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制造技术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 国 航 空 学 会 制 造 工 程 分 会 

 

关于举办 2021航空航天增材制造技术 

创新发展论坛的通知 (第三轮) 

 

各有关单位： 

航空航天制造业作为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一直代表着世界各国

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是一个国家制造业实力和国防工业现代化水平的

综合体现。增材制造在轻量化高性能材料及结构一体化成形领域取得

的显著效益，使其已发展成为提升航空航天设计与制造能力的一项关

键核心技术。 

近年来，增材制造技术已成为国内相关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

的研究热点之一，为促进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及其在航空航天领域

的应用，搭建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平台，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拟于 2021年 6月举办航空航天增材制造技术创新发展

论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内容及报告专家 

专家 简介 

 

史玉升 

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学者领军岗特聘教授，武汉华科三维

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和副院长、材料成形与模

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现任国家发改委数字化材料加工技术与装

备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湖北）主任，中央军委科技委国防科技创新特

区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全国增材制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用材料工作

组副主任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增材制造工艺技术中心专家委

员会主任、湖北省 3D 打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中国机械工程学

会增材制造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增材制造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

省先进成形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快速原型制造技术生产力

促进中心（湖北）主任等职务。 

长期从事新材料及其成形技术研究，尤其是在 3D 打印的材料、装备、工艺

及应用方面进行了长期系统和开创性研究，在国内外公开发表 SCI论文 300

多篇，国内外主题或特邀报告 20 多次，获发明专利 200 余项，主编出版专

著教材 10 余部，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02 和 04 科技重大专项、863 计划、两机专项等科研项目 40 余

项。获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1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2 项、省部级一等奖 7 项、省部级二等奖 5 项、国际发明专利奖 2

项。获中国发明创业奖特等奖暨当代发明家、中国科学十大杰出创新人物、

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武汉市科技重大贡献个人奖、湖北省五一

劳动奖章等称号。 

报告题目：增材制造：从 3D 打印走向 4D 打印 

 

巩水利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副总工程师，武器装备新结构的激光束、

电子束、等离子束的新加工方法及关键工艺装备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博士



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际焊接学会航空分委会主席，航空工

业特种加工技术首席专家，国家 04 专项总体组成员，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

授，中国焊接学会常务理事、高能束流和特种焊接委员会主任，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常务理事、增材制造分委会副主任。2013 年获英国 TWI 焊接研究

所颁发的布鲁克奖，是继关桥院士之后全球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华人，以表彰

他在高能束流焊接特别是激光焊接科学技术方面的杰出贡献。该奖是由英

国焊接研究所设立评审的年度奖项，每年从来自 120 多个国家的 4000 余

会员单位中推荐提名，最终将该奖授予一位专家，以表彰其在焊接或连接科

学技术与工业应用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国际专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负责人、首席科学家，先后承担了“国防 973”项目、国家重大专项、国防

科工局及总装预研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武器装备重点基金项目、重大武器公关项目等 30 余项，在轻质合金高能束

流焊接机理、力学特性、自动化控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激光

深熔焊接熔池与小孔行为、小孔稳定性与质量相关性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

果，建成了高能束流深熔焊时焊接质量实时监测系统，阐明了高能束流焊接

活性剂与小孔熔池液体金属的相互作用机制，研制开发出适用于钛合金、高

强钢焊接的活性剂，并在我国首次将激光焊接技术应用于飞机结构制造。获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9 项，其中发明一等奖 1 项，技术进步一等奖 4 项。获

授权发明专利 80 余项，发表论文 170 余篇，出版专著及合著 4 部。 

报告题目： 航空航天增材制造技术现状与未来发展 

 

林峰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长聘教授，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增材制造技术

分会副主任委员、特种加工分会常务理事、生物制造分会常务委员等；科技



部十三五“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重点研发计划总体专家组副组长。研究方

向为增材制造、生物三维打印、重型液压机、预应力钢丝缠绕技术等。2001

年，关于快速成形技术原理的论文获英国 MCB University Press 的

LiteratiClub 年度快速原型领域“高度表彰奖（Highly Commended 

Award）”；2002 年，参与完成的《多功能快速成形制造系统 M-RPMS》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近年来，在电子束粉末床熔融增材制造的装

备开发、多尺度计算模拟、电子束-激光复合增材制造技术等方面，做出了

多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报告题目：面向航空航天的电子束粉末床熔融增材制造技术研究 

 

王福德 

博士、研究员、航天一院 211 厂总工艺研究师，主要从事金属材料增材制

造研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增材制造工艺技术带头人。发表学术论文 50 多

篇。2003-2008 年，英国伯明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冶金系交叉学科研究中心（IRC）Research Fellow，从事激光增材制造技

术在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中的应用研究。 2009-2013 年，英国克兰菲尔

德大学（Cranfield University）焊接工程与激光加工研究中心 Academic 

Senior Research Fellow、博士生导师、洛克希德·马丁（英国）电弧熔丝增

材制造技术顾问，从事电弧熔丝增材制造技术在飞机大型钛合金结构件制

造中的应用研究。2014-2015 年，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2016-现在，航天一院 211，主要研究方向，金属材料增

材制造技术在航天零部件制造中的应用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

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报告题目：航天金属材料增材制造技术 



刘书田 博士，领军教授。现任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和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

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力学学科点负责人、飞行器轻质结构研究所所

长。从事面向增材制造的创新设计、超材料与特定性能材料设计、结构与多

学科优化、超轻材料与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获批

发明专利 27 项。 

报告题目：面向增材制造的结构拓扑优化设计 

 

陈玮 

博士，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增材制造技

术一级专家，长期从事钛合金材料学与增材制造技术研究，主持 973 子课

题、装备预研基金、型号攻关等项目，发表论文 40 余篇，出版英文专著章

节 1 篇，授权专利 5 项，曾获 2012 年度美国 R&D 100 发明奖、航空工业

集团科学技术一等奖，现任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稀有金属材料专委会委员，

《真空》编委，《材料工程》《航空材料技术》《航空科学技术》青年编委。 

报告题目：增材制造钛合金组织性能各向异性研究 

 

吴斌 

研究员，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 所）结构部副部长。长期从事

军机新型结构研发与应用、增材制造应用、军机结构优化设计技术研究。新

型功能结构航空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辽宁省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

辽宁省高性能金属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

会员、辽宁省机械工程学会增材制造分会副理事长、湖南大学兼职教授、沈

阳市装备制造专家。先后参加 10 余型飞机研制，负责多个型号机体结构优

化工作。主持、参加增材结构研发、飞机结构优化等领域共 30 余项预研课

题研究。授权发明专利 21 项，受理 50 余项。先后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 1 次、国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4 项，省部级二等奖 5 项，



航空集团二等功、三等功各 1 次。 

报告题目：新一代战机结构对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需求 

 

田小永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获工学

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复合材料增材制造。发表论文 70 余篇，获授权发明

专利 30 件，通过专利授权实施，实现连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3D 打印工艺

装备的产业化推广。入选西安交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获得“王宽

诚青年学者”、“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等称号。担任《Progress in Additive 

Manufacturing》（Springer）期刊副主编、《中国机械工程学报：增材制

造前沿》（英文）期刊副主编。 

报告题目：面向航空航天应用的高性能复合材料增材制造技术 

 

李辉 

武汉大学三级教授、博导，湖北省特聘专家，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

项目负责人，国家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

家，IEEE 高级会员。现任武汉大学工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先进

制造工艺过程、在线监测及产品可靠性等研究。承担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增材制造与激光制

造”重点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网络协同制造和智能工厂”重点专项等。

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出版中英文专著 4 部，申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82 项。 

报告题目：金属增材制造工艺过程与在线监测研究 

 

赵吉宾 

工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研究

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工艺装备及智能机器人研究

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辽



宁省激光 3D 打印工艺与装备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

国家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重点研究计划指南编写专家，机械工程学会高级

会员，中国自动化学会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增材制

造委员会委员，全国增材制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机械工程学

会增材制造分会理事长。研究领域包括：数控加工技术，增材制造与激光

加工技术，数字化设计与制造、视觉测量、CAD/CAM 等。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 EI 收录 150 余篇，SCI 收录 60 余篇；申请和授予专利

80 余项和软件注册版权 20 项；获辽宁省技术发明二等奖和国防科技二等

奖各一项，辽宁省科技进步和技术发明三等奖各一项。 

报告题目：航空关键零件的测量-增材修复-智能磨抛一体化技术 

 

陈冰清 

博士，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航空航天先进材料及复杂结构增材制造技术研究。主持科工局一条龙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航空动力

基金等多个科研项目。目前发表 SCI、EI 等学术论文 30 余篇，申报国家

发明及国防专利 46 项，入选 2016-2018 年度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2020 年获中国航发集团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报告题目：航空材料增材制造技术研究进展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制造技术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高能束流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国航空学会制造工程分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增材制造技术分会 

协办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增材制造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 

   高能束流增量制造技术与装备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飞行器新概念结构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高性能金属构件激光增材制造工程实验室 

   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湖北省 3D打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承办单位： 

《航空制造技术》杂志社 

支持媒体： 

《航空制造技术》  《航天制造技术》 

三、论坛地点 

湖北·武汉 

四、论坛日程安排 

2021年 6月 16日  报到       

2021年 6月 17日  论坛       

2021年 6月 18日  参观 

五、参观地点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六、大会征稿

  本次论坛热忱欢迎增材制造相关人员踊跃投稿，论文经同行评议

后择优在《航空制造技术》或《航天制造技术》上刊发。

在 线 投 稿 网 站 ：www.amte.net.cn 或 www.hjzzjs.com， 请 备 注

“2021 航空航天增材制造技术创新发展论坛”。论文模板及要求请参

见网站首页作者中心。

联系人：王雪坤

电话：010-85700465-285 13811568800

邮箱：amt@amte.net.cn

七、参加单位及人员

  从事航空航天增材制造技术研究和生产制造的科研院所、企事业

单位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研管理人员、高等院校等。

八、特别提示

  参会人员应利用“健康宝”等手段，实行“绿码”参会制。参会

人员应注意个人防护，需佩戴口罩。

九、收费标准

  本次论坛收取会议费 2500 元/人，食宿地点由会务组统一安排，

住宿费用自理。发票会议结束后统一寄发。

  会议费收取方式：银行转账（推荐），现场支付宝转账，不接

收现金。汇款请于6月10日前汇给指定账户。

户 名：北京中航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账 号：0200006809006842909

 

mailto:amt@amte.net.cn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管庄支行 

发票默认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

位，请按格式填写发票信息，并与报名回执表一同以传真或邮件形

式传回。 

十、报名时间及联系方式 

请于 2021年 6月 10日前将回执传给联系人。 

孙晓婷(15910757560，010-85700465-269，huiyi@amte.net.cn) 

王雪坤(13811568800，010-85700465-285，amt@amte.net.cn） 

传  真：010-65479281，010-85700466 

 

附件：2021航空航天增材制造技术创新发展论坛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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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航空航天增材制造技术创新发展论坛回执表 

请于 6月 10日前返回(复印有效) 

单  位  

联系人  部门  职务  

手  机  

传真  邮箱  
座  机  

快递地址  

参会人员 

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联系电话 标间 单

间 
入住日 退房日 

         

         

         

开票类型 

□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全部开票信息内容） 

□增值税普通发票（提供单位名称及税号） 

开票内容 □会议费                   □培训费 

开票信息 

（开普票/专票提供）单位名称： 

（开普票/专票提供）税号： 

（开专票提供）地址： 

（开专票提供）电话： 

（开专票提供）开户银行： 

（开专票提供）银行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