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机械工程学会2021年活动计划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联系人

3月
第8期热处理金相检验及相关
2021年3月26-28日
标准技术培训班

上海

黑龙江省机械工程学会2021年
度学术年会暨七届一次理事 2021年3月
（扩大）会议

哈尔滨

江西省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暨
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选拔 2021年3月
赛

南昌

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
2021年3月
交流会暨高端论坛

广州

材料分会九届二次委员会议暨
2021年3-4月
新材料与产业论坛

重庆

韩冲（热处理分会）
hanchong@chts.org.cn
15611919886
郭洪鑫（黑龙江省机械工程学
会）
heilongjiang165@sina.com
0451-82625471
黄永德（南昌航空大学）
huangydhm@nchu.edu.cn
13767007228
刘奕华（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
gdmes@163.com
020-38732721
胡军（上海材料研究所）
hujunww@hotmail.com
13918513675

4月
第六届全国增材制造青年科学
2021年4月23-25日
家论坛

西安

全国管材成形技术论坛

2021年4月24-25日

上海

智能流控第二次学术研讨会

2021年4月9-10日

杭州

京津冀焊接论坛2021峰会

2021年4月

沧州

焊接分会青年工作者第四届学
2021年4月
术研讨会

天津

《机械传动》期刊理事会年会 2021年4月

待定

第十届流体传动与控制国际会
2021年4月
议（ICFP2021）

杭州

首届全国钢结构防腐增效降本
2021年4月
及诚信体系建设会议

北京

2021全国焊接科技高层论坛

济南

2021年4月或10月

第十五届全国工程陶瓷学术年
2021年4月中旬
会

宁波

林鑫（西北工业大学）
xlin@nwpu.edu.cn
13991921926
李淑慧（上海交通大学）
lishuhui@sjtu.edu.cn
13621937852
张青松（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
zhangqingsong@riamb.ac.cn
010-82285333
薛海涛（河北工业大学）
xuehaitao@126.com
15522510633
赵雷（天津大学）
zhaolei85@tju.edu.cn
13920873508
职彦锋（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
司）
jxcd1977@foxmail.com
张青松（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
zhangqingsong@riamb.ac.cn
010-82285333
段金弟（表面工程分会）
djd430030@sina.com
027-83614523
陈姬（山东大学材料连接研究
所）
chenji@sdu.edu.cn
15866726380
谢志鹏（清华大学）
xzp@mail.tsinghua.edu.cn
13911123685

5月
2021年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会员日

2021年5月21日-30日

第14期材料热处理高级研修班 2021年5月12-16日

全国大锻件学术会议

2021年5月28-30日

高水平论文撰写培训交流会

2021年5月

东部地区摩擦学学术论坛

2021年5月

智能供应链的创新与实践

2021年5月

管带输送机关键技术研讨会

2021年5月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工业炉及热
2021年5月
工技术展览会
IFMTTI中国工业炉及冶金产业
2021年5月
与热工技术大会
第二届中频感应电炉设备与熔
2021年5月
炼创新技术峰会
第三届中国工业炉及热工技术
2021年5月
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第八届中国技术史与技术遗产
2021年5月
论坛
第一届国际增材制造青年科学
2021年5月
家论坛
第十三届全国青年表面工程论
2021年5月
坛
防锈、腐蚀与防护技术培训与
2021年5月
工程师资格认证
2021中国超硬材料产业发展大
会暨中国超硬材料产业链博览 2021年5月
会

花牡丹、栾大凯，
huamd@cmes.org,13520128833
韩冲（热处理分会）
常州
hanchong@chts.org.cn
15611919886
何文武、焦永星（太原科技大
学）
山东章丘
hwwssl@126.com
13503542846,15536822559
陈小安
成都
xachen@cqu.edu.cn
13608306107
汤皎宁（深圳大学）
深圳
tjn@szu.edu.cn
18665820168
宋海萍（上海天睿物流咨询有限
公司）
北京或广州
Halen@logiwis.com
13817677158
周利东（太原科技大学）
太原
58616994@qq.com
13223518785
罗培培（中航工程集成设备有限
上海
公司）
13501208242
罗培培（中航工程集成设备有限
上海
公司）
13501208242
罗培培（中航工程集成设备有限
上海
公司）
13501208242
罗培培（中航工程集成设备有限
上海
公司）
13501208242
孙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
究所）
深圳
sunlie@ihns.ac.cn
15011267263
连芩（增材制造技术分会）
西安
lqiamt@mail.xjtu.edu.cn
029-83395187
段金弟（表面工程分会）
待定
djd430030@sina.com
027-83614523
段金弟（表面工程分会）
武汉
djd430030@sina.com
027-83614523
商丘
李剑（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
郑州
541817@qq.com
南阳
13838188257
全国

密封技术研讨会

北京
广州
安徽宁国

2021年5-10月

张青松（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
zhangqingsong@riamb.ac.cn
010-82285333

6月
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 陈晓钢，010-63983928/63972304
心
郭俊康（西安交通大学）
2021年成组与智能集成技术学
2021年6月25日--27日 福州
cmes-gt@vip.163.com
术研讨会
18165259045
杨申仲、肖颖（设备与维修工程
2021年全国智能运维与健康管
分会）
2021年6月28-30日
无锡
理学术年会
Sbwx08@163.com
010-64019685
周林（塑性工程分会）
2021年塑性加工行业智能制造
2021年6月29-30日
上海
zz_lin@163.com
发展论坛
13811919643
高直（热处理分会）
中国热处理发展论坛
2021年6月29日-7月1日 上海
gaozhi@chts.org.cn
18701500804
韩冲（热处理分会）
化学热处理技术论坛
2021年6月29日-7月1日 上海
hanchong@chts.org.cn
15611919886
金洙吉
高性能零件光整加工技术产学
2021年6月
沈阳
kimsg@dlut.edu.cn
研用高层论坛
0411-84706519
汪莉（成都工具研究所）
生产工程分会切削学术年会 2021年6月
兰州
toolmagazine@chinatool.net
010-83242219,13982025939
张明皓（热处理分会）
表面强化热处理及表面硬化层
2021年6月
苏州
zhangminghao@chts.org.cn
检测培训班
15116917601
余震（武汉科技大学）
MIDAS有限元分析软件在机械
2021年6月
武汉
475287122@qq.com
专业的应用案例研讨
15327337823
段金弟（表面工程分会）
高功率脉冲磁控溅射专题会 2021年6月
深圳
djd430030@sina.com
027-83614523
陈万诚（湖北省机械工程学会）
绿色制造、节能减排青年科学
2021年6月
武汉
3263734980@qq.com
家论坛
18995554148
刘奕华（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
2021年国际热处理新技术（广
2021年6月
东莞
gdmes@163.com
东）论坛
020-38732721
孙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
机械史与机械工业遗产学术研
究所）
2021年6月
昆明
讨会
sunlie@ihns.ac.cn
15011267263
纪 凯（物流工程分会）
物流仓储装备技术研讨会
2021年6月底
上海
clei_info@163.com
13701391277

第25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
割展览会

2021年6月16-19日

尖端材料表/界面结构及功能
2021年6月-7月
研讨会

太原

2021第四届广西国际装备制造
2021年6月底7月初
业博览会

南宁

王孝广（太原理工大学）
wangxiaoguang@tyut.edu.cn
18735385327
李振雄（广西机械工程学会）
1781318609@qq.com
0771-5876281

7月

第九届国际工程失效分析会议
2021年7月11-14日
（ICEFAIX）

上海

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军工工作
2021年7月17日
交流会

宁波

2021旋转机械传动与控制研讨
2021年7月
会

北京

第七届亚太光学制造会议
（APCOM）

2021年7月

成都

表面工程企业环保问题解决方
案研讨会（汽车行业有色金属
2021年7月
及其成型模具表面防护技术交
流会）

上海

电镀技术培训与工程师资格认
2021年7月
证

武汉

大湾区焊接技术论坛

2021年7月

广州

工业设计论坛

2021年7月

广州

2021中国制造自动化技术学会
2021年7月中下旬或8月 江西
研讨会

2021全国高效绿色零件近净轧
2021年7-8月
制成形新技术论坛

待定

连续输送机械设计暑期培训

2021年7-8月

太原

材料分会结构钢学术交流会

2021年7月-8月

承德

龚嶷（材料类，复旦大学）
gongyi@fudan.edu.cn
021-65642391
有移亮（机械类，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yyl@buaa.edu.cn
010-82317108
张青松（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
zhangqingsong@riamb.ac.cn
010-82285333
张青松（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
zhangqingsong@riamb.ac.cn
010-82285333
崔海龙（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
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office@ijem.org.cn
13890168134,028-65726627
段金弟（表面工程分会）
djd430030@sina.com
027-83614523
段金弟（表面工程分会）
djd430030@sina.com
027-83614523
刘奕华（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
gdmes@163.com
020-38732721
刘奕华（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
gdmes@163.com
020-38732721
魁建平（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
究所有限公司）
kuijp@riamb.ac.cn
010-82285785、13661204969
王宝雨，钱东升（北京科技大
学）
bywang@ustb.edu.cn
13511007379
周利东（太原科技大学）
58616994@qq.com
13223518785
冯毅、马鸣图（中国汽车工程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fengyi@caeri.com.cn,mingtuma@
126.com
18202379265,13808354501

现代气动技术学术论坛

2021年7月-10月

线上

张青松（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
zhangqingsong@riamb.ac.cn
010-82285333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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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20-22日
研讨会
2021年全国堆焊再制造技术学
2021年8月
术会议
高性能精确成形制造青年学者
2021年8月
论坛
冲压论坛学术会议

2021年8月

第7届中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
2021年8月
创新创业大赛
第14届中国热处理活动周

2021年8月

第十五届全国摩擦学大会

2021年8月

2021年全国青年摩擦学学术会
2021年8月
议

2021油液监测技术研讨会

2021年8月

起重机结构专业学术年会及
MIDAS有限元分析软件应用研 2021年8月
讨会
第八届全国材料物理模拟及数
2021年8月
值模拟学术会议
第八届材料与结构强度青年工
作论坛暨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材 2021年8月
料分会青年工作年会
2021年全国失效分析培训班

2021年8月

热处理及失效分析培训班

2021年8月

第六届全国水液压技术研讨会 2021年8月

周林（塑性工程分会）
zz_lin@163.com
13811919643
赵军军（山东京泰机械装备再制
造有限公司）
青岛
Zhaojunjun0182@sina.com
13651188220
高鹏飞（燕山大学）
秦皇岛
gaopengfei@nwpu.edu.cn
张鹏（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威海
zhangpeng@hitwh.edu.cn
13656315317
韩冲（热处理分会）
待定
hanchong@chts.org.cn
15611919886
张明皓（热处理分会）
待定
zhangminghao@chts.org.cn
15116917601
王道爱（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
理研究所）
兰州
wangda@licp.cas.cn
18561381332
王道爱（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
理研究所）
兰州
wangda@licp.cas.cn
18561381332
盛晨兴（武汉理工大学）
成都
scx@whut,edu.cn
18672988909
余震（武汉科技大学）
河南长垣市 475287122@qq.com
15327337823
曾建民（广西大学）
兰州
zjmg2004@163.com
13737144044
赵军华（江南大学）
无锡
junhua.zhao@163.com
18206177312
有移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yyl@buaa.edu.cn
010-82317108
吕东显（中国热处理行业协会）
待定
Chta@chta.org.cn
13693356546
张青松（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
太原
zhangqingsong@riamb.ac.cn
010-82285333
天津

工业大数据系列学术研讨会

智能涂层专题会议

广东省制造业信息化发展论坛
第六届中国大学生起重机创意
大赛
2021年（第三十四届）全国机
械行业可靠性技术学术交流会
2021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
创意大赛—“明石杯”第二届
微纳传感技术与智能应用大赛
微纳制造技术分会学术论坛暨
第二届三次委员会议

硬钎料设计原理研讨会

第十届锻压装备与制造技术论
坛暨第十二届锻压设备学术交
流研讨会

秦威（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
工程学院）
2021年8月
上海
qinwei630@sjtu.edu.cn
13472790428
段金弟（表面工程分会）
2021年8月
哈尔滨
djd430030@sina.com
027-83614523
刘奕华（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
2021年8月
广州
gdmes@163.com
020-38732721
纪 凯（物流工程分会）
2021年8月下旬
武汉
clei_info@163.com
010-64002961
宋耘（可靠性工程分会）
2021年8月中下旬
浙江
Machine_reliab@sohu.com
010-88301552
赵立波、林启敬（西安交通大
学）
2021年8月中下旬
烟台
mnems@mail.xjtu.edu.cn
029-82663008
赵立波、林启敬（西安交通大
学）
2021年8月中下旬
烟台
mnems@mail.xjtu.edu.cn
029-82663008
叶雷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
2021年8-9月
宁波
院）
yeleibiam@163.com
13810661546
徐刚（济南铸锻所检验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
2021年8-10月（待定） 威海或贵阳
dysbwyh@163.com
0531-87979298

9月
高端装备制造技术创新学术论
2021年9月7日
坛

武汉

2021第七届智能制造国际（武
2021年9月9-10日
汉）论坛

武汉

焊接力学及结构设计及制造学
2021年9月
术研讨会

杭州

第15期材料热处理高级研修班 2021年9月

北京

第九届全国失效分析学术会议 2021年9月

待定

第十届全国压力容器学术会议 2021年9月

杭州

陈万诚（湖北省机械工程学会）
3263734980@qq.com
18995554148
陈万诚（湖北省机械工程学会）
3263734980@qq.com
18995554148
赵雷（天津大学）
zhaolei85@tju.edu.cn
13920873508
韩冲（热处理分会）
hanchong@chts.org.cn
15611919886
梅坛（上海材料研究所）
tmei@ptcai.org
13774287925
朱金花（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
限公司）
cmes-cpvi@126.com

第九届全国失效分析学术会议 2021年9月

待定

智能气动与运载火箭地面供气
2021年9月
技术研讨会

北京

2021流控分会青年工作年会

2021年9月

江苏

首届国际游乐机械学术论坛

2021年9月

郑州

2021年9月

西安

2021年9月

西安

2021年9月-10月

乐清
新昌
萧山
滨江等

增材制造技术分会2021年年

会
2021中国（西安）国际3D

打印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工业大数据”浙江地方行

物流工程分会（起重机械专
业）学术论坛

2021年9月或10月

安徽淮南

第八届钛合金结构成形及焊接
技术交流会暨第十三届超塑性 2021年9-10月
学术研讨会
第五届智能制造论坛

2021年9-10月

待定

2021中国（漯河）食品机械产
2021年9-12月
业技术发展大会

漯河

刘宇希（理化检验分会）
yxliu@sct.org.cn
021-65556775-310
骆红云（失效分析分会）
shixiaofenxi@cmes.org
010-82339905
张青松（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
zhangqingsong@riamb.ac.cn
010-82285333
张青松（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
zhangqingsong@riamb.ac.cn
010-82285333
刘然（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
院）
liuranhbu@163.com
18132267790
连芩（增材制造技术分会）
lqiamt@mail.xjtu.edu.cn
029-83395187
连芩（增材制造技术分会）
lqiamt@mail.xjtu.edu.cn
029-83395187
彭涛（淅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tao_peng@zju.edu.cn
18768174506
文豪（太原科技大学）
noveldavid@163.com
13603551042
杜立华（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
院）
quietness2007@126.com
010-85701416
贺春红（江苏省机械工程学会）
1205435878@qq.com
13851614546
李剑（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
541817@qq.com
13838188257

10月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
系统展览会

2021年10月26-29日

上海

2021第二十六届工业工程与工
程管理国际学术会议(IE&EM 2021年10月15-17日
2021)

西安

第25次全国焊接学术会议

2021年10月

北京

2021年塑性理论论坛学术会议 2021年10月

上海

窦润亮（天津大学）
drl@tju.edu.cn
18622118008
黄彩艳（焊接分会）
cws8322012@126.com
0451-86322012
陈军（上海交通大学）、邓磊
（华中科技大学）
jun_chen@sjtu.edu.cn，
denglei@hust.edu.cn
13916703288，18986129193

第12届亚洲微纳米成形技术研
2021年10月
讨会

上海

高速率成形论坛学术会议

2021年10月

长沙

加热学术研讨会

2021年10月

待定

高性能传动与智能装备专业学
2021年10月
术年会

重庆

第十六届中日超精密加工国际
2021年10月
会议(16th-CJUMP)

济南

生产工程分会（精密装配领
2021年10月
域）第五次会议暨学术研讨会

大连

国际制造工程会议
2021年10月
（IMCC2021）测试技术分会场

西安

2021年全国先进生产系统理论
2021年10月
与应用研讨会

西安

真空高压气淬低压渗碳研讨会 2021年10月

苏州

第3期激光热处理及增材制造
2021年10月
培训班

杭州

无损检测分会磁粉渗透专业大
2021年10月
会

上海

无损检测分会状态监测专业大
2021年10月
会

上海

中部地区摩擦学学术论坛

2021年10月

湖北

2021年摩擦耐磨减摩材料与技
2021年10月
术学术会议

长沙

第18届中国CAE工程分析技术
2021年10月
年会暨第3届数字仿真论坛

浙江德清

连续输送技术专业研讨会

待定

2021年10月

徐杰（哈尔滨工业大学）
xjhit@hit.edu.cn
18686838886
崔俊佳（湖南大学）
cuijunjia@hnu.edu.cn
18670737345
曹田力（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公
司）
gylzz@163.com
022-23005853
陈小安
xachen@cqu.edu.cn
13608306107
陈善勇
shanyongchen@tom.com
13787126664
金鑫
goldking@bit.edu.cn
13671287342
裘祖荣
qzr@tju.edu.cn
18602276030
唐敦兵
d.tang@nuaa.edu.cn
13776639985
张明皓（热处理分会）
zhangminghao@chts.org.cn
15116917601
张明皓（热处理分会）
zhangminghao@chts.org.cn
15116917601
李秀芬
xiufen_li@163.com
13519158735
胡斌
Hubin@csei.org.cn
13910102891
白秀琴（武汉理工大学）
xqbai@whut.edu.cn
13871203123
姚萍屏（中南大学）
ppyao@csu.edu.cn
13974870567
魁建平（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
究所有限公司）
kuijp@riamb.ac.cn
010-82285785、13661204969
周利东（太原科技大学）
58616994@qq.com
13223518785

2021国际结构完整性学术研讨
2021年10月
会

杭州

全国第21届残余应力学术会议 2021年10月

绵阳

国际摩擦学研讨会

莱州

2021年10月

滑动轴承失效分析与预防专业
2021年10月
组秋季会员大会

井冈山

IMCC2021-极端制造第二届青
2021年10月
年科学家论坛

西安

第一届全国陶瓷增材制造创新
2021年10月
论坛

深圳

第二届增材制造与创新设计论
2021年10月
坛

广州

第8届表面工程国际会议

2021年10月

青岛

智能制造与转型发展学术论坛 2021年10月

太原

工业机器人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2021年10月

武汉

第十三届中部地区摩擦学论坛 2021年10月

湖北恩施

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环境装备
2021年10月
分会学术年会

广州

2021年海南机械科技学术论坛 2021年10月

海口市

物流工程分会年会

上海

2021年10月底

第21届全国残余应力学术会议
2021年10月中旬
暨国际残余应力研讨会

绵阳

高增梁，温建锋（浙江工业大学
、
华东理工大学）
zlgao@zjut.edu.cn,jfwen@ecust
.edu.cn
0571-88320763,021-64251623
姜传海（上海交通大学）
chjiang@sjtu.edu.cn
13391307839
赵延刚（烟台大丰轴瓦有限责任
公司）
chinazhouwa@126.com
15166822515
赵延刚（烟台大丰轴瓦有限责任
公司）
chinazhouwa@126.com
15166822515
崔海龙（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
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office@ijem.org.cn
13890168134,028-65726627
连芩（增材制造技术分会）
lqiamt@mail.xjtu.edu.cn
029-83395187
连芩（增材制造技术分会）
lqiamt@mail.xjtu.edu.cn
029-83395187
段金弟（表面工程分会）
djd430030@sina.com
027-83614523
刘春林（山西省机械工程学会）
jxglkf@126.com
13303435091
陈万诚（湖北省机械工程学会）
3263734980@qq.com
18995554148
白秀琴（武汉理工大学）
xqbai@whut.edu.cn
13871203123
刘奕华（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
gdmes@163.com
020-38732721
梁爽爽（海南省机械工程学会）
hnjxxh@163.com
18689736251
纪 凯（物流工程分会）
clei_info@163.com
13701391277
姜传海（上海交通大学）
chjiang@sjtu.edu.cn
13391307839

国际制造工程会议
（IMCC2021）

2021年10月中下旬

第19届全国特种加工学术会议 2021年10月底11月初

西安

杭州

第二届兰亭国际院士大会、第 2021年10月下旬或11月
镇江
五届先进材料国际会议
上旬

安博（生产工程分会）
13811738808@126.com
13811738808
徐均良（特种加工分会）
cmesdjg@163.com
0512-68321541
李松军、袁新华、朱脉勇（江苏
大学）
Lsjchem@ujs.edu.cn
15052990380

11月
首届中国机械工程大会

2021年11月

待定

2021年智能运维与故障诊断专
2021年11月19-21日
家论坛

广州

2021中国铸造活动周

2021年11月

待定

2021国际智能化焊接制造研讨
2021年11月
会

上海

第11期热处理质量控制体系及
2021年11月
生产环保要求与安全培训班

待定

第九届中国企业润滑管理高峰
2021年11月
论坛

广州

智能供应链的创新与实践

2021年11月

上海

管道物料输送专业会议

2021年11月

浙江诸暨

第十四届全国高温材料及强度
2021年11月
学术会议

珠海

2021年液压委员会议及学术论
2021年11月
坛

徐州

极端制造分会第二届学术年会
2021年11月
暨第三届极端制造高端论坛

北京

栾大凯，
luandk@cmes.org,13401022489
肖颖（设备与维修工程分会）
Sbwx08@163.com
010-64019685
王云霞（铸造分会）
wangyunxia@foundrynations.com
024-25852311-307
陈华斌（上海交通大学）
hbchen@sjtu.edu.cn
13918704029
韩冲（热处理分会）
hanchong@chts.org.cn
15611919886
贺石中（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hsz@gmeri.com
13503008119
宋海萍（上海天睿物流咨询有限
公司）
Halen@logiwis.com
13817677158
李学奎、焦翠萍（软控股份有限
公司）
lixk@mesnac.com、
jiaocp@mesnac.com
18678953399、18553207523
马显锋，赖焕生（中山大学）
maxf6@mail.sysu.edu.cn,laihsh
@mail.sysu.edu.cn
13688895796,18250166287
温建锋（华东理工大学）
jfwen@ecust.edu.cn
021-64251623
张青松（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
zhangqingsong@riamb.ac.cn
010-82285333
崔海龙（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
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office@ijem.org.cn
13890168134,028-65726627

工业大数据与智能系统分会学
术年会暨第四届大数据驱动的 2021年11月
智能制造学术会议

广州

冷喷涂技术及应用专题会

2021年11月

苏州

2021年压力容器论坛

2021年11月

广州

2021年包装与食品工程、农产
2020年11月中旬
品加工学术年会

待定

中国宁波新材料与产业化国际
2020年11月
论坛

宁波

庄源琳（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
与工程学院）
164525566@qq.com
18771081785
段金弟（表面工程分会）
djd430030@sina.com
027-83614523
刘奕华（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
gdmes@163.com
020-38732721
赵丹（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
bnx@caams.org.cn
15210963406

12月
第六届4D打印技术论坛

2021年12月

武汉

第三届广东省暨粤港澳大湾区
2021年12月
工业工程创新大赛

广州

连芩（增材制造技术分会）
lqiamt@mail.xjtu.edu.cn
029-83395187
刘奕华（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
gdmes@163.com
020-38732721

时间待定
特种加工教材教学研讨会

2021年10月8月下旬

哈尔滨

2021年全国喷丸技术培训班

2021年上半年

上海

残余应力培训班

2021年下半年

上海

第一届全国数字化转型产学研
2021年第二季度
大会

临港新片
区

第九届先进制造业大会

待定

2021年第三季度

第三届全国“新特杯”数字化
2021年全国科普日
创新设计大赛

临港新片
区

2021工业机器人推广与应用培
待定
训

云南

液压元件及系统创新设计大赛 待定

秦皇岛

电镀技术培训与工程师资格认
待定
证

广州

防锈、腐蚀与防护技术培训与
待定
工程师资格认证

广州

白基成（哈尔滨工业大学）
jichengbai@hit.edu.cn
18103661699
姜传海（上海交通大学）
chjiang@sjtu.edu.cn
13391307839
姜传海（上海交通大学）
chjiang@sjtu.edu.cn
13391307839
王镒杰（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
yjwang@shmes.org.cn
15601829888
王镒杰（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
yjwang@shmes.org.cn
15601829888
王镒杰（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
yjwang@shmes.org.cn
15601829888
杨丽敏（云南省机械工程学会）
ynjxxh@aliyun.com
0871-65335474
张青松（流体传动与控制分会）
zhangqingsong@riamb.ac.cn
010-82285333
段金弟（表面工程分会）
djd430030@sina.com
027-83614523
段金弟（表面工程分会）
djd430030@sina.com
027-83614523

广东省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
体成立暨智能制造广东（国 待定
际）论坛

广州

刘奕华（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
gdmes@163.com
020-38732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