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热处理学会成立50 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九届中国热处理活动周报到通知

1963 年，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至今已经整整 50年。“风雨同舟 50 载，科技创新
促未来”。50年来，热处理学会秉承“团结广大的热处理科技工作者，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围
绕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目标，努力提高学术水平，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热处理科技事业，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宗旨，发扬“团结、求实、奋进、奉献”的光荣传统，团结和联系全国热处理科学技术工作
者，打造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促进热处理科技人才的培养，为热处理行业的发展努力工作。

在学会 50周年华诞之际，为进一步弘扬热处理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强化热处理科技工作者的荣誉感、责任
感和使命感，提升行业的影响力，增强凝聚力和行业品牌影响力，热处理学会定于 2013 年 8 月 21-24 日举行学
会成立 50周年纪念大会。届时将邀请有关领导、专家院士出席纪念大会并做报告。热处理学会将倾力打造一场
“隆重、热烈、简朴、周到”的学术庆典，期待您的参与！

第九届中国热处理活动周同期举行。

一、主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

二、支持单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程与材料学部

国际热处理与表面工程联合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北京机电研究所

三、庆典合作伙伴（庆典合作伙伴和同贺单位，持续征集中）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爱协林热处理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广东世创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瑞士 SOLO工业炉集团
好富顿（上海）工业介质有限公司

易普森（上海）工业炉有限公司

上海汇森工业炉有限公司

杭州金舟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立精细化工公司

北京华海中谊工业炉有限公司

同贺单位（详见网站）：《材料热处理学报》编辑部、《金属热处理》杂志社、上海市机械制造

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中国热处理行业协会、东风汽车

有限公司工艺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材料研究院、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四、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全国热处理学会理事长 赵振业院士

大会指导委员会 ：

周 济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长

陆燕荪 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中国机械
热 处 理 分 会

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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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森第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

张彦敏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徐祖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崔 崑 全国热处理学会荣誉理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涂铭旌 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教授

徐滨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

潘健生 全国热处理学会荣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周 玉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孙大涌 全国热处理学会荣誉理事长、中国科协副主席

樊东黎 全国热处理学会荣誉理事长、北京机电研究所总工程师

李 健 全国热处理学会荣誉理事长、中国产学研促进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原党委书记

李新亚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院长

王国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授

徐可为 国际热处理与表面工程联合会主席、西安文理学院院长

徐可强 北京机电研究所所长

大会学术委员会

主 任：赵振业

副主任：闫牧夫 许并社 杨贤金 张伟民

委 员：董 闯 凌国平 刘 平 刘耀中 刘正东 孟冲云 任瑞铭 唐 电

王华明 文九巴 吴玉程 夏 原 周根树 朱蕴策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任：徐跃明

副主任：叶 俭 李儒冠 朱文明

委 员：陈春怀 董小虹 杜振民 郭冰峰 韩志根 刘晔东 罗德福 吕东显

邵周俊 水 洪 宋宝敬 孙一凡 佟晓辉 童洪辉 向建华 杨鸿飞

曾爱群 张冠军

五、时间地点

2013年 8月 21-24日，北京 西郊宾馆

六、日程安排

8月 21日：全天会议注册；21日下午：热处理学会九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暨学会成立 50周年

座谈会；21日晚：ALD 真空技术有限公司技术讲座

8月 22日：大会报告，庆典晚宴（颁奖）

8月 23日：论坛特邀报告：热处理技术发展与产业化论坛；先进材料研究与人才培养论坛；

青年技术创新与创业理念论坛

8月 24日：参观考察

七、大会特邀报告（8月 22 日）

赵振业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热处理与表面工程技术发展路线图

潘健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高性能化智能制造刍议

周 玉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工程院士

——陶瓷材料的热处理

朱森第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特别顾问

李 健 中国产学研促进会副会长

——我国产学研合作的发展

王华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高性能大型构件增材制造及热处理研究进展

工信部装备司领导

樊东黎 全国热处理学会荣誉理事长

——五十而知天命——贺全国热处理学会成立 50周年

八、专题论坛特邀报告（8月 23日，大会报告持续征集中）
（1）热处理技术发展与产业化论坛

朱文明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热处理装备及产业化发展战略探讨

孙一凡 爱协林热处理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

——爱协林在中国

赖重颖 好富顿公司 亚太地区总经理/博士
——淬火介质的过去与未来

梁晓辉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底装料立式多用炉生产线在石油机械热处理中的工艺开发与应用

刘晔东 易普森（上海）工业炉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热处理设备节能减排新技术
刘耀中 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 研究员

——高碳铬轴承钢零件热处理技术发展与展望

王广生 航空材料研究院 研究员

——航空工业热处理现状与展望

张冠军 中国石油管工程研究院 院长

——我国石油管材及装备热处理技术与发展对策

孟冲云 兵器标准化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兵器工业热处理技术发展概述

朱蕴策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工艺研究所 研究员

——汽车工业发展与热处理

（2）先进材料研究与人才培养论坛

Scott 好富顿公司 技术总裁/博士
——聚合物淬火介质应用动态和技术前沿

许并社 太原理工大学 副校长/教授
——光电材料及其器件的界面研究

薛文斌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液相等离子体电解渗技术研究进展

王福贞 北京联合大学 教授

——等离子体技术与热处理

程晓农 江苏大学 副校长/教授
——中国热处理专业人才教育培养的现状与进展

冯尚申 台州学院 院长/教授
——多方协同，提高地方高校应用型工程人才培养质量

高仰之 北京莫泊特离子热处理有限公司 研究员

——离子渗氮热处理技术及设备发展历程与展望

（3）青年技术创新与创业理念论坛

凌国平 浙江大学 教授

——离子液体沉积及其应用

朱瑞富 山东大学 教授

——创新原理与应用探讨



郑雁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材料科学一处(金属材料) 项目主任/教授

王玉金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授

高玉魁 同济大学 教授

九、表彰奖励（8月 22 日晚）

为弘扬“团结、奋进、求实、奉献”的光荣传统，表彰先进，鼓励创新。在学会成立 50周年

庆典晚会上颁发“热处理学会科技创新奖”等周志宏系列奖，还将颁发“热处理学会终身成就奖”、

“热处理学会杰出贡献奖”、“热处理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贡献奖”、“热处理学会特别贡献奖”、

同时还颁发“首期高级材料热处理工程师”证书。

十、展览展示

为充分彰显热处理工作者的风貌和科研成就，大会组委会将展出 50年来学会和行业发展的重

大活动图片，相关企业将展出科研成果和新技术新产品。

十一、出版纪念邮册和纪念文集

会前将出版纪念邮册和纪念（论）文集，征文截止日期延至 2013年 7月 21日。

十二、会议注册

（1）大会报到和注册（8月 21日上午，理事报到，下午会议代表报到）

（2）报到时间：现场注册费：1800元／人；

7月31日前注册：理事、作者、会员：1400元/人，非会员：1600元，学生（凭学生证）：1200元/人。

（3）汇款方式：银行汇款：户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开户行：北京工商银行东升路支行；

帐号：0200006209014463944

邮政汇款：100083 北京市 907信箱 全国热处理学会；收款人：荆秀华；

（4）电话/传真：010-82755375；电子信箱：chts50th@chts.org.cn；jingxiuhua@chts.org.cn。

（5）报到地点：西郊宾馆 5号楼大堂，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8号；前台电话：010-62322288；

网址：http://www.xijiao-hotel.com.cn。

（6）住宿标准：西郊宾馆 2、3号楼经济单人间 358元/天间，4号楼豪华商务标准间 498元/天间，

5号楼商务标准间 468元/天间，9号楼行政豪华间 688元/天间。会议统一安排食

宿，费用自理。需预定住宿的参会代表务必在 7月 31日前将注册表提交至会务组。

（7）交通路线：首都机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出站后均可乘坐轨道交通，换乘至地铁

13号线五道口站东北口出站，沿王庄路向北步行约 10分钟即可到达。

十三、大会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100083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18号 705、706室 全国热处理学会

联系人：邵周俊，吕东显，高 直，韩 冲，荆秀华。

电 话：010-82415073，82415081，82755375（含传真），62920613（含传真）。

电子信箱：chts50th@chts.org.cn；chts@chts.org.cn 网址：www.chts.org.cn。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

2013 年 6 月 13 日

热处理学会 50 周年纪念大会参会回执表

7月 31日前注册 □理事、作者、会员（1400 元） □ 非会员（1600 元） □ 学生（1200 元）

姓 名 性 别 手 机

单位名称 职务/职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子邮箱 电话/传真

客房预定 □需要预定 □无需预订 预计到达时间 8 月 日 □上午 □下午 □晚上

1.请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前，将本表传至会务组（高直、韩冲 收），缴费注册。

电话/传真：010-62920613（含传真）；010-82755375（含传真）; 邮 箱：chts50th@chts.org.cn

2.会员或学生身份注册提交回执表时，请附会员证或学生证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