：推动精密成形协同创新，共享高端装备制

造成果。重点交流研讨航空航天、兵器装备、船舶等领域，精密成形制造技术的需求和

创新成果。热忱欢迎全国从事精密成形相关研究、生产和管理的人员积极投稿、踊跃参

会交流，欢迎相关企业和机构赞助本次论坛，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国防科技工业复杂构件挤压成形技术创新中心(先进制造类) 

中国兵工学会精密成形工程专业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重庆市精密成形集成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重庆五九期刊社 

三、协办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先进成形技术与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 

先进焊接与连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 

金属精密热加工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高性能复杂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 

塑性成形技术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 

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四、支持期刊 

    《精密成形工程》《兵工学报》《表面技术》《材料导报》《材料工程》《功能材料》 

五、论坛组织机构 

论坛顾问： 

钟  掘（中国工程院院士）      卢秉恒（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国栋（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忠钦（中国工程院院士） 

雒建斌（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德群（中国工程院院士） 

单忠德（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耀南（中国工程院院士） 



论坛主席： 

吴护林（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党委书记、所长） 

论坛副主席（按姓氏笔画排序）： 

安玉德（中国兵工学会）               李忠盛（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李金山（西北工业大学）               李春辉（北京新风航天装备有限公司） 

张治民（中北大学）                   陈  强（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何  鹏（哈尔滨工业大学）             苑世剑（哈尔滨工业大学） 

周华民（华中科技大学）               袁  国（东北大学） 

徐世伟（湖南大学）                   曾元松（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湛利华（中南大学） 

（一）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任： 

吴护林（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同敏（大连理工大学）                王新云（华中科技大学）  

华  林（武汉理工大学）                刘永长（天津大学） 

李文亚（西北工业大学）                李光耀（湖南大学） 

陈瑞润（哈尔滨工业大学）              单德彬（哈尔滨工业大学） 

贺跃辉（中南大学）                    詹  梅（西北工业大学）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  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世成（航天特种材料及工艺技术研究所） 

王  若（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  强（济南大学） 

王经涛（南京理工大学）               王振民（华南理工大学） 

车路长（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方  刚（清华大学） 

白  笃（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兰志强（晋西集团冲压分厂） 

付志强（华南理工大学）               邢书明（北京交通大学）  

朱秀荣（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宁波分院）    刘  华（郑州机械研究所） 

许  彪（内蒙古一机集团质量部）       运新兵（大连交通大学） 

杜怀保（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宏斌（淮海集团冲压分厂） 

李晓红（中国兵器工业第二一 0研究所）    李益民（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 

李淑慧（上海交通大学）               李淼泉（西北工业大学） 

李嘉荣（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杨  巍（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杨湘杰（南昌大学）                   吴开明（武汉科技大学） 

宋海峰（江鹿集电集团有限公司）       张  锐（中国兵器工业第 55 研究所）    

张士宏（中科院金属研究所）           张志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张宝红（中北大学）                   陈  光（南京理工大学） 

陈  军（上海交通大学）               陈芙蓉（内蒙古科技大学） 

范新中（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林  鑫（西北工业大学） 

林建平（同济大学）                   国文宝（北方华安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罗  荣（重庆建设工业集团）           周  杰（重庆大学） 

庞  丹（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郎利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  军（燕山大学）                   赵升吨（西安交通大学） 



赵祖德（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赵鹏华（西安北方庆华机电有限公司） 

段良辉（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工艺所）    姜春茂（北方华安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姜巨福（哈尔滨工业大学）             胥爱军（重庆铁马工业集团） 

夏琴香（华南理工大学）               顾长捷（山西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鄂大辛（北京理工大学）               韩奇钢（吉林大学）                   

赖小明（北京卫星制造厂）             管仁国（大连交通大学） 

魏志坚（航空工业陕西宏远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二）组织委员会 

主任： 

陈  强（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李文涛（重庆五九期刊社）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强（中北大学）                   王龙祥（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孙  岩（中国兵工学会）               李  阳（华中科技大学） 

李保永（北京航星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何祝斌（大连理工大学） 

陈增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胡江华（重庆五九期刊社） 

黄树海（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崔俊佳（湖南大学） 

韩修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  蔺永诚（中南大学） 

樊喜刚（北京星航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邓将华（福州大学）                   卢立伟（湖南科技大学） 

庄新村（上海交通大学）               刘鑫刚（燕山大学） 

汤泽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许道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 

苏春建（山东科技大学）               李  峰（哈尔滨理工大学） 

李  健（广西科技大学）               陈  刚（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陈明松（中南大学）                   周  涛（重庆理工大学） 

孟  毅（重庆大学）                   皇  涛（河南科技大学） 

祝国梁（上海交通大学）               袁宝国（合肥工业大学） 

徐  勇（中科院金属研究所）           唐炳涛（山东建筑大学） 

龚  峰（深圳大学）                   崔红保（河南理工大学） 

章顺虎（苏州大学）                   韩  飞（北方工业大学） 

樊晓光（西北工业大学） 

六、分论坛设置和征文 

分论坛设置：（1）塑性成形工艺与装备；（2）精密铸造技术与装备；（3）先进焊

接与连接技术；（4）增材制造与其他成形技术。 

关于征文：可以投稿论文全文，也可以投稿摘要（400 字以上）或者成果介绍（1500

字左右）。论坛将出版论文摘要集，优秀研究和应用创新成果将在精密成形工程期刊公

众号上推广，优秀论文全文将推荐到《精密成形工程》等期刊发表，论文发表费用自理。

投稿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8 日。 

七、日程安排 

11 月 12 日：全天报到；下午召开国防科技工业复杂构件挤压成形技术创新中心(先

进制造类)理事会议；晚上召开中国兵工学会精密成形工程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精密

成形工程》期刊工作研讨会 

11 月 13 日：开幕式、大会报告 



11 月 14 日：上午分论坛报告；下午参观、离会 

八、收费标准 

1、会务费 1800元/人。 

现场刷卡缴费，或提前汇入指定账号： 

收款单位：重庆五九期刊社     开户行：中国银行重庆高新支行 

账 号：1088 0294 1586        行  号：104653004623 

（汇款注明：成形论坛+参会代表姓名） 

2、会议期间住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房间数量有限，请务必确认住房），费用自理

（参会回执表见附件）； 

3、论文发表费按照收录期刊的收费标准，另向编辑部缴纳。 

九、秘书处联系方式 

主任：梁爱锋 15023087337 

成员：程  烨 13509417802   蒋红晨 18523595181     马仕达 13220344923 

电话：02368792294    邮箱：jmcxgc@163.com 

网址：www.nsforming.com 

论坛更多实时资讯请关注精密成形工程期刊公众号： 

 

 

 

  国防科技工业复杂构件挤压成形技术创新中心(先进制造类) 

                    中国兵工学会精密成形工程专业委员会 

                         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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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高端装备精密成形制造技术协同创新论坛 

参 会 回 执 表 

单位名称 
（发票抬头）  

税号  

发票邮寄地
址、Email 

 

嘉宾姓名 职称/职务 手机/座机 e-mail 意见和建议 

     

     

     

注册方式 
□提前汇款注册        
□现场报到注册 

报到及离会时间 
报到：  月   日 
离会：  月   日 

住宿标准 □域景单间/标间 380 元/天  □高级单间/标间 500元/天  

备注 
请详细填写此表（可加行），10 月 20日前以邮件、微信形式发
至会务组，邮箱：jmcx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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