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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6-17日，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世界铸

造组织压铸委员会及世界铸造组织非铁合金委员会主

办，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铸造行业生产力促

进中心、高端装备轻合金铸造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沈阳工业大学联合承办的为期两天的“第十五届中国

国际压铸会议”“第6届中国有色合金及特种铸造技术

研讨会”在上海成功举办。

在7月16日上午举行的会议欢迎仪式上，世界铸造组

织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理事长、机械科学研究总

院集团副总经理娄延春先生致欢迎辞，对与会嘉宾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所有会议合作单位表示衷心感

谢。

他表示：近年来，随着全球铸造业的发展进程，特别

是中国铸造行业转型升级发展进程的持续展开与不

断深入，在铸造行业节能减排、轻量化发展的大背景

下，整个压铸及有色铸造业已经进入稳步、高质量发

展的快车道，数字化发展与智能化制造已经成为行业

发展的大趋势。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

制造业带来了实质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我们更应当

看到中国抗疫所取得的成果以及长期发展的潜力与前

景给中国压铸及有色铸造行业和企业所带来的巨大发

展机遇。不论外界风云如何变化，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携手面对未来。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秘书长苏仕方先生主持会

议开幕式，他首先介绍了出席开幕式的嘉宾，并代表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第6届中国有
色合金及特种铸造技术研讨会在上海成功
举办

娄延春理事长致辞 苏仕方秘书长主持会议开幕式

2020-2021 重点活动计划

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于1998年

经科技部批准成立，为全国铸造行

业提供系统性行业服务工作，旨在

推动我国铸造行业发展与技术进

步。业务涵盖期刊出版、行业会议

与展览、国际交流与合作、表彰奖

励、人才培养、资格认定、咨询服

务、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等

诸多方面。

刊物
表彰奖励
● 第十届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铸造终身成就奖”评选

● 第十届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铸造杰出贡献奖”评选

● 2020年“圣泉杯”全国铸造行业优秀青年人才奖评选

● 第二十二届（2019年度）“福士科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专业优秀

　 论文评选

● “兴业杯”第二届全国杰出铸造工程师评选

● 压铸行业创新技术评选

● 全国铸造行业创新技术与产品评选

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www.foundrynations.com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    2021 年

第 7 届中国有色合金及特种铸造技术研讨会    2021 年

第十四届全国铸造年会暨2020中国铸造活动周
2020年11月8-11日｜安徽合肥

学术会议

教育培训

● 材料成形与改进（铸造）工程师职业水平培训及认定

●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永冠杯”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铸造

　 工艺设计大赛

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54)

www.sactc54.cn

www.foundryworld.com
铸造杂志社

铸造标准宣贯
第十三届中国铸造质量标准论坛 

竞赛
“圣泉杯”第七届全国铸造行业摄影
大赛

产学研

2020全国铸造行业协同发展青年论坛 2020年8月、10月

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金属工业展览会

2020年12月17-19日
泰国 曼谷国际贸易及展览中心(BITEC)


2020

2021年7月7-9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
2021 上海国际有色铸造展

CHINA NONFERROUS 2021

展览展示

2021年7月7-9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
第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压 铸 展

CHINA DIECASTING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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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主、承办单位对为会议作精彩报告的各位报告

人和会议主持人表示衷心感谢，对各协办单位和支持

单位表示感谢。

开幕式结束后，随即进入会议报告环节。在两天的会

议中，共有26位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知

名企业代表带来压铸及有色铸造领域的精彩报告，聚

焦数字化应用、智能化制造、新材料开发及应用等热

点话题，分享了他们的研究和应用成果。

本次会议以“有色压铸技术的创新发展与实践应用”

为主题，聚焦压铸及有色行业全产业链，邀请福特、

东风、通用等汽车主机厂，以及广州鸿图、大连亚

明、爱柯迪等知名压铸生产企业，清华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沈阳工业大学等知名学府，共探数字化应

用、智能化制造、新材料开发及应用等热点话题。两

天的精彩报告吸引了诸多行业专业人士参会，精彩的

报告内容，主持人的专业主持和点评，提问环节中参

会代表与报告人积极互动使得本次会议效果获得了演

讲嘉宾和听会代表的充分肯定，并表示十分期待明年

会议的举办。

汽车结构件高压铸造铝合金材
料发展趋势

熊守美 教授/清华大学

钛基复合材料摩擦磨损行为及
机制研究

袁晓光 副校长/沈阳工业大学

数字化模拟在铸造厂车间规划
及成本核算中的应用

王致坚 全球铸造专家/福特汽
车工程研究（南京）有限公司

液态金属之市场机遇

李扬德 董事长/东莞宜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液态金属之市场机遇

高宽 东莞市逸昊金属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压铸业质量管理体系解读

刘燕华 技术中心主任/济南慧
成铸造有限公司

数字化工厂的实践与未来

何盛华 副总经理/爱柯迪股份
有限公司

新一代铸造铝合金的研发和产
业化

王建锋 执行院长/通用汽车中
国科学研究院

会议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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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铸造模拟软件优化阀盖工
艺设计，提高产品良率

余 永 吉  总 经 理 / 帕 盛 博 （ 苏
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更高效的新型真空排气阀

邹智厚 总经理/方达瑞中国，
无锡福沃科技有限公司

大型复杂镁铝合金砂型铸造及
凝固过程精确控制

张伦勇 副教授/哈尔滨工业大
学

汽车压铸件及模具智能制造新
模式经验分享

方建儒 总经理/大连亚明汽车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轻量化：压铸行业的机遇
与挑战

王泽忠 主任工程师/东风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铝合金高压压铸模具典型早期
失效案例的分析与对策

李实 总经理/上海博优模具材
料有限公司

广东鸿图在智能制造的应用研
究

闫锋 总监/广东鸿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基于模拟软件优化下的白车身
前扭转盒开发

刘琪明 高级应用经理/迈格码
（苏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一体化压铸平台

卢宏远 压铸事业部总顾问/布
勒（中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模具行业如何走技术创新
之路

张小岩 秘书长/宁波市模具行
业协会

压铸件的产品设计趋势和协同
开发技术

朱 文 平  主 任 专 家 / 伊 顿 （ 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

铝合金压铸件质量“过程控制
标准”的探讨

常移迁 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压铸、机加行业数字化工厂全
方位解决方案

Su Y. Lim 项目经理/阿尔克森
（苏州）铸造技术有限公司

高压压铸智能集成生产系统

韩刚 副总经理/伊之密机器人
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先进冷却技术可助力铝铸件高
效、可追溯生产

张洪渠 经理/宝帝流体控制系
统（上海）有限公司

脱模剂应用技术的研发进展

村上贡一郎 副总经理/无锡德
松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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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的会议分别由清华大学熊守美教授、沈阳工业大

学袁晓光教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苏仕方秘

书长、迈格码（苏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应用经

理刘琪明先生主持，主

持人代表会议主承办单

位分别向每位报告人赠

送了报告纪念证书。

7月17日，随着最后一名

专家的报告演讲完毕，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压

铸会议&第6届中国有色

合金及特种铸造技术研

讨会”圆满落幕，本次

会议的成功举办得到了

布勒（中国）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帕盛博（苏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阿尔

克森（苏州）铸造技术有限公司的积极参与和赞助支

持，特在此鸣谢。

智能工厂之压铸周边工业自动化
设备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应用

杜旺旺 机械设计工程师/上海普
莱克斯自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浸渗液可循环回收技术及其应
用

魏勇 高级营业经理/宝密浸渗
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压铸模拟仿
真平台-智铸超云

张伟 产品总监/北京适创科技
有限公司

会议代表提问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