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办/支持单位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中广核工程
有限公司、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
二三建设有限公司、国核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山东核电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焊机分会、中国工程
建设协会核工程焊接专委会、中国职工焊接协会核工程焊接专委会、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分
会、上海市焊接行业协会、上海市焊接学会、哈尔滨焊接研究所、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清华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工业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兰州理工大学、上海威特力焊接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华恒
焊接股份有限公司

宣传媒体
《电焊机》杂志、中华焊接动力网、“焊割在线”官方微信、《电焊机》杂志网站

研讨会重点关注技术
★ 核电焊接——核安全监管及核安全文化　　　　　　　　   ★ 核电焊接——标准/规范
★ 核电焊接——焊接材料　　　　　　　　　　　　　　　　★ 核电焊接——质量控制
★ 核电焊接——核电设备设计和制造中的焊接技术                ★ 核电焊接——工程及安装
★ 核电焊接——在役运维                                                 ★ 核电焊接——新技术、新工艺
★ 核电焊接——未来核电及基础研究
★ 核电焊接——先进焊接装备、焊材和气体、智能制造、环保防护、新技术新工艺等

指导单位
中国焊接协会

中国焊接学会

主办单位
中国焊接协会焊接设备分会

成都电焊机杂志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麦格米特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电焊机》杂志



专家技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潘际銮（清华大学 院士/教授）

核电设计、制造焊接专家组

  主任：杨  松（天津大桥焊材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研高）

  委员 

邹   杰 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研高

潘乾刚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科技质量部副部长/研高

郭利峰 中核集团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所副总工/研高

蔡志鹏 清华大学 研究员

李铸国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 副院长/教授

罗   英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主任/研高

冯   涛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副总工艺师

邱振生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院 核岛设备所副总工/研高

刘   霞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副处长/研高

余   燕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研高

沈红卫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副总工程师/研高

吴义党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监督副总工程师/高工

钟   杰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公司 副总工程师/研高

李太江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主任/研究员

核电安装、运维焊接专家组

  主任：冯英超（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所长/研高）

  委员

王淦刚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焊接技术研究所/所长/研高

赵建仓 苏州热工研究院焊接所 主任

胡建群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主任/研高

唐   识 国核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 副经理/高工

陈英杰 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 主任/高工

李予卫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PSE总工程师/高工

赵   军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研高

杨锦辉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焊接工程公司副总兼总工/高工

蒋   恩 上海第一机床厂有限公司 部长

郑日水 中核苏能核电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何志军 深圳市麦格米特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硕士

蒋   勇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研高

彭亚萍 成都电焊机杂志有限公司 主编/研高



会议时间
2019年5月11日  全天报到                       2019年5月11日  20:00~21:00  专家技术委员会工作会议

2019年5月12日  8:00~18:00研讨会        2019年5月13日  8:00~12:00  研讨会；14:00~16:00参观

会议地点
中国·广州南沙奥园酒店（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珠海东路269号  

电话：020-39068998）

住宿：标间/大床：330元/间，含双早。酒店房源有限，住宿需提

前预订，食宿费自理。

会议参观　
5月13日  14:00~16:00 参观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专刊征文
2019年第4期《电焊机》杂志正刊为本次研讨会指定专刊（出版时间2019年4月20日）。本次研讨会演讲论

文以及针对研讨会主题和重点关注技术投稿的相关论文，经专家技术审查通过后将集中发表于该专刊中（详见附

件专刊“征稿函”）。欢迎广大焊接工作者积极投稿。

投 稿 网 址：www.71dhj.com    投稿联系人：金顺捷  028-83289008

投稿截止日期：2019年3月20日    投稿请注明：“核电焊接专刊投稿”

优秀论文表彰
发表于本期专刊中的论文作者将受邀参加“2019’中国核电焊接技术研讨会”，论文经专家评审评优，现场颁

发“特别优秀论文”和“优秀论文”证书。

会议注册费
1500元/人，含会议费、资料费。

为方便会议现场及时收到注册费发票，建议您提前支付注册费（汇款请备注“核电焊接”），并在返回“参会

回执表”时将开票信息发给我们，发票在报到现场领取。

注册费请付到以下账号：

开户名称：成都电焊机杂志有限公司                      账号：1225 5488 7066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城东支行          纳税人登记号：9151 0100 7559 8196 XN

报到处现场不能刷卡，现场支付的注册费发票待研讨会结束后开具并快递给您。

组委会联系方式
成都电焊机杂志有限公司

张　奎　手机/微信：13980752322；dhj84216672@126.com

金顺捷　手机/微信：13060049389；bj@toweld.com

中国焊接协会焊接设备分会      成都电焊机杂志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2019’中国核电焊接技术研讨会

参 会 回 执 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代表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座机号码 E-mail

到达

航班            地点          时间 列车车次         地点          时间

广州白云机场接站时间：5月11日 11:00、14:00、16:00
广州南站（高铁站）接站时间：5月11日 11:00、16:00
深圳宝安机场接站时间：5月11日 11:00、16:00
建议您根据接站时间安排行程。

离开
5月13日16:00参观结束后送站：广州白云机场、广州南站（高铁站）
建议您根据时间选择出行方式。

住宿酒店
广州南沙奥园酒店（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珠海东路269号）
标间/大床：330元/间，含双早

订房情况 标间数量：       间；大床数量：       间；住宿时间：5月       日至       日

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登记号：
地      址：                                                   电话：
开  户 行：                                                   账号：

代表个人备注

注：

1、请参会人员务必在4月15日前返回回执表，以便确保为您预留房间；

2、建议您首先扫描“焊割在线”公众号二维码关注、点击“核电焊接”、在线注册、完善信息；

3、参考信息：会议于5月13日16:00参观完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连溪大道313号）后结束。

4、回执方式：

您可以选择回复此表，或扫码关注后，点击“核电焊接”，在线注册回复。

联系人：张   奎  13980752322（微信同号）   

                金顺捷 13060049389（微信同号）   

                谢晓琪 13540323698（微信同号）

             “中国核电焊接技术研讨会”交流群已建，请加联系人微信，注明“核电焊接”手动加您入群。

E-mail: dhj84216672@126.com

“焊割在线”公众二维码



2019’中国核电焊接技术研讨会

交通提示
由于5月南方地区雨水较多，深圳易遇雷雨，常有航班延误，耽误您的行程，建议您首选广州白云机场或广州

南站出行。到达广州、深圳之后前往广州市南沙区南沙奥园酒店的交通路线，供参考： 

一、会务组接站
广州白云专机接站时间：5月11日 11:00、14:00、16:00        广州南站（高铁站）接站时间：5月11日 11:00、16:00

深圳宝安机场接站时间：5月11日 11:00、16:00

建议您根据接站时间安排行程。

二、自行前往
广州白云机场

方式一、地铁线路：地铁直达，约15元，耗时2.5小时左右，转线3次。 

机场南（3号线，往番禺广场方向）──嘉禾望岗（换乘2号线，往广州南站方向）──广州火车站（换乘5号

线，往文冲方向）──车陂南（换乘4号线，往南沙客运港方向）──南横（C出口，直走500米到达酒店，下同） 

方式二、打车：打车约110公里，约420元（含过路费约90元），耗时看当日路况。 

方式三、机场大巴线：约100元，耗时看当日路况。 

方式四、机场快线：广州白云机场至南沙快线──蕉门公交总站，再打车约40元（约10公里）──南沙奥园酒店。

（白云机场发车时间：8:00~22:00 整点发车，每小时一班）

广州南站（高铁）

方式一、地铁线路：地铁直达，约11元，耗时约1.5小时，转线1次。 

广州南站（7号线，往大学城南方向）──大学城南（换北4号线，往南沙客运港方向）──南横（同上） 

方式二、打车：约160元，耗时约1小时。 

广州火车站

方式一、地铁线路：地铁直达，约12元，耗时约1.5小时，转线1次。 

广州火车站（5号线，往文冲方向）──车陂南（换乘4号线，往南沙客运港方向）──南横（同上）。 

方式二、打车：约240元，耗时看当日路况。

深圳宝安机场

方式一、打车：直达，约280元（其中虎门大桥过路费45元），60公里左右，正常1小时20分。 

方式二、地铁线+高铁线+地铁线：约65元，耗时约1小时40分。 

机场东（1号线，往罗湖方向）──宝安中心（换北5号线，往黄贝岭方向）──深圳北（不用出站，购买至

广州庆盛高铁站，票价50元，车次10:38、11:19、11:55、15:20、18:00）──庆盛高铁站（不用出站买地铁票。4号

线，往南沙客运港方向，下一站“黄阁汽车城”）──南横（同上）。 

方式三、机场快线：深圳宝安机场商务线──蕉门公交总站，再打车约40元（约10公里）──南沙奥园酒店。

（宝安机场发车时间：10:00、13:00、16:00、19:00）

深圳罗湖火车站

汽车大巴+打车：罗湖火车站找到汽车票售卖点，买到南沙客运站的大巴票（约50元，发车时间：8:10、9:10、

10:10、11:25、13:10、14:10、15：10、16:40、18:10、19:30），经过1.5小时左右，到达南沙客运站，打车到南沙奥园

酒店，约15元，10分钟左右。 

如有疑问，请联系酒店：广州南沙奥园酒店（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珠海东路269号  电话：020-39068998）



 

2019 年第 4 期《电焊机》杂志 

——《中国核电焊接技术》专刊 

征 稿 函 
 

 

尊敬的核电焊接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 

2019 年第 4 期《电焊机》杂志是 2019 年 5 月举行的“2019’中国核电焊接技术研讨会” 指

定的配套专刊，2019 年 4 月 20 日出版。《电焊机》专门留出 2019 年第 4 期杂志正刊全部版

面，并得到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批准适当增加了篇幅，意在尽可能多的发表与核电焊接相关

的论文和信息。本专刊旨在系统、深层、全面展现当代我国核电焊接先进技术及未来发展方

向，寻求核电焊接难题的突破途径，对促进核电焊接技术的相互交流和提高，推动我国核电

焊接技术的整体发展，保障核电焊接质量，加快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1 征文时间 

2018 年 12 月 15 日～2019 年 3 月 20 日 

特别告示： 

★ 由于该期专刊文章数量多、出版时间急，加之本刊为“中文科技核心期刊”，为确保优

质、按时出版发行，并鼓励核电及相关焊接专家的投稿积极性，本次专刊采用分批送审、分

批录用、先投先发表、先通过先编辑的方式进行。 

★ 通过专家技术审查在专刊中发表的论文，将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择优推荐会议演讲，

并在研讨会现场向论文作者颁发“特别优秀论文”或“优秀论文”证书，诚邀每位作者参会并亲

自领奖。 

★ 论文数量达到专刊篇幅限制后，后期收到且审查通过的稿件将安排至后续期数发表。 

★ 征文时间段：第一阶段 2018 年 12 月 15 日~2019 年 1 月 20 日；第二阶段 2019 年 1

月 21 日~2 月 28 日；第三阶段 2019 年 3 月 1 日~3 月 20 日。 

请大家在百忙之中，尽量抓紧，争取前期投稿，感谢核电焊接及相关专家和作者朋友的

积极参与、支持和理解。 



2 征文内容 

a、核电焊接——核安全监管及核安全文化 

主要针对安全监管政策、法规和核安全监管、核安全文化的宣讲和讨论。 

b、核电焊接——标准/规范 

针对标准规范中使用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同时讨论我国核电焊接标准的未来发展思路。 

c、核电焊接——焊接材料 

研讨焊接材料在核电领域的使用情况、存在问题以及焊材国产化及焊接材料的基础研究。 

d、核电焊接——质量控制 

针对核电设备制造、工程施工、安装过程中的焊接质量监督、质量控制、质量保证体系、

焊接信息采集、评价及大数据分析评估。 

e、核电焊接——设备制造 

核电设备设计中的焊接技术包括：核岛机械设备焊接坡口结构设计、焊缝疲劳、老化与

寿命评估技术、焊接结构优化设计、焊接结构与力学、焊接结构仿真设计技术。 

核电设备制造中的焊接技术包括：新型焊接工艺的开发、新型焊接设备的研发、焊接自

动化及智能化、焊接制造过程中技术问题的处理、焊接工艺改进及优化、焊接材料及保护气

体、焊接环境、核岛机械设备的焊接与无损检验、焊接检验新技术、核电焊接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及焊接技能人才培养。 

    f、核电焊接——工程及安装 

    核电工程、核岛设备安装焊接技术、新型焊接工艺与设备、焊接防护设计、焊接安全施

工与保障、焊接技能人才培养及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g、核电焊接——在役运维 

  核电厂在役运维中的焊接技术等问题。 

  h、核电焊接——新技术、新工艺等 

  针对与核电焊接有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等在核电领域的应用进行讨论，特别是

与焊接技术密切相关的电弧和激光增材、再制造、智能制造在核电焊接领域的应用等技术。 

  i、核电焊接——未来核电及基础研究 

  主要探讨未来核电的发展，开展新型焊接材料基础研究、长时应力腐蚀、核电辐照下的

在役维修及延寿、新型材料的焊接工艺等基础和前沿性研究。 

 

 

 



3  征文要求及投稿方式 

  （1）征文要求 

  根据征文内容任选题目撰稿。论文内容在学术上应具有创新性和实用价值。论文应论点

明确，论据充分，条理分明，数据可靠，实事求是，文字精炼，专业名词术语前后统一并标

准化。稿件篇幅 4~7 页为适，插图应清晰。论文如是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应写出基金项目名

称和编号，并将其排放在论文首页脚注处。要求稿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一稿多投、重复发表

或抄袭等学术不端现象。 

投稿须同时提供以下文件（均提供电子版，上传至投稿系统）： 

  a) 完整稿件文件：论文格式参见《电焊机》杂志或附件样稿。内容包括中英文的题目、

作者姓名、工作单位全称、城市和邮编、摘要（250～350 字）、关键词（3 个以上，5 个以

下）；正文内容，文中引用的主要参考资料应列出文献，文献按文中引用的先后顺序编号并

用方括号[ ]标注在文中引用处，参考文献必须在 5 篇以上。  

  b) 保密审查意见（文档或图片形式）：因核电涉及到安全和保密，故每篇文章必须附上

作者所在单位的保密审查意见，并由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手写签名确认，否则不予采用。 

  （2）投稿方式 

  投稿请登录 www.71dhj.com（请注明“核电焊接专刊投稿”），点击网页左上角的"作者在

线投稿查稿"按钮。第一次投稿需要注册，密码丢失可以发邮件到 bj@toweld.com 申请找回，

并注明真实姓名和相关联系方式备查。 

 

4 专刊投稿联系人 

   金顺捷  电话：028-83289008，13060049389      

E-mail: bj@toweld.com 

 

 

 

成都电焊机杂志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2 日 

 

（论文格式附件见后）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