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环经济下的绿色材料及加工国际论坛

三号通知

尊敬的先生/女士：

为了促进新材料及其绿色加工技术的前沿学术交流，共同促进新材料、焊接与表面

工程技术的发展，定于2017年6月22日-24日在北京举行“循环经济下的绿色材料及加工

国际论坛”。本次论坛得到了国际焊接学会（IIW C-VIII）、中国机械工程学会CMES、

中国焊接学会CWS焊接环境健康委员会VIII委、中国焊接学会CWS焊材和焊接冶金委员会

II委、北京自然科学基金委、北京工业大学、3M公司等的大力支持，同时作为2017国际

焊接学会年会C-VIII委预备会。本次论坛围绕新材料和绿色加工技术设置两个主题：新

材料包括新型焊接材料及其绿色加工、先进焊接与再制造技术及其过程中EHS。论坛邀请

近二十位国际顶级专家做大会主题报告，同时还邀请来自钢铁、石化、造船、轨道交通、

焊接材料、环保设备等行业代表共同交流探讨循环经济下的绿色材料及其加工技术的最

新成果和发展动向，为新材料及其绿色加工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奠定重要的基础。我们热

忱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相聚北京。

2017 年 5月 15 日

中方主席 栗卓新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

中国焊接学会CWS-VIII副主任

国际焊接学会焊接健康IIW-VIII委员

外方主席 Wolfgang Tillmann教授

德国多特蒙德工业大学

德国科学基金DFG



一、会议主题

循环经济下的绿色材料及加工

二、会议摘要格式

我们欢迎您进行会议摘要投稿。因会期有限，会议摘要投稿将以海报形式展出并与主题邀请报告

一同收录入会议摘要集，摘要语言要求英文。另本次论坛设立poster奖若干名，尺寸要求90cm×

120cm。

三、日程安排

5月31日／周三 参会人员提交回执表

6月22日／周四 全天报到

6月23日／周五 论坛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6月24日／周六 大会报告、圆桌会议、论坛闭幕式

四、报到地点

工大建国饭店一层大厅，酒店前台电话：+86-10-5910222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北京工业大学南门西侧）。

五、会务费

正式代表： 1800元／人，

学生代表： 1200元／人

（目前参会人数较多，建议您通过提前汇款方式以减少现场注册等待时间）

六、会议注册与住宿

请仔细阅读下方的回执表中的宾馆信息，由于会议报名人数较多，正值北京旅游旺季，宾馆住房

数量有限，请您务必在5月31日前返回回执表，以便为您预定房间。

七、会务组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人：邢增程 手机：+86-18811315539

黄海新 手机：+86-13070115867

学术联系人：李红 副教授 手机：+86-18911946182

邮箱：secretaryIFMP@163.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北京工业大学 邮编：100124



面向生态文明的再制造工程

主要从中国特色的再制造工

程内涵与特征、我国再制造发展概

况、我国发展再制造产业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和我国再制造产业发展

的未来蓝图四方面进行报告。

徐滨士院士

再制造工程奠基人

装备再制造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Sindo Kou

国际著名焊接冶金专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Wolfgang Zschiesche

国际著名 EHS 专家

德国社会事故预防和职业研究所

李会军

国际知名焊接冶金专家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

Dusan P Sekulic

国际著名材料加工专家

美国肯塔基大学

新型环保铝合金钎剂的研究进展

提出一种对环境更加友好的

铝合金钎剂以及无钎剂CAB钎焊工

艺。比较了传统和新型钎剂对铝合

金钎焊性的改善效果，并介绍了钎

焊过程中钎剂作用行为的原位、实

时观察研究进展。

电弧增材制造的研究进展
伍伦贡大学团队在用于增材

制造的丝材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

展。本次报告讲述伍伦贡大学开发

的用于研究增材制造弧焊材料的

机器人系统和相应的自动化程序

设计系统。

Wolfgang Tillmann

国际知名钎焊热喷涂专家

德国多特蒙德工业大学

基于工业机器人获得的净终成形涂层
技术

机器人代表当今工业发展趋势，而

热喷涂技术在改善设备寿命发挥着重

要作用。本次报告将二者结合实现热喷

涂技术自动化。

铝合金焊接接头裂纹新的预测方法
对铝合金在焊接和铸造的凝固过

程中产生裂纹的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

部分是对铝焊缝凝固裂纹的介绍，包括

裂纹特性，裂纹敏感性试验和裂纹的减

少，第二部分是裂纹敏感性的预测。

宋天虎

国际著名焊接专家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推动绿色制造，助力产业升级

本次报告主要包括机械制造绿

色化五个主要环节；机械产品全生

命周期的绿色化趋势；制造工艺十

三五期间发展的部分相关指标；实

施能源管理体系标准与认证是推进

绿色制造的有效举措。

田志凌

国际著名焊接专家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

绿色能源用钢的最新进展

本次报告主要介绍全球能源用钢

最新进展，分析了现阶段钢铁行业尤其

是能源用钢的现状和进展。

邀请演讲者和演讲题目

焊接过程中 EHS 的新进展

焊接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焊接烟

尘，而焊接烟尘对焊接操作者的健康安

全有着重要影响。本报告提出如何减少

焊接烟尘排放,降低能耗。



冯智力
国际知名焊接专家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胡安明
北京市海外高层次人才

美国田纳西大学

Nicolas Floros
国际焊接健康防护专家

巴黎萨克莱液化空气研究中心

龙伟民
中原学者

郑州机械研究所

栗卓新
国际知名焊接材料冶金专家

北京工业大学

国际绿色弧焊材料的发展

主要介绍了绿色环保无镀铜实心焊

丝、高强钢金属粉芯焊丝、低六价铬排

放不锈钢药芯焊丝的最新进展。

含钪阴极材料的制备和表征

本报告对阴极制备方法进行了改

进，通过采用喷雾干燥的方法制备出了

含钪扩散阴极，并且基于该阴极制备出

了微型的带状电子束。

熔化极气保护焊烟尘排放及控制

在焊接过程中，焊接烟尘主要来自于

焊接材料，一部分也来自母材。焊接烟尘

的大小取决于焊接的过程。本报告主要讲

述熔化极气保护焊烟尘排放因素及控制

措施。

激光微纳制造技术的研究进展

本报告主要讲述 Ni 超级合金的激光

钎焊，激光 3D直接打印柔性传感器和 3D

打印薄膜电池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及未来

的发展趋势，并介绍基于激光的超分辨率

制造技术。

王延斌
焊接行业技术专家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焊接与再制造中的空气污染治理新技术

通过建立智慧环保服务平台实现环保

设备集中控制、远程监控、数据采集等服

务功能保障环保设备运行可靠，使环保设

备运行更节能、更高效，有效的保护作业。

者的职业健康，保护环境。

焊接对焊工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

社会越来越重视焊接过程的健康问

题。焊接过程中由逆变焊机等设备将会产

生巨大磁场从而对焊接工作者健康产生影

响。本报告将介绍如何通过改进焊接方法

及焊接设备来减少磁场带来的影响。

Geoff Melton
国际知名焊接 EHS专家

英国焊接研究所

绿色钎焊材料的发展

传统钎焊一直深陷环境污染困境，钎

焊绿色化是循环经济关键任务之一。本报

告介绍药芯钎料达到了钎剂与钎料的定

温、定位、定时、定量精准反应，解决了

去膜活化效率低历史难题，实现了钎剂高

效利用和节材减排。

王金淑
长江学者

北京工业大学

挤压搅拌摩擦焊-绿色节能的铝合金循

环再利用工艺

本报告介绍了挤压搅拌摩擦焊（ FSE)

的概念和构造，分析了 FSE 节能的优势，

展示了 FSE 的可行性，并提出了一些金

相和机械性能的初步的研究结果。

欧泽兵
焊接防护技术专家
3M 中国有限公司

焊接安全防护的进展

在与焊接作业相关的三个要素中，焊工

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活跃的要素。职业健康

水平决定了焊工可以为企业持续服务的年

限。本报告旨在提出一系列措施改善焊工

健康。

山根国秀
国际著名焊接专家

日鐵住金溶接工業株式会社

新开发大电流金属芯焊丝的性能

实心焊丝飞溅大，焊后处理也是难题，

新日铁公司最新开发的药芯焊丝具有飞

溅小、电弧稳定性高等优点。本报告主要

讲述新开发药芯焊丝在大电流条件下的

焊接性能。



组织与技术委员会

宋天虎研究员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Prof. Wolfgang Tillmann Dortmu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ER

田志凌研究员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Dr. Wolfgang Zschiesche IW Comm. VIII-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GER

康 龙教授 兰州理工大学

荆洪阳教授 天津理工大学

Dr. Warren Miglietti IW Comm. XVII-Brazing, Soldering and Diffusion Bonding, USA

王东坡教授 天津大学

Prof. Sindo Kou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

王海斗教授 装备再制造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Prof. Dietrich Rehfeldt Leibniz University Hannover, GER

邹贵生教授 清华大学

Prof. Hee Jin Kim Kore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KOR

王克鸿教授 南京理工大学

Prof. Huijun Li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AUS

何 鹏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Prof. Hanshan Dong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K

何 实研究员 哈尔滨焊接研究所

熊华平研究员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Mr. Geoff Melton The Welding Institute (TWI), UK

龙伟民研究员 郑州机械研究所

王金淑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

Prof. Zhili Feng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USA

李长久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叶明强高工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r. Zhuyao Zhang Metrode for Products Ltd., UK

Prof. Anming Hu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USA

欧泽兵高工 3M中国有限公司

Mr.Kunihide Yamane Nippon Steel & Sumikin Welding Co.,Ltd. JPN

Mr. Maruyama Toshiharu The Kobe Steel Group. JPN



循环经济下的绿色材料及加工国际论坛

回执表

姓 名 性 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邮 编

手 机 电 话 邮 箱

注册费
正式代表 1800 元 □

学生代表 1200 元 □

住 宿

工大建国酒店 汉庭酒店\如家酒店

□ 标准间：558元/间 □ 标准间：294元/间

□ 大床房：508元/间 □ 大床房：265元/间

到店日期：2017年6月__日

离店日期：2017年6月__日

支付方式

□ 汇款

□ 银联卡 （现场注册）

北京工业大学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广渠路支行

北京工业大学开户行账号：0200003709089028526

（目前参会人数较多，建议您通过提前汇款方式以减少现场注册等待时间）



交通路线

1. 地铁14号线北工大西门站——工大建国酒店

距离地铁 14号线北工大西门站约 500米，由北工大西门站C口出沿西大望路向南步行约 3分钟可达酒

店。

2.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工大建国酒店

距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0公里，乘坐出租车约40分钟；或由机场乘坐机场专线至三元桥，换乘地铁10
号线至十里河站，换乘地铁14号线至北工大西门站下，步行至酒店。

3. 北京站——工大建国酒店

距离北京站8.5公里，乘坐出租车约15分钟；由北京站东乘坐29路公交车至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步

行至酒店；或由北京站乘坐地铁2号线至建国门站，换乘地铁1号线至大望路站，再换乘地铁14号线至

北工大西门站下，步行至酒店。

4. 北京南站——工大建国酒店

距离北京南站11公里，乘坐出租车约18分钟；或由北京南站乘坐地铁14号线至北工大西门站下，步行

至酒店。

5. 北京西站——工大建国酒店

距离北京西站20公里，乘坐出租车约25分钟；或由北京西站乘坐53路公交车至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

步行至酒店；或由北京西站乘坐地铁7号线至九龙山站，换乘地铁14号线至北工大西门站下，步行至酒

店。

工大建国饭店交通图

地铁 14 号线北工大西门站 C口

汉庭酒店

工大建国饭店

公交站：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