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工程分会 
塑工学〔2022〕 9 号

 “第十七届全国塑性工程学术年会暨第九届全球华人塑性技术研讨会” 

会议通知 

“全国塑性工程学术年会”及“全球华人塑性技术研讨会”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工

程分会举办的全国性的大型综合性学术盛会，每两年召开一次，旨在为全国塑性工程及研究

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产业界人士搭建一个高层学术交流平台，共享塑性工程界年度最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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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推动我国塑性工程

领域自主创新发展。 

“第十七届全国塑性工程学术年会暨第九届全球华人塑性技术研讨会”（以下简称“年

会”）将于 2022 年 8 月 5-7 日在天津市举行，大会主题为“创新驱动，砥砺奋进，推进塑性

加工核心技术发展”。本届年会将邀请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知名企业的资深专家做主

旨报告，同时还将安排分组学术交流。会议同期举办“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工程分会第十

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工程分会 

承办单位：北京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太原理工大学、

山东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精密成形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排名不分先后）：现代汽车零部件技术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武汉理工大学）、陕西

省高性能精确成形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机械系统

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

验室、先进金属复合材料成形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

公司、汽车用钢开发与应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宝钢)、金属轻量化成形制造北京市重点实

验室、天津市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航空结构件成形制造与装备安徽省重点实验室、重庆江

东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大型铸锻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金属挤压与锻造装备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 

支持媒体：《塑性工程学报》、《锻压技术》 



二、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黄庆学院士（太原理工大学）   赵国群教授（山东大学） 

学术委员会 

主任：华林教授（武汉理工大学）   詹梅教授（西北工业大学）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斌     王快社     王宝雨     王雷刚     王新云     任玉成     华  林 

刘  钢     李东升     李永革     李亚军     李光耀     李宏伟     李建军 

李彦利     李淑慧     李落星     李淼泉     张  君     张士宏     张文忠  

张立斌     陆  辛     陈  军     苑世剑     林  峰     周  杰     周华民  

单德彬     郎利辉     赵  震     赵升吨     赵国群     侯红亮     姚  为 

夏汉关     夏琴香     高铁军     郭  斌     黄庆学     彭颖红     蒋浩民 

蒋  鹏     韩  飞     韩静涛     湛利华     雷丙旺     詹  梅     蔺永诚 

魏志坚 

组织委员会 

主任：夏汉关董事长（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红研究员（塑性工程分会） 

副主任：王涛教授（太原理工大学）  陈良教授（山东大学） 周林高工（塑性工程分会）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海平     王国峰     王忠金     王宝雨     王新云     刘  钢     杜  鹏 

李宏伟     杨湘杰     何祝斌     张士宏     张  波     陆  辛     陈慧琴 

郑士建     单德彬     胡  宁     赵升吨     姜巨福     郭  斌     蒋  鹏      

韩  飞     詹  梅 

三、会议内容 

1.大会主旨报告：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作大会主旨报告，报告人及题目如下： 

潘复生院士——高塑性镁合金的研究与应用 

单忠德院士——数字化智能化成形制造技术与装备 

雷丙旺总工——TC4钛合金大规格环件挤-辗复合成形工艺研究 

华  林教授——机器人智能增材锻模再制造 

夏汉关董事长——汽车零部件精锻成形技术开发应用新进展 

姜正义教授——Bimetal composit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mining facility 

胡卫龙博士——适应未来智能化成形技术仿真本构模型需满足的预测功能 



王洪新总经理——超大型材轧制成形技术与装备 

李淑慧教授——高强铝合金短流程高性能热冲压关键技术与研究进展 

姜  军博士——镁合金在冷热加工下的塑性变形和再结晶行为 

2.分会场学术交流（分会场报告安排详见会议官方网站） 

（1）塑性理论分会场 1 

主席：王新云、孙朝阳、娄燕山、何祝斌 

秘书：邓磊  18986129193   denglei@hust.edu.cn 

（2）塑性理论分会场 2 

主席：王广春、李宏伟、韩奇钢、韩星会 

秘书：石宝东  18330398207   baodong.shi@ysu.edu.cn 

（3）体积成形分会场 

主席：蒋鹏、陈慧琴、赵震、李淼泉 

秘书：陈浩  15910797527   1197029766@qq.com 

（4）板材/管材成形分会场 1 

主席：刘钢、李东升、李恒、刘伟 

秘书：王克环  18946166972   wangkehuan@hit.edu.cn 

（5）板材/管材成形分会场 2 

主席：李细锋、于海平、方刚、韩非 

秘书：安大勇  18257813270   andyallone@icloud.com 

（6）成形装备与智能制造分会场 

主席：赵升吨、林峰、翟华、张浩 

秘书：王永飞  13488126840   wangyongfei324@xjtu.edu.cn 

（7）材料组织与性能分会场 

主席：湛利华、彭艳、王国峰、韩飞 

秘书：徐永谦  15874221120   yongqian.xu@csu.edu.cn 

（8）轧制成形分会出场 

主席：王宝雨、徐春国、钱东升、王涛 

秘书：钱东升  13035111426   qiands@whut.edu.cn 

（9）旋压成形分会场 

主席：詹梅、夏琴香、蔺永诚、张琦 

秘书：高鹏飞  15902911539   gpf0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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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日期、内容   

2022年8月5日        会议报到          

2022年8月6-7日      会议召开    

五、会议注册 

注册网址：https://conference.cstp-cmes.org.cn/?siteid=10235 

会议费：非会员 2000元，会员 1800元，学生 1300元。 

注册后请尽快缴纳会议费（汇款信息见附件），完成会议费缴纳，则视为报名成功；报

名成功后，将为您预留房间；如您所选酒店房间预定已满，会务组将及时联系您，协调至其

他会议酒店。如遇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会议将以线上形式召开。 

六、会议地点 

社会山国际会议中心酒店（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知景道 198号，乘车路线见附件） 

七、会议报到、住宿（重要提示：报到时在酒店前台缴纳住宿费，请勿提前与会议费一并汇款） 

报到地址 1：社会山国际会议中心酒店（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知景道 198号） 

住宿：社会山国际会议中心酒店，460元/间·天 

社会山城市酒店，380元/间·天 

报到地址 2：天津中北·艾丽华服务公寓（天津西青区中北镇星光路 80 号，班车早、晚接送） 

住宿：天津中北·艾丽华服务公寓，330元/间·天 

说明：1）本届年会提供 3 个住宿酒店备选（主会场房间数量有限），并按照代表报名时选择酒店的先后顺序进行安排（以缴

纳会议费时间为准）； 

      2）天津中北·艾丽华服务公寓距离会场约 10 公里，6-7 日由会务组安排班车于早晨会前和晚餐后接送； 

      3）如会前或报道当天主会场酒店有空房，会务组会根据报名先后顺序将您协调至主会场酒店住宿； 

4）如需合住，请您自行与其他参会代表提前沟通。在代表合住要求无法满足时，则代表按包房支付住宿费。 

八、展览 

年会期间，将举办塑性工程领域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展，参展单位报名后可获得3m*3m

的宣传展位1个。届时，参展单位也可申请在年会资料袋及年会程序册、《年会论文集》（电

子版）、《年会论文摘要集》（纸质版）和年会现场进行企业宣传和产品推介。欢迎有意向

的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积极报名参加展览助力大会成功举办。 

九、会务服务 

本次的会务服务工作由北京慧创时代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代为办理。 

 

https://conference.cstp-cmes.org.cn/?siteid=10235


十、塑性工程分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联系人：秦思晓（15201461873，投稿及报名） 

周  林（13811919643，会议展览等）  

李佳盈（15711032068，会员咨询） 

金  红（13911560582，组织协调） 

电  话：010-62920654,82415084    

E-mail:duanya@cmes.org;sxgcxb@263.net;fst@263.net 

 

附件：汇款信息、会议及住宿酒店交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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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汇款信息、会议及住宿酒店交通路线 

汇款信息： 

户    名：北京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升路支行 

银行账号：0200006209089120791 

切记汇款时请务必注明：“姓名+塑性会议”。 

 

------------------------------------- 

乘车路线 

● （社会山国际会议中心酒店/城市酒店）： 

天津站：乘坐地铁 3 号线至南站下车（B 口出），在天津南站公交站换乘 758 路至第六埠公交站下车，步行 229 米即到。

出租车约 40 分钟，费用约 50元。 

天津西站：乘坐地铁 6 号线至红旗南路站换乘地铁 3 号线至南站下车（B 口出），在天津南站公交站换乘 758 路至第六

埠公交站下车，步行 229 米即到。出租车约 40 分钟，费用约 50 元。 

天津北站：乘坐地铁 3 号线至南站下车（B 口出），在天津南站公交站换乘 758 路至第六埠公交站下车，步行 229 米即

到。出租车约 40 分钟，费用约 65 元。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乘坐地铁 2 号线至天津站换乘地铁 3 号线至南站下车（B 口出），在天津南站公交站换乘 758 路至

第六埠公交站下车，步行 229米即到。出租车约 50 分钟，费用约 105 元。 

● （天津中北·艾丽华服务公寓）： 

天津站：乘地铁 2 号线（曹庄方向）至曹庄地铁站 B 出口，乘公交 909 路或公交 616 路至中北大道站下车，步行 10 米

即到。出租车约 30 分钟，费用约 35 元。 

天津西站：乘地铁 6 号线（梅林路方向）至长虹公园地铁站，换乘地铁 2 号线（曹庄方向）至曹庄地铁站 B 出口，乘公

交 909 路或公交 616 路至中北大道站下车，步行 10 米即到。出租车约 20 分钟，费用约 30元。 

天津南站：乘 707 路公交车（海光寺方向）至侯台村公交站，步行至对向车站换乘 616 路（曹庄子花卉市场方向）至中

北大道站下车，步行 10 米即到。出租车约 20 分钟，费用约 25 元。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乘地铁 2号线（曹庄方向）至曹庄地铁站 B 口，乘公交 909 路或公交 616 路至中北大道站下车，步

行 10 米即到。出租车约 40 分钟，费用约 1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