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中国焊接产业论坛—高效焊接技术及应用 

二号通知 

尊敬的焊接界同仁： 

“2013’ 中国焊接产业论坛暨高效焊接技术及应用”会议将于 2013 年 6 月 15~19 日在上海

交通大学举办。大会由中国焊接协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焊接协会焊接设备分会承办，德

国焊接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学会、上海市汽车工程学会、上海市焊接协会、上海市焊接

学会及北京工业大学联合协办，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为指导单位，《焊接》、《电焊机》、《金属加工》、

《China Welding》为论坛宣传媒体，上海通用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论坛独家支持单位。 

本次会议共安排 13 篇专题报告，以高效焊接技术及应用技术内容为主展开讨论、交流，引导

相关行业正确地理解高效焊接技术及应用技术。 

6 月 18~21 日，“第 18 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 将在上海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届

时大会组委会将专门组织与会代表们参观展会，以便代表们在论坛交流之后可以实时现场参观考

察。现将论坛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委员会成员 

荣誉主席  宋天虎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监事长 

主    席  邹  磊  中国焊接协会理事长、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总经理 

副 主 席  克劳斯米德尔多夫  德国焊接学会秘书长 

          何  实  中国焊接协会副理事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哈尔滨焊接研究所所长 

          柳宝诚  中国焊接协会副理事长、唐山开元企业集团董事长 

          陆启祥  中国焊接协会副理事长、上海金凤焊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赵若林  中国焊接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总裁 

          薛振奎  中国焊接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副总工 

          王治富  中国焊接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解放公司卡车厂厂长 

          陈清阳  中国焊接协会副理事长、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侯焕昌  中国焊接协会副理事长、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卢振洋  中国焊接协会副理事长、北京联合大学校长 

          冯美娟  中国焊接协会副理事长、天津世纪五矿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毅雄  中国焊接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院长 

          王麟书  中国焊接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焊接学会副理事长 

          梁元聪  上海汽车工程学会秘书长  

          陈永强  上海市焊接协会理事长、上海通用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丁福保  上海市焊接学会秘书长  

 

 



二、论坛主题   高效焊接技术及应用 

1、关于焊接技术及产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宋天虎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监事长 

2、厚板超窄间隙激光多层焊接技术 

                ——黄  坚   上海市激光制造与材料改性重点实验室 常务副主任 

3、超声-电弧复合和窄间隙 GMA 高效焊接技术 

                ——杨春利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生导师 

4、铝合金变极性等离子弧（VPPA）穿孔焊接工艺及装备技术 

                ——陈树君   北京工业大学焊接技术研究所 副所长 

5、电弧焊接工艺高效化改型的研发进展 

                ——武传松  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生导师 

6、上海大众车身焊接工艺装备使用情况 

                ——王爵丰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车身规划 高级经理 

7、高效焊接材料现状与发展趋势 

                ——吴胜群   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技术部 经理 

8、焊接波形技术在铝焊接中的应用：对焊缝成形与性能的影响 

                ——张  鑑   Indalco Alloys of The Lincoln Electric Company 

9、双丝高效 MAG 焊工艺 

               ——魏占静   深圳市瑞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总监 

10、OTC 高电流・高使用率焊接技术 

               ——中川 慎一郎   欧地希机电（上海）有限公司机器人技术部 主任 

11、大型蝶阀自动焊接系统 

               ——鲍云杰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2、自动变光焊接面罩在高效焊接中的地位及作用 

               ——孙彦水  河北冀雅电子销售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3、基于高功率固态激光的先进焊接技术 

               ——Andreas Weller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激光技术部 总经理 

三、组委会秘书处 

秘 书 长 吴九澎  中国焊接协会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 陈家本  上海焊接协会副秘书长 

         顾福明  上海焊接学会副秘书长 

联 系 人 李  波  0451-8634 0850-1008   187 2461 1763  E-mail: cwalibo@126.com 

         李新松  010-5861 8683         137 1783 9886  E-mail：zghjsb@vip.163.com 

                                              中国焊接产业论坛组委会 

                                               2013 年 5 月 10 日 



 

“2013’中国焊接产业论坛——高效焊接技术及应用”回执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上海交大博学楼宾馆             □大床房：320 元/间（单早）      □标准间：320 元/间（双早） 

锦江之星（上海徐家汇交大店）   □大床房：280 元/间（单早）      □标准间：300 元/间（双早） 

住宿日期：6月     日至     日（离开）      房间数：     间     是否愿意标间合住： □是  □否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是否安排住宿

      

      

      

1、回执：E-mail：cwalibo@126.com     传  真：010-5861 8682 

2、会议注册费：1500 元/人（含会议费、资料费、会期用餐及交通费等）请您将注册费用汇至： 

户  名：北京嘉豪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开 户 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北三环支行 

账  号：1109 0733 9110 106     税  号：110 105 780 982 761 

★请务必在汇款单上注明2013年焊接产业论坛注册费,汇款凭证请发邮件到hotel@booking.com.cn王宇鹏收 

*注：1、回执表请务必在 2013 年 5 月 31 日前通过传真或邮件回传至会务组。 

2、因条件所限，会务组不安排接送站，请见谅！ 

交通 

上海虹桥机场——上海交大博学楼宾馆 

乘地铁 10 号线至上海交通大学站（8 站，约 20 分钟），步行到博学楼宾馆（550 米，约 8 分钟），全

程约 30 分钟（乘出租车约 50 元）； 

上海浦东机场——上海交大博学楼宾馆 

乘机场三线(每隔 20 分钟一次)到肇家浜路天平路车，步行约 750 米至博学楼宾馆，全程约 120 分钟

（乘出租车约 160 元）； 

乘地铁 2 号线至世纪大道，换 9 号线至徐家汇，步行约 450 米至博学楼宾馆；或乘地铁 2 号线至人民

广场，换 1 号线至徐家汇，步行约 450 米至博学楼宾馆，全程约 110 分钟； 

上海火车站——上海交大博学楼宾馆 

乘地铁 1 号线到徐家汇站，再步行约 650 至博学楼宾馆，全程约 30 分钟（乘出租车约 40 元）； 

上海南站——上海交大博学楼宾馆 

乘地铁 1 号线到徐家汇站，再步行约 650 至博学楼宾馆，全程约 30 分钟（乘出租车约 3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