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WE 2012 
第 2 届计算机辅助焊接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 年 8 月 23－26 日， 济南 

会议通知（3 号） 
 

 

                
 

 

主办单位: 山东大学材料液固结构演变与加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山东大学材料连接技术研究所 

中国焊接学会计算机辅助焊接工程专业委员会 

资助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山东大学；中国焊接学会 

 

“第2届计算机辅助焊接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CAWE 2012（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uter-Aided Welding Engineering）”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即将

于2012年8月23-26日在济南学府大酒店隆重举办。现将有关参会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日程安排： 
8月23日（周四）： 

全天注册报到 （地点：学府大酒店一楼大厅） 

8月24日（周五）： 

上午：开幕式及大会报告（Keynote） 

下午：分会场各类报告（Invited，Oral presentation）及展报（Posters） 

晚上：济南之夜—招待会（济南大明湖风景区内：四季明湖·明湖楼） 



8月25日（周六）： 

全天：分会场各类报告（Invited，Oral presentation）及展报（Posters） 

晚上：宴会（学府大酒店明德堂，席间有文艺表演） 

8月26日（周日）： 

会后考察旅游 

 

二、会议地点及住宿 

本次会议会场设在济南学府大酒店，住宿安排在该酒店及距离该酒店800米范围内

其他酒店（一般步行6-10分钟之内即可到达会场）： 

1、学府大酒店(会场所在地)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路 6 号。 

电话：0531-8295 3388 

房价：商务标准间 380 元/晚；普通标准间 308 元/晚 

2、雅悦连锁酒店：距离学府大酒店750米，步行约10分钟。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78 号雅悦连锁酒店千佛山店 

电话：0531-8296 8188 

房价：标准间170元/晚（含两份早餐） 

3、好地方商务酒店：距离学府大酒店550米，步行约6分钟。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7175号济南好地方商务酒店 

电话：0531-81950555 

房价：标准间178元/晚（含两份早餐） 

注：原来供大家选择的 C：卓越商务酒店（标准间 148 元/晚）；E：山大后勤招待

所(标准间 120元/晚）因旅游团组和暑期学员班占满，届时无法腾出。会务组将根据参

会人员的回执做适当调整，安排入住“雅悦连锁酒店”或“好地方商务酒店”。 

 

三、会议注册费 

每位代表￥1000元（包括论文集、资料；餐饮与宴会及社交活动等）； 

研究生每人￥700 元（报到时请出示研究生证）； 

陪同人员每人￥400 元，可领取1套餐饮与宴会及社交活动的入场券。 
 



四、会议注意事项： 

（1） 大会报告(Keynote)：每个报告时间为30分钟（25

邀请报告(Invited)：每个报告时间为

分钟报告，5分钟讨论）； 

25分钟（20

口头报告(Oral presentation)：每个报告时间为

分钟报告，5分钟讨论）； 

20分钟（15

（2） 会务组将为每个分会场配备一台笔记本电脑（Windows XP、Microsoft office 2003、

Adobe Acrobat Pro）口头报告请采用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PPT）文档，

并准备PDF文件备用，在每场Session前请提前将报告文件拷入会场电脑，并请严

格遵守报告时间。 

分钟报告，5分钟讨论）。 

（3） 展报（Posters）规格尺寸为90 cm×70 cm

（4） 会议组委会将从口头报告和展报中挑选部分优秀论文，推荐到SCI/EI期刊发表；

同时从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在会议上宣读和展报交流的论文中，评选优秀论文，由

中国焊接学会计算机辅助焊接工程专业委员会颁发“优秀论文”证书，并于8月

25日晚宴会期间颁奖。 

（高×宽）：作者可自行制作彩色PPT纸

膜展报一张带至大会；也可以根据Poster模板并自行制作Poster电子版，由会务组

统一印刷制作彩色PPT纸膜展报（需在注册时另交纳展报制作费 70 元）。请在 8

月 24 日午间将彩色PPT纸膜展报张贴在会议提供的展板上（会务组现场提供胶

带、剪刀等工具）。24 日下午的展报（Posters Session）交流时间，作者在自己

的展板旁，与参会人员现场讨论交流。展报中若需要动画演示，请自带笔记本电

脑。 

 

五、会后考察旅游： 

会后考察的具体线路已经确定，为了保证质量，各线路独立成团，并由旅行社具体

负责。在 24日和 25日，可现场向旅行社报名。线路如下： 

T1、泰山一日游：240 元(儿童 1.2m 以下 40 元） 

Q2、曲阜一日游：240 元（儿童 1.4m 以下 60 元） 

TQ3、泰山-曲阜两日游：在泰安住宿一晚。费用如下：（1） 480 元（含普通宾馆，

单人+40 元）；（2） 550 元（含三星宾馆，单人加 70 元）（3） 儿童 100（只占车位） 

JD4、济南九顶塔中华民族欢乐园一日游：130 元（儿童 1.2m 以下，40 元；1.2-1.4m，

70 元） 



QD5、青岛两日游：420 元 

各线路具体情况见附件，并关注会议网站。 
 
备注： 

青岛 2 日游由于出发日期是固定的，会议结束日期恰好离发团日期较远，满 10 名

即可独立发团，若人数达不到，取消或等待发团日。 

学生请带学生证，景点如对持研究生证人员有特价，导游会当场返回多余钱款。 

 

六、第二轮回执 

由于八月份为济南旅游旺季和暑期培训高峰，为了更好地安排与会代表的食宿，特

请各位代表于8月10日前

另外，会务组将为8月23日上午至中午2点之间报道的代表提供午餐和晚餐，为8月

23日2点以后至晚20:30前报道的代表提供晚餐，并请参会代表在回执中注明是否需要会

务组安排8月23日的午餐和晚餐，以及是否参加25日的晚宴。 

返回第二轮回执。 

 

CAWE2012国际会议第二轮回执 

姓名 性别 单位 手机电话 

23 日用餐

安排 
25 日是否

参加晚宴

（是/否） 

若意向旅游，请填写线

路代号（如 T1; Q2; 
TQ3; JD4; QD5） 午餐 晚餐 

        

        

        

 

七、会务组联系人： 

秦国梁 博士：glqin@sdu.edu.cn，186 7887 9846 

王  娟 博士：jwang@sdu.edu.cn；wangjuanemail@163.com，130 6503 9988 

陈  姬 博士：chenji1955@163.com，158 6672 6380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17923 号山东大学材料连接技术研究所，邮编：250061 

会议网址：http://www.cmse.sdu.edu.cn/cawe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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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mse.sdu.edu.cn/cawe2012�


附录1：大会报告和邀请报告的题目和报告人： 

 

大会报告(Keynote)： 

（1）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heat transfer models in welding 

T. DebRoy，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USA 

（2） Energy industry and welding 
Jiluan Pan（潘际銮），Tsinghua University，China  

（3） Welding simulation for industrial and research applications 
M. Rethmeier，BAM，Germany 

（4） Numerical prediction and measurement of 3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gas shielded 
arc plasma 
T. Hirata， Graduate School of Engineering，Osaka University，Japan 

 
邀请报告( Invited)： 

（1） Computer aided developments for improved welding integrity 

J. Norrish，University of Wollongong，Australia 

（2） Modeling of process and microstructure in IN718 laser deposition 

D. F. Farson，Ohio State University，USA 

（3） Control of welding process based on modeling of human welder response 

Y.M. Zhang，University of Kentucky，USA 

（4） Application of ICME to weld process innovations and residual stress management 

Z.L. Feng，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USA 

（5） A framework to develop rules for the design of radically new welding technologies 

P.F. Mendez，University of Alberta，Canada 

（6）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dynamic behavior in AC-TIG welding with cleaning action of 
oxide film 

M. Tanaka，JWRI，Osaka University，Japan 

（7） Development of high efficient hot wire-laser welding 

K. Shinozaki，Hiroshima University，Japan 

（8） Resistance spot welding of lightweight materials in design and production processes for 
weight reduction 

S. Satonaka，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mamoto University，



Japan 

（9） Simulation of resistance spot welding 

P. S. Wei，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Kaohsiung，Taiwan of China 

（10）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welding processes based on CFD-simulations 

S.J. Na，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orea 

（11） Weld imperfections of advanced high strength steels 

J. B. Lee，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orea 

（12） Numerical modeling and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of temperature, torque, tranverse 
force in friction stir welding 

Amitava De，Ind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ombay，India 

（13）Global optimization and sensitivity analyses utilized for welding simulation … 

Andreas Pittner，BAM，Germany 

（14）TIG welding arc in self-magnetic compressed mode 

      Yonglun Song (宋永伦)，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ina 

（15）Modeling and control of DE-GMAW process 

Ding Fan (樊丁)，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ina 

（16）Life prediction of welded joints and structures 

Xiaoyan Li (李晓延)，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ina 

（17）Numerical simulation on welding residual stress and deformation of larger welded 
structures 

Jianxun Zhang (张建勋)，Xian Jiaotong University，China 

 

 

 

 

 

 

附录2：交通信息 



会议不安排机场、火车站接送，请各位代表自行前往学府大酒店报到。 

学府大酒店距离济南遥墙机场、济南站、济南西客站、济南东站分别 38km、5.9km、

16km、5.3km，出行方便快捷。具体信息如下： 

1、济南遥墙机场——学府大酒店： 

G2001 济南绕城高速：37.2 公里 

G35 济广高速（济青高速）：38.5 公里 

G35 济广高速（济青高速）和顺河高架路：38.2 公里 

的士：约 100 元。  

公交线路（机场大巴）： 

发车地点：候机楼一楼到达厅 3、4 号门 

行车路线： 

（1）早班落地航班至晚 18：00 落地航班行车路线：济南机场出发，中途大明湖北门

站点，终点济南火车站广场汽车站。 

从济南火车站乘 K51 路公交车到千佛山站下车，公交车站对面就是学府大酒店，到好

地方商务酒店、雅悦商务酒店和卓越酒店可在历山路南口站下车。 

（2）晚 18：00 后旅客巴士行车路线：济南机场出发，中途历山路南口站点，终点玉

泉森信大酒店。 

玉泉森信大酒店距离学府大酒店 1.4km，下车后向东至银座商厦向右转一直直行至

学府大酒店，步行约 18 分钟，的士起步价 8 元（7.5 元起步价+0.5 元燃油附加费） 

2、济南站——学府大酒店： 

的士：约 16 元。  

公交线路：从济南火车站乘 K51 路公交车到千佛山站下车，公交车站对面就是学府

大酒店，到好地方商务酒店、雅悦商务酒店和卓越酒店可在历山路南口站下车。 

3、济南西客站——学府大酒店： 

的士：35 元 

公交线路：乘坐 k157 路，在明星小区站下车，然后换乘 k56 路，在千佛山站下车，

公交车站对面就是学府大酒店，到好地方商务酒店、雅悦商务酒店和卓越酒店可在历山

路南口站下车。 

4、济南东站——学府大酒店： 



的士：15 元左右 

公交路线： 

（1） 步行至大明湖东门站，乘坐 6 路到齐鲁银行站下车，然后换乘乘坐 k68 路，

在千佛山站下车，步行至学府大酒店 

（2） 步行至 济南东站，乘坐 112 路，在和平路(山大路)站下车，然后换乘 16 路

至千佛山站 车，步行至学府大酒店 

（3） 步行至济南东站，乘坐 112 路，在山大北路西口站下车，然后换乘 16 路，

在千佛山站下车，步行至学府大酒店 

 

备注：济南的士白天起步价 7.5 元/3 公里，晚上十点以后起步价为 9.6 元/三公里；

三公里之外 1.5 元/公里；另收 0.5 元燃油附加费。公共汽车无人售票，投币或刷公交专

用卡，普通车 1 元，K 线车 2 元，请备好零钱。 

乘坐出租车时请务必选择正规的士（按机场或火车站的指示牌到达的士乘车口搭

乘），按计费表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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