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秉恒 Bingheng Lu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卢秉恒，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机械制造与自动化领域著名

科学家，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总工

程师。荣获全球华人蒋氏科技成就奖一项，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

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一项，陕西省科学技术进

步一等奖一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一项。

王金南，环境规划与管理专家，国家环保专业技术领军人

才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 国家环境保

护环境规划与政策模拟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王金南 Jinnan Wang

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院长

傅志寰，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交通科学院院士，铁路专

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电力机车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中国

铁路大提速的主要推动者和决策者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铁

道部部长。

傅志寰 Zhihuan Fu

中国⼯程院院⼠、俄罗斯交通科学院院⼠

贵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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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8

杨华勇，流体传动与控制领域专家，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

长江学者，中国工程院院士。1982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

1988年获英国巴斯大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方向包括机电系统运

动控制和节能、流体动力元件和系统的研发、机电系统的集成和

工程应用，以及3D生物打印装备的研发及生物制造的应用。现任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生物设计与制造（英文）》期刊、《浙

江大学学报英文版A辑》、《工程设计学报》主编。 2004年获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资助，2005年受聘为浙江大学“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2007年和2012年两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2013年入

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排1），

201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排1 ），2013年获何梁何利

奖，2017年获英国工程师学会颁发的布拉马奖章。

杨华勇 Huayong Yang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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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

础医学研究所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医

学博士学位，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后。

现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中

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培德 Peide Liu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基铭 Jiming Wang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基铭，炼油、石油化工及工程管理专家。曾任原中国石油

化工总公司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副厂长、厂长，上海石化股份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中国石化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兼上海赛科石化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石化股份公司

副董事长、总裁、科技委主任和资深委员等职。现任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公司科技委资深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特邀副会长、中国

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会长、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名誉会

长。王基铭院士不仅提出了适合我国炼油化工工程建设的管理理

念和方法，以及管理摸式。不断推进工艺技术和设备的国产化，

率先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技术应用到世界级石油化工工

程，还推进了中外合作开发和推广应用大型裂解炉和分离技术，

组织了大型关键设备国产化攻关，实现了国产裂解气压缩机、丙

烯和乙烯压缩机、加氢反应器等重大石化装备的首次工业应用，

开创了国内成套术进入当代世界级大型石化工程的先河。2005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贵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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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国 Jianguo Cao

中国⼯程院院⼠

系统仿真技术专家，安徽枞阳人。1988年毕业于航天工业部

第三研究院三部，获工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董

事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曾任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第三研究院总体设计部主任、院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科技

委主任、副总经理、总经理。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智能无

人飞行系统先进技术工信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致力于飞行器

设计技术研究、型号研制与人才培养，在无人机系统设计等方面

做了系统性、开拓性工作。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型中高空远程长

航时无人机系统，建立了远程长航时无人机系统技术体系，发展

了系列化多型长航时无人机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授

权发明专利7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培养博士30余名。

向锦武 Jinwu Xiang

中国⼯程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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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耀峰 Yaofeng Cao

中国工程院院士

曹耀峰，能源与矿业工程管理专家。现任中国石化科学技术

委员会委员，国家地热能中心指导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我国超深高酸气藏大规模安全环保开发的

主要开拓者之一。负责组织实施了以我国首个超百亿方高含硫气

田——普光气田天然气产能建设为核心的川气东送工程以及胜利

埕岛油田200万吨产能海工工程等项目。支持创新了普光高含硫

气田高产高效开发技术、腐蚀防护技术、复杂山地高含硫气田安

全控制技术等。获2012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013年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

胡文瑞 Wenrui Hu

胡文瑞，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曾任长庆石油勘探局局长，长庆油田公司总经理，中国石

油勘探生产公司总经理、中国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现任北京能

源协会会长，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技术

进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非常规低渗透油气田勘探

开发和工程管理工作，主持建成了我国首个大型特低渗透的安塞

油田，主持发现了中国唯一超万亿立方米的苏里格气田；创立了

非常规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的技术体系和工程建设模式、管理

理论、工作程序与方法；提出并组织了中国石油十项重大开发技

术试验和老油田“二次开发”工程，对长庆油田和中国石油储量、

产量快速增长起了关键作用，使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走在了

世界前列。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黄维和，油气储运工程专家。现任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储运专

业委员会主任、全国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

师。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主持西气东输等

我国多条重大管道关键技术攻关和工程建设管理，构建管道工程

协同创新模式，解决大口径、高压、高强钢输气管道断裂控制和

易凝高粘原油输送等难题；创立我国大型油气管网基于信息化安

全管理系统，全面提升油气管网运营水平；主持国家科技部重点

研发项目《油气长输管道及储运设施检验评价与安全保障技术》。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省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等奖各1

项。201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黄维和 Weihe Huang

中国工程院院士

蒋庄德 Zhuangde Jiang

中国工程院院士

蒋庄德，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家，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教育

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副理事长，

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长期从事微纳制造与先进传感技

术、精密超精密加工与测试技术及装备等方面的研究，在高端

MEMS传感技术及系列器件、数字化精密测量与超精密加工技术与

装备的工程科技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微纳米技术相关基础理

论和生物检测技术及仪器等方面开展了创新性研究。2013年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贵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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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新 Lixin Tang

唐立新，系统工程专家，现任东北大学副校长，东北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为智能工业数据解析与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任，东北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科学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运筹学会智能工业数据解

析与优化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现为6个国际运筹优化和系统工程重

要SCI期刊副主编。长期从事钢铁制造工程管理的理论研究、技术

创新、工程实践和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大数据科学、

数据解析与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加强学习与动态优

化、凸优化与稀疏优化、整数与组合最优化、计算智能优化方

法、智能工业全流程生产与物流计划、生产与物流批调度及在制

造（钢铁、石化、有色、机械）、资源和能源工业及物流系统中的

应用。201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向    巧 Qiao Xiang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向巧，航空发动机技术及工程管理专家，中央军委确定的军

队科技领军人才，“两机”重大专项工程副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科技委副主任。现

任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贵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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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贵宾名单

Attending G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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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 Zhenguo Wang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振国，航空宇航推进领域专家。湖南常德人。现任国防科

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

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科技委数理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常

务理事等。长期从事航空宇航推进理论及技术的教学科研工作，

在液体火箭发动机、超燃冲压发动机理论及应用、临近空间飞行

器设计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开创性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1项、二等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出版专著6部，授

权发明专利100余项。201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光辉 Guanghui Wu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光辉，飞机设计专家曾任国家重点工程空警2000�飞机）、

ARJ21飞机总设计师。现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国家重大专项C919大型客机总设计师。长期从事飞机设计工作。

2001年，任空警2000预警指挥机总设计师，作为全机技术状态、

安全、交付、综合保障和载机的第一技术责任人，主持气动布

局、航向增稳、结构强度、大型天线罩体等多项技术攻关。打破

了霸权主义的封锁和禁运，实现了我军该型装备从无到有、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性突破。201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排名

第一）。2008年至今，任C919大型客机总设计师，提出设计理念

与指导思想，制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方案，主持完成以新一

代超临界机翼、全电传、飞控系统、集成模块化航电系统和第三

代铝锂合金为代表的先进干线飞机研制，突破了多项国外限制对

华出口的技术难题。首架机于2017年5月5日圆满首飞，走出了一

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机研制的正向设计之路。2017年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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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静晨 Jingchen Zheng

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静晨，灾害救援医学专家。中国国际救援队首席医疗官，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专家。我国灾

害救援医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主持构建了灾害救援医学工程体

系。建立了新学科灾害救援医学；以灾害救援医学理论为指导，

根据救援现场实际需求，主持研发了现场医院快速部署系统、专

家远程医疗支持系统、复杂灾害环境下的救治技术、灾害心理治

疗技术、灾害卫生防疫技术、航空医疗后送技术，实现了技术、

装备创新和集成；把系统工程相关理论引入到灾害救援医学工程

中，建立了灾害救援医学工程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被国务院和

中央军委记一等功。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建平，航天工程系统设计与技术管理专家。曾任国防科技

大学教授，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2006年起任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长期从事载人航天工程总体设计及技术管

理工作。参与组织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任务（载人飞船工程）的研

制和飞行试验技术工作，主持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任务（空间实验

室）和第三步任务（空间站）全面技术工作，解决了空间出舱活动和

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工程研制中的一系列重大关键技术问题，为实

现我国载人航天技术跨越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03�2013年获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3年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建平 Jianping Zhou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    桥 Qiao Wang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

王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中国遥

感应用协会副理事长，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研究员。曾任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副站长、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主任、生态环境部

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长期从事环境卫星遥感监测与环境信息

化工作。

贵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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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贵宾名单

Attending G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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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合，中国工程院院士，863计划首席科学家，教授级高

工，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国际石油工程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全国石油钻探装备和工具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委员、英国诺丁汉大学荣誉教授。刘合院士30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采油工程技术及装备研发、工程管理创新与实践，是

采油工程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

项、二等奖3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一等奖8

项。

刘    合 He Liu

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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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敏 Yunmin Wang

中国⼯程院院⼠、中钢集团⻢鞍⼭矿⼭研究院院⻓

王运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钢集团科技创新委员会主

任、首席科学家。他长期致力于金属矿山开采关键技术研究工

作，主持并承担了30余项国家与省部级重点课题的研究与应用工

作，开发出了露天矿陡坡铁路运输系统、构建了陡帮开采设计方

法、提出了露天地下三阶段开采设计原理、创建了深凹露天矿生

态绿色开发新模式等，产生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为金属矿

产资源的“绿色、安全、高效”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    坚 Jian Wang

中国⼯程院院⼠、阿⾥云创始⼈

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首创“以数据为中心”的分

布式云计算体系架构，率先提出采用计算作为公共服务的产业模

式。主持研发以大规模分布式计算系统“飞天”为核心、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阿里云计算平台。通过创办“云栖大会”和创立“云栖小

镇”，构建了完整云计算生态，实现了从“飞天”技术平台到云计算

产业的突破。提出“城市大脑”作为未来城市新的数字基础设施，

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提高城市公共资源使用效率的城市可持

续发展路径。曾获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浙江省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项。

杨善林，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工业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智

能决策理论与技术，信息系统理论与技术，发展战略规划与系统

管理理论等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以及这些理论、技术在复杂产品

开发工程管理、制造工程管理、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中的相关应

用研究。

杨善林 Shanlin Yang

中国工程院院士

金智新 Zhixin Jin

中国工程院院士

金智新，采矿工程技术和安全工程管理专家。现任山西焦煤

集团总经理。 长期从事煤炭开采技术研究和煤炭开发工程管

理。在老煤炭基地转型建设中，提出“时空协同优化”工程哲学思

想，首创“煤矿+工业园区”一体化资源绿色开发利用新模式，主持

了大同矿区双系煤田不对称开发工程，组织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单

井口井工矿井塔山矿（1500万吨/年），建设了我国煤炭行业第一

个产业链最完整的塔山循环经济园区。参与组织领导了坚硬顶板

控制、煤炭自燃火灾防治、瓦斯预控等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建立

了安全结构理论，创新了煤矿安全理论与管控方法。提出并实施

了稀缺炼焦煤资源保护性开采战略。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



19 20

贵宾名单

Attending Guests

排名不分先后 贵宾名单

Attending Guests

排名不分先后

吴鑫华 Xinhua Wu

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

澳⼤利亚国家轻合⾦研究中⼼主任、Monash⼤学教授（Depar
t m e n t � o f � M a t e r i a l s � E n g i n e e r i n g , � F a c u l t y � o f�
E n g i n e e r i n g），英国B i r m i n g h am⼤学教授，Ro l l s -
Royce公司⾼级顾问，从事钛合⾦、钛铝⾦属间化合物、钛镍形状记
忆合⾦、激光直接成形、快速原型制造、热等静压成形研究。

Васильев�Анатолий�Иосифович�

乌克兰工程院院长

Alain BERNARD

法国国家技术科学院院士、南特中央理工大学终身教授

⽬前在南特数字科学实验室教从事⼯业�⼯程、制造⼯程和机械
⼯程研究，应⽤领域常为增材制造。他曾主� 持法国政府“增材制造
⼯业解决放⽅案”⻓达6年的国家项⽬。最� 近他刚刚启动了⼀个“增
材制造技能战略”研究项⽬。他还是国际� ⽣产⼯程科学院（CIRP）成
员。�

Paolo.Colombo瓦西里.阿纳多利.约西法维奇
世界陶瓷学会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

世界陶瓷科学院院⼠、欧洲科学院院⼠、意⼤利帕多⽡⼤学
Paolo�Colombo教授，在陶瓷前驱体应⽤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忽视这
个⼈-Paolo� Colombo。这位意⼤利的学者，把前驱体法制备泡沫和
多孔陶瓷做到了极致。各种⽅法都有尝试，浸渍，刻蚀。各种功能性
的都有开发：带磁性的，⽤于微电⼦的，⽤于⽣物的，⽤作透⽓的。实
在是佩服得很。去年在Science上发了⼀篇多孔陶瓷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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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应用数学专业、

四川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

位，教授。

现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四川省委会副主委、成都市委会主

委，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四川大学校长助理、商学院院长。

徐玖平 Jiuping Xu

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四川⼤学校⻓助理兼商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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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博士毕业于法国Mines ParisTech。主要研究兴趣包

括金属增材制造(3D打印)，金属材料加工及其数值模拟技术、激

光冲击强化等。在金属增材制造、塑性成形及微观组织性能调控

领 域 国 际 知 名 S C I 期 刊 P r o g  M a t e r  S c i  ( I F : 3 1 . 5 ) ,  A c t a 

Mater 等发表论文30余篇(Google Scholar被引超过1100余

次)，其中包括ESI高被引论文2篇，主编英文著作一部，撰写英

文章节2章。担任领域著名SCI期刊Metall Mater Trans A, Sci 

Rep, Mater Sci Technol的编委，稀有金属、材料工程、航空材

料学报、精密成形工程等中文期刊青年编委。担任先进材料成形

制造国际会议 (Thermec) 学术委员会委员。

黄科 Ke Huang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自1988年起，王智彪带领团队从事超声生物学效应研究，研

制出世界首台B超监控的聚焦超声肿瘤治疗设备。截至目前，由中

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超声治疗系列设备已出口到26个国家和地区，

在全球累计治疗良、恶性肿瘤患者15万余例、非肿瘤疾病患者

200万余例。

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重庆医科大学教授、博导，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超声医疗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王智彪 Zhibiao Wang

教授、超声医学⼯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口腔临床医学博士，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现任第四军医

大学口腔医学院修复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口腔

医学会口腔计算机专委会常委、副主委，陕西省光学学会常务理

事。主持完成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各2项。现主持

“3D打印技术制作口腔修复体的示范应用”国家“十三五”重点专项

课题1项。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等发表SCI论文40余篇，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10项。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获得陕西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3项。

高    勃 Bo Gao

第四军区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修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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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广东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现兼任广东省制造业信

息化工程专家组组长、全国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委员会理事等职

务。是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重点培养对象、省“计算机集成制

造（CIMS�”重点实验室主任及省级重点学科“机械电子工程”学科带

头人。在精密电子制造装备等领域享有较高的国际学术地位；领

导建立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8年评估优秀、国家级孵化器近三

年考核优秀。先后获“丁颖科技奖”、“全国模范教师”、“国家新世

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南粤百杰”，“全国创先争优奖”

等称号。2019年4月30日，被列为中国工程院2019年院士增选有

效候选人。

陈    新 Xin Chen

广东工业大学教授

杨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国

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杨宏同志是我国载人空间飞行器技术

专家和学术带头人，历任载人飞船总体室副主任、总体副主任设

计师、载人飞船副总设计师、“天宫一号”总设计师、空间站系统

总设计师等职务，当选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学术技术带头人、国际

宇航科学院（IAA�院士。2016年，杨宏同志荣获中国科协第七届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2017年05月，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

杨    宏 Hong Yang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
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

刘宏，哈尔滨工业大学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

师。现任哈工大副校长，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刘宏教授长期从事空间机器人设计理论与灵巧操控技术研

究，是我国机器人领域的著名专家。主持研制出我国试验七号

空间机器人、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灵巧机械手，首次实现了空

间机器人在轨操控与灵巧操作，为国家空间安全和在轨服务做

出了突出贡献。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4项，欧盟机器人技术和

转化一等奖1项，授权中国、美国、德国发明专利40余项，出

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100余篇。

刘    宏 Hong Liu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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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和，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 国家“万

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国宇航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航空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增材制造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数控成形技术与装

备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增材制造技术、微纳

卫星、数字化设计制造等领域的研究,先后主持和完成了国家/省

部级重大科研项目20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三等奖各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11项。先后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苏省“333人才工程”中青年

首席科学家等荣誉称号。

廖文和 Wenhe Liao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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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刚，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副总工程师。

朱    刚 Gang Zhu

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副总工程师

张琦，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西安增材制造国家研究院有限

公司创新设计所所长。

张    琦 Qi Zhang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西安增材制造国家研究院有限公
司创新设计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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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毅 Yi Dai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总工程师

代毅，工学硕士，研究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

艺研究所总工程师，四川省增材制造技术协会副会长，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特种功能材料、增材制造、精密超精

密部件成型等领域研究工作，先后承担了多个武器型号预研、研

制和批生产任务，主持和参加了多项国防预研课题、XX武器型

号、XX工程中关键材料设计制备及核心部件的研发项目，为相关

型号的研制与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文华 Wenhua Guo

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项目经理

郭文华，工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助理教授，

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副总工程师兼装备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

事研究方向是：计算机视觉与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制造、智能

感知及集群调度控制系统和高端装备制造。主持多项国家级、省

部级项目。同时，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和会议发表多篇论文，申请

或 授 权 了 多 项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 是 《 自 动 化 学 报 》 和 《 Appl ied 

Optics�等国内外期刊的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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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华英，工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学院高级工程师，硕

士生导师，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高分子颗粒料增材制造”方向

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高分子/复合材料增材制造技术及装备。

近年来主持开发了系列化工业级高分子颗粒料增材制造装备，实

现了多种商业热塑料材料的工业级打印制造，制件性能接近注塑

件，并实现了航空航天、雕塑等领域的开拓性应用。国家重大专

项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统筹项目3项；作为技术骨干等

参加国家级纵向课题5项。发表论文10余篇，参与制订3项国标，

申请专利20余项。

吴华英 Huaying Wu

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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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会副秘书长，国

际摩擦学理事会杰出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特种表面保护与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摩擦学及表面工程研究�主持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

973课题及其它专项课题等30余项。

邵天敏 Tianming Shao

清华大学教授

李涤尘，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机械制造系统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增材制造（3D打

印）分会总干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专家组

成员。主要从事增材制造和生物制造方向的研究工作。发表论文

40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80余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个性化骨替代物设计”获得首届

“中国好设计”金奖；个人获得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李涤尘 Dichen Li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林    鸣 Ming Lin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林鸣，中国交建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长期在一线从事港

口、水工、桥梁工程建设和工程管理工作，主持攻克了多项桥梁

工程技术难题。主持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坚持

自主创新，攻克了外海岛隧工程的多项工程难题，建成了中国第

一条外海沉管隧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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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宏，男，1983年6月生。高级工程师，硕士，中国中车

技术专家。2010年入职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开展转向架产

品开发，现任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转向架技术中心主任，

2017-2019年兼任意大利Blue公司副总裁，并派驻意大利从事公

司经营管理工作。先后主持并完成5项转向架新产品设计、主持并

完成河北省项目1项。参与制定行业标准1项，荣获中国中车科技

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发表论文4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10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

陈彦宏 Yanhong Chen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转向架技术中心主任

孙兵兵 Bingbing Sun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副所长

高级工程师，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获工学硕士学

位，2016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访学半年。主要从事航空

材料和结构的增材制造技术研究。自工作以来负责纵向科研项目

及创新基金23项，主要进行发动机、飞机金属材料和结构的增材

制造成形工艺研发与评价、关键零部件的增材制造修复技术研发

与应用等，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4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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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晓东，清华大学水工结构工程学士、硕士、博士，日本京

都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博士后，多年从事数值计算方法研究与工程

实践，逾 20 年 CAE 领域的研究与应用经验，曾任清华大学讲

师，美国ANSYS公司北京办事处高级应用工程师，现为安世亚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咨询专家，精通结构领域的仿真应用与优

化设计，专业从事工程仿真咨询、增材先进设计服务。

寇晓东 Xiaodong Kou

安世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咨询专家

工学博士，研究员，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船集团

第七〇三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船舶及工业燃气轮机动力装置新

技术研发及应用研究，发表论文50余篇，获专利10余项。现任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三型燃气轮机研发总设计师，国家能源局工

业燃气轮机研发（试验）中心主任，黑龙江省“船舶及工业中小型燃

气轮机”头雁团队负责人，中国机电工程学会燃机发电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民日报社《中

国能源报》新中国“70华诞”能源功勋新时代“十大自主创新人物”�

林    枫 Feng lin

中船集团第七〇三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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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友宏，男，汉族，1965年7月出生，江苏如皋人，中共党

员。1990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党委副书记，校长。2008年12月至2015年9月，吉林大

学建设工程学院院长。2015年8月至2019年3月，吉林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其间：2011年9月至2019年3月，兼任吉林大学“国家

潜在油气资源（油页岩勘探开发利用）”产学研用合作创新基地办公

室主任。2019年3月至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副书记、校

长。

孙友宏 Youhong Sun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

王国庆，研究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CIO��清华大学兼职教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国家“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入选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是国家创

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新一代运载火箭大直径贮箱制造技术”

创新团队带头人，获英国焊接研究所布鲁克奖（Brook Award��国

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获国家科学进步特等奖1项、二等奖2

项。

王国庆 Guoqing Wang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贵宾名单

Attending Guests

排名不分先后 贵宾名单

Attending Guests

排名不分先后

李隆球，1982年生，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

要从事功能器件微纳结构设计、制造与控制研究。发表SCI论文

70多篇、其中4篇入选期刊封面、3篇入选ESI高被引论文，获授

权发明专利40多项。获得黑龙江省技术发明一等奖1项、科技进

步二等奖2项，获得黑龙江省青年科技奖等荣誉，担任Research

（AAAS/Science Partner Journal）副主编等学术职务，入选“青年长

江学者”、“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优青”等人才计划。

李隆球 Longqiu Li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魏一鸣，1968年1月生，江西安远人。1991年12月参加工作，

198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工学博士，教授。1989�1992年分

别获昆明理工大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1996年获北京科技大学

博士学位. 从事能源环境系统工程和气候工程管理的研究工作。主

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重要任务50余项；出版著作10 余部；

发表SCI/SSCI论文190余篇，21篇论文入选全球“高被引论文”，

2018年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魏一鸣 Yiming Wei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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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博士生导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兼水利部科技委副秘书长、亚洲水理事会(AWC)水与气候变化特别

委员会主席等。从事水生态保护与复杂水系统管理研究，主持完

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60余项，在综合

节水、水生态保护、水系统综合管理等领域成果丰硕。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1 项、二等奖2 项，全球人居环境绿色技术奖1 项，

省部级一等奖9 项。

王建华 Jianhua Wang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

李新创，正高级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总工

程师，兼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节能协会副理事长，

以及中国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金属

学会冶金技术经济分会主任。先后主持或参与完成我国钢铁工业

“七五”计划到“十三五”发展规划，主持或牵头承担国内外数百个钢

铁企业的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的前期论证工作，并曾参与众多国

际规划咨询和合作谈判。

李新创 Xinchuang Li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

贵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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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贵宾名单

Attending Guests

排名不分先后

戴彦德长期从事能源经济、能源环境、能源发展战略以及节

能方面的规划和研究。是国内外著名的能源专家和学者，有多项

成果获国家部委科技进步奖。

戴彦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原所长、研究

员；兼任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能

源研究会能源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能源

委员会委员、中国能源应用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大连理工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导师等

职。

戴彦德 Yande Dai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教授

薛飞，工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

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增减材复合制造”方向负责人，主要研究

方向为金属复合增材制造技术及装备。近年来，主持集成开发了

系列化五轴联动增减材复合制造设备，实现了航空航天领域机匣

及叶轮等零件的增减材复合制造，获得陕西省科协“三新三小”创

新竞赛一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子

课题等纵向及企业合作项目9项，发表论文1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20余项。

薛    飞 Fei Xue

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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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红波，青岛理工大学二级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山东

省增材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青岛市3D打印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山东

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纳米制造的基

础研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山东省

重点研发计划等13项纵向项目。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国际顶

尖期刊Advanced Materials、国内顶尖期刊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等

发表“三高”学术论文32篇。出版英文学术著作5部。以第一发明人

获美国发明专利3项，中国发明专利35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3

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山东省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美国、日本、瑞

典等重要国际学术会议邀请报告14次。

兰红波 Hongbo Lan

青岛理工大学教授、山东省增材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刘长猛 Changmeng Liu

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

刘长猛，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主要从事多丝材金属增材制造研究，开展相关装备、超高效增材

制造工艺、基于多丝材增材制造的新结构和新材料研究，发表学

术论文37篇，其中第一作者（含通讯作者）SCI论文22篇，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青年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装发预研共用技术和领域基金项目、军委创新特区项目等十

余项。

贵宾名单

Attending Guests

排名不分先后 贵宾名单

Attending Guests

排名不分先后

杨光，男，教授，工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北省教学名

师。目前任河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河北省增材制造产

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入选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二层次人选，河

北省高等学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长期从事增材制造、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等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应用。先后获得河北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石家庄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二等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软件著作权登记20多项；发表学

术论文60多篇，其中被SCI/EI检索20多篇；主持和参与国家

863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科研课

题40余项。

杨    光 Guang Yang

河北科技大学教授

石拓，博士，苏州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硕士

生导师，高级工程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江苏省高层

次双创人才。主要从事激光增材制造工艺、装备与智能控制，传

感器与自动化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

SCI/EI收录1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10余项；主持及参与国家、

省部级、企业合作项目多项。2019年获评第9届中国机械工程学

会“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铜奖。

石    拓 Tuo Shi

苏州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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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鸥，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机械学

院数字制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武汉天昱智

能制造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获1999年日本模具技术协会奖、第45届日内瓦发明博览会金

奖暨中国发明协会特别奖、2018年湖北省专利金奖、2019年湖北

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019年第19届英国伦敦国际发明展双金

奖。通过GE公司高温合金疲劳性能测试，所有数据都超过其锻件

性能，大半超过其平均值，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张海鸥 Haiou Zhang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陈祯，男，工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助理教授，担任国家增

材制造创新中心项目经理。研究方向为激光选区熔化SLM成形装

备、工艺和新材料开发，目前已发表SCI论文10余篇，申请国家专

利50余项，主持和参与国家各类重大科研项目近10项。主持开发

了5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SLM增材制造装备，开发了环形连续铺

粉CSLM设备提高了成形效率，突破了多项装备关键技术，为增材

制造装备的技术创新和国产化提供了支撑。

陈    祯 Zhen Chen

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项目经理

贵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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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琼 Qiong Zhang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张琼，湖南云箭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高级工程师。湖南

省“五一”劳动模范，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制导武器研究院院长，中

国兵器装备集团增材制造研究应用中心主任，湖南省快速模具增

材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3D打印口腔医学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专家。主持参与多项国家，湖南省工信厅、科技厅重大

研究；完成国防标准1项，行业、企业标准50多项，企业技术著作

2项，现有专利20余项，发明专利10项，出版增材制造技术著作

2本。

孙    杰 Jie Sun

山东大学教授

孙杰，男，工学博士，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山东大学航空构件制造技术及装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

究领域为高性能切削、增材制造、切削加工过程智能监控等。承

担各类科研项目约30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80余篇，

授权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24项，软件著作权9项，获得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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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高层次人才，主要从事航空部件先进制造应急保障和抢

修研究，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一项。

周    鑫 Xin Zhou

空军工程大学副教授

杨永强 Yongqiang Yang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杨永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增材制造分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增材制造协会会长、广州

雷佳增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等。杨永强教授在增材制造、激光

材料加工、焊接装备与工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的研究工作，成功

研制出国内第一台激光选区熔化（SLM）快速成型机，实现了金属

零件的直接快速成型制造，相关设备已经在3家企业产业化。

2013年以来承担包括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国家自然基金、广东

省重大专项等项目60余项。发表有关学术论文290余篇，授权中

国、美国、德国发明专利65项，实用新型专利152项。

贵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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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贵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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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学伟 Xuewei Fang

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项目经理

方学伟，工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学院助理教授，国家

增材制造创新中心“金属熔丝增材制造技术方向负责人，金属材料

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性能金属熔丝增材制造技术及

装备。围绕航空航天、军工、核电等领域的重大需求，主持开发

了系列化的金属熔丝增/减材制造装备，并在航空航天领域开展工

程应用。主持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航天创新基金、航空基

金等项目6项，发表SCI论文1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30余项。

刘敏教授，现任广东省科学院副院长，现代材料表面工程技

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机械

工程学会表面工程分会副主任，中国腐蚀学会高温腐蚀与防护专

业委员会分会副主任。先后主持973�863�国际合作、军工以及省

市等研究项目30余项，多项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航空、钢铁、包

装印刷和能源等行业。入选“新世纪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

5项。研究方向涉及材料表面工程、增材制造技术开发及产业化应

用。

刘    敏 Min Liu

广东省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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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冬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

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国

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研究领域是高性能/多功能金属构件

激光精密增材制造及3D打印。担任美国激光学会会刊Journal of 

Laser Applications副主编，担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chine Tools and Manufacture�Applied Surface 

Science等7本SCI国际期刊编委。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30余项。发表SCI收录论文180余篇，

SCI他引3200余次，由德国Springer出版英文专著1部。应邀在本

领域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作特邀报告36次。获德国弗劳恩霍夫-贝

塞尔研究奖、中国航空学会青年科技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顾冬冬 Dongdong Gu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清华大学长聘教授，目前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增材制造技

术分会副主任委员。自1990年代初开始从事快速原型制造技术的

研发，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开发了中国第一台叠层实时制

造（LOM�设备；1998/10-2002/02期间在美国Drexel大学机械工

程与力学系任博士后，2002/05入职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自

2004年起开始了电子束选区熔化技术与装备的研发；在世界上首

次实现了双金属梯度结构的电子束粉末床熔融成形，近年来发明

了电子束-激光复合粉末床熔融技术。

林    峰 Feng Lin

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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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科学院西安精密光学机械研究所研究员，光子制造系

统与应用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智熔金属打印系统有限公司董事

长。

入选陕西省“百人计划”和高层次人才计划。

先后就读于南京理工大学、中国航空研究院，曾在高能束流

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高能束流加工技术研究。先后荣获

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两次；航空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次，三等奖1次，发明专利30项；自2006年重点聚焦于增材制造

技术，曾在2003-2014期间多次赴德国和美国等研究机构进行技

术交流和作为访问学者合作研究，重点聚焦高能束流加工及增材

制造技术；目前主要致力于电子束金属3D打印技术在国内的技术

研究和应用推广工作，致力于促进中国制造也产业升级，实业报

国。

郭光耀 Guangyao Guo

西安智熔金属打印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

博士、洪堡学者（资深）、深圳市航空发动机3D打印粉材工程

实验室主任、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增材制造分会理事。他获得过

的国际学术荣誉还包括JSPS Invitation Fellowship�Australian 

R e s e a r c h  C o u n c i l - A u s t r a l i a n  P o s t d o c t o r a l 

Fellowship�Queensland Smart Future Fellowship-Early 

Career�深圳市孔雀计划等。他发表有Acta Materialia等第一作

者国际期刊论文&英文书籍章节37篇，全部国际期刊论文超过

120余篇,其中增材制造领域相关学术论文40余篇。近年来，他的

研究组成功开发了超低成本3D打印纯钛、3D打印可透气模具钢、

3D打印用7系铝合金粉体。

严    明 Ming Yan

南方 科技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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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新明 Xinming Zhao

有研科技集团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教授高级工程师

赵新明，男，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03年毕业于

山东大学金属材料专业，2006年获山东大学材料学专业硕士学

位，2009年获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博士学位。2010-2014年在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国家复合材料工程技术中心工作，2014年

进入北京康普锡威科技有限公司，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技术部

经理，增材制造中心主任。长期从事高性能球形金属粉末雾化制

备技术和特种粉体材料应用研究。先后主持了国家科技部创新团

队项目“高性能有色金属粉末材料先进雾化制备技术研究”、国家

“863”计划项目“超细低氧含量铝合金粉体制备”、国家“863”项目

子课题“选择性激光熔化用高质量钛合金粉末材料检验与选用标准

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细、窄粒度锡基钎料粉末制备关键

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国家自然基金、北京市科技新星、科技部院

所基金等课题10余项。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10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球形金属粉

末雾化制备技术及产业化，2017），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两

项，二等奖一项。获北京市科技新星、北京市优秀青年工程师、

怀柔区优秀人才等荣誉称号。参加了《增材制造 金属材料粉末床熔

融工艺规范》、《增材制造 金属材料定向能量沉积工艺规范》等

10余项增材制造相关国家标准的评审工作。产业方面，主持建成

了多条球形金属粉末气雾化成套生产线及高压水雾化制粉生产

线，主持研制了系列球形金属粉末产品，广泛应用于金属增材制

造、超硬材料合成、新能源（电动汽车、光伏发电等）用软磁器件

等领域。

曹铁生 Tiesheng Cao

空军军医大学3D打印研究院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超声诊断科二

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军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全军超声医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研究方向：提出广义帕斯卡

定律，并用此定律开展无创心内压测定，无创肺动脉瓣跨瓣压测

定，胸压影响心功能机制研究，奇脉产生机制，心脏运动对多普

勒血流速度频谱测定影响机制，超声心动图，心血管血流动力

学，心脏功能及心脏运动力学等。    

提出医工结合，建立第四军医大学3D打印研究中心，曾指导

外科完成成世界首例3D打印钛合金胸骨置换术；世界首例3D打印

钛合金、PEEK胡桃夹综合征手术；世界首例3D打印钛合金肋骨

植入术；西北首例脊椎全切3D打印钛网植入术；世界首例4D打印

气管外悬吊支架植入术；世界首例先天性阴道闭锁3D打印可降解

阴道再造手术；世界首例3D打印可伸缩漏斗胸矫形钛合金钢板植

入手术等多项世界首例3D打印结合外科的手术。项目分工：负责

课题设计并指导各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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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书田，博士，教授（二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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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书田 Shutian Liu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王向明，博士，研究员，长期从事飞机结构创新设计/制造一

体化研究。现任项目总设计师，歼-31常务副总设计师、航空工业

增材制造首席专家，GF 973技术首席、先进制造专业组专家，新

概念结构航空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增材制造技术中心主任。主

持多型飞机的结构设计，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

授权发明专利23件，期刊论文37篇、专著4部。

王向明 Xiangming Wang

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项目总设计师

赵德伟 Dewei Zhao

大连大学骨科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发改委“骨科植入材料开发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实验室”主任

赵德伟教授担任国际骨循环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医师协会常

委，中国医师协会显微外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骨外科医

师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副主委，中国生物材料协

会常务理事。为《中华显微外科杂志》、《中国临床解剖杂志》副主

编。

赵德伟教授从事骨科及显微外科工作三十余年，独创了系列股

骨头修复与重建治疗方法十余种，自主研发多孔钽金属、可降解镁

金属等骨植入产品用于骨坏死治疗中。主持多项国家、卫生部项目

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赵德伟，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骨外科学学科带头人、辽宁省重点学科骨外科一级学

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汤慧萍，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金属多孔材料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参加编写了我国有色金属“十五”、“十

一五”、“十二五”发展规划。在烧结金属多孔材料研究方面经验丰

富，研究的异型、非标洁净煤技术用金属多孔通气锥、通气管、

过滤管等在全球招标中成功夺标，研究的流体过程沉积技术制备

的不对称金属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现担任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粉

末冶金专业委员会委员，钢协粉末冶金协会理事，全国有色金属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粉末冶金分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材料研究学

会青年委员会常务理事，《粉末冶金工业》、《粉末冶金技术》及《过

滤与分离》杂志编委。

汤慧萍 Huiping Tang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金属多孔材料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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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旺民，博士，研究员，担任航天五院卫星互联网系统整星

生产线项目副总师、511所总装技术专业总师，从事航天器智能装

配技术与装备研究；先后主持了12项预研项目；发表论文25篇，

发明专利30余项；获得北京市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防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2项和三等奖3项，2014年荣获发“探月工程嫦娥三号任务

突出贡献者”称号，2018年获得五院“杰出人才基金”支持，2019年

获得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支持。

易旺民 Wangmin Yi

航天五院卫星互联网系统整星生产线项目副总师

陶飞，教授、博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院副院长。主要

从事数字孪生驱动的产品设计/制造/服务、智能制造服务协作优

化相关理论与技术标准教研工作。第一作者出版学术专著4部；在

Nature, CIRP Annals, IEEE/ASME Transactions等期刊上发表论

文50余篇，其中20篇入选ESI高被引论文，Google Scholar引用

1.5万次；2019年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学者，2019年Elsevier中国

高被引学者。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排名1)�先后入选首

批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优青、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科技

部中青年创新领军人才、中国青年科技奖、CIRP通讯会员等。现

任国际期刊IJSCOM主编和RCIM副主编。

陶    飞 Fei Tao

教授、博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院副院长

肖海波，盘星新型合金材料（常州）有限公司，增材事业部

技术总监

肖海波 Haibo Xiao

盘星新型合金材料（常州）有限公司，增材事业部
技术总监

邢飞，男，39岁（1981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高级工程

师，中组部第二批“万人计划”。毕业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2013年3月创办南京中科煜宸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现任南京

中科煜宸激光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目前主要从事激光

关键技术的开发及应用，包括激光3D打印技术、激光再制造、激

光焊接及智能制造自动化产线等技术的开发和工业应用，以及激

光加工成套装备的研制和产业推广。

先后参加国家863项目、国家发改委产业化项目、工信部工

业转型升级项目、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省市级科技攻关项

目10余项，并于2016年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

性能航空用大型金属结构激光同步送粉增材制造工艺与装备”。

邢    飞 Fei Xing

南京中科煜宸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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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涛 Tao Feng

北京易加三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北京易加三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大尺寸粉末床激光选区熔化增材制造工艺与装

备”项目负责人。

1987至1993年清华大学化工系教师，1993年开始粉末床增材

制造技术的产品开发和产业化工作。机械工程学会特种加工分会

和增材制造技术分会理事。

程    杰 Jie Cheng

华曙高科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

程杰先生于2016年加入华曙高科，担任执行董事兼副总经

理，全面负责华曙市场和客户端营销服务支持体系和渠道伙伴网

络建设，推动华曙3D打印创新和产业化战略的实施。

程杰先生加入华曙高科后，迅速完善了华曙高科在中国及全

球主要区域的市场覆盖、售前应用支持和行业渠道网络体系，积

极推动华曙3D打印的产业化和国际化进程，通过全产业链的金属

和尼龙3D打印解决方案，助力客户加速智能制造产业升级。 

程杰先生198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动力机械系，2002年获

澳洲默多克大学MBA学位。

加入华曙高科前，程杰先生在全球最大的工业自动化与信息

化公司之一的罗克韦尔自动化任职7年，其中有5年担任北中国区

销售总监，2年担任大中华区市场总监，之前还任职于通用电气、

施耐德电气和西门子等公司高管职位，具有22年世界500强跨国

企业市场销售、渠道建设、产品线推广、团队能力培养等管理经

验。

郭艳玲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林业大学机械工程博士点学

科带头人，哈尔滨自由制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创始人。大连理工

大学学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美国密歇根大

学访问学者。黑龙江省生物质3D打印材料与技术工程中心主任，

省机械加工学会增材制造专业委员会主任。2003年涉足增材制造

领域，发明生物质激光3D打印耗材，研发桌面级全功能激光烧结

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20余项，发表论文150余篇，

专利授权30余项。

郭艳玲 Yanling Guo

东北林业大学教授

曾先后历任美国Altair公司技术经理和市场总监、比利时

Samtech公司中国区总经理、比利时LMS公司工程服务总监、德

国EOS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等职务。

具有超过18年制造业领域从业经验，在数字化产品创新、先

进制造技术和信息化相关领域拥有多年的研究、咨询和服务经

验。

曾作为咨询顾问协助近百家央企、外资企业或民营企业建设

研发团队和运营团队，并协助这些企业的研发、工艺和流程创

新。包括：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良信电器、维宏股份、博世、佛

吉亚、九阳股份等。

现任鑫精合集团首席战略官，兼任天津镭明激光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同时担任上海模具技术协会副理事长。

叶洎沅 Jiyuan Ye

鑫精合集团首席战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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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智能制造⼯业研发领域⾏业经验，是国内⼯业设计及⾼
性能仿真计算领域资深专家。擅⻓：资深⼯业互联⽹系统架构师，⼯
业研发体系设计专家，⼯业设计、⼯业仿真、远程可视化设计、⾼性
能计算、超融合云系统架构设计。

2010-⾄今：戴西（上海）软件有限公司创始⼈、总裁、资深⼯业
研发云专家

2005-2014：美国⼯程技术联合会（eta）资深⾼性能计算专家
复旦⼤学⾼级⼯商管理硕⼠研究⽣

2016-⾄今：戴西（上海）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创始⼈、总裁

�技术成果：
1.发明⼀种集合式调度算法的发明专利，并⾏形成商业化；
2.申请25款软件著作权，并且形成商业化；

唐维昌 Weichang Tang

戴西（上海）软件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谭旭光，天津大学工学博士，长期从事重型高速柴油机及动

力总成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工作。现任山东重工集团、潍柴集

团、中国重汽集团、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荣获全国劳

动模范、齐鲁杰出人才奖、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等荣

誉，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10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

项、省部级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均排名第一），出版专著3部。

谭旭光 Xuguang Tan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司现锋先生现任达索系统大中国区工业装备行业总监，负责

达索系统在工业设备行业业务发展战略、销售和运营管理工作。

其业务范围包括工业设备、工程机械、重型装备、机器人及智能

产线、金属制品以及轮胎等行业。司现锋先生拥有20年的制造业

信息化领域工作经验，专注于帮助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并最终

实现智能制造。司现锋先生毕业于吉林大学机械设计及制造专

业，并取得复旦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司现锋 Xianfeng Si

达索析统（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行业总监

2015年至2018年就职于 GE ADDITIVE- ARCAM北京分公司，

任职服务经理，负责rcam电子束设备在亚太区的服务业务。

2018年至今就职于 SLM Solutions 上海分公司，任职销售经

理，负责公司航天及医疗行业的业务拓展。

白云鹏 Yunpeng Bai

 SLM Solutions 上海分公司销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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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玛瑞斯（Materialise�三维打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负

责公司在大中华地区软件业务运营及拓展，领导中国区团队并联

合欧洲总部增材制造专家共同支持OEM伙伴、行业客户以及渠道

伙伴的业务成长，推动中国增材制造的生态系统建设。在此之前

曾在Autodesk,Cadence等全球顶尖机械和电子自动化软件公司

担任中国区制造业总经理、仿真产品业务部总监及区域经理等职

位，服务于航空航天、汽车、工业机械和高科技等行业的研发及

制造领域近二十年。此外还曾长期在朗讯及西门子等硬件开发商

从事大客户销售与服务工作。在进入技术岗位之前曾于长春理工

大学（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取得电子工程学学士。

何    凡 Fan He

上海玛瑞斯三维打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昱，毕业于上海市同济大学。曾是沈阳机床机器人项目团队

总负责人，从事i5数控系统研发工作，该系统是沈阳机床集团开发

的全球首个智能互联数控系统，也是我国机床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代

表。

2018年，张昱创立上海酷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超

大型3D打印解决方案的研发和应用，带领技术团队完成底层技术

攻关，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并获得多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公司基

于“增减材一体化+新材料研发+智能控制”的创新模式，致力于超

大型3D打印智能装备、大型3D打印挤出头、控制系统、打印材料

及打印切片软件的研发，目前已推出智能装备产品包含大型五轴

增减材一体机（BGAM��小型粒料高速3D打印机（SGAM��大型机器

人增材制造系统（BRAM��同时，公司的智能化3D打印解决方案，

已在建筑景观、航空航天、能源、汽车、船舶、医疗等众多行业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019年，张昱荣获上海青年创业英才，同

年，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张    昱 Yu Zhang

上海酷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薛蕾，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委员、中国材料研究学会青年委

员、中国增材制造产业联盟副理事长、陕西省航空学会理事、全

国青联委员、陕西省青联常委、西安市青联副主席、西商青年企

业家协会第一理事会会长。荣获陕西省优秀民营企业家，西安市

优秀民营企业家，第四届西安青年科技人才奖，陕西省青年科技

新星，西安十佳科技企业，第八届中国青年创业奖、陕西青年五

四奖章、三秦人才津贴等。

薛    蕾 Lei Xue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研究生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损检测专业，从事工业

CT无损检测工作近10年。协助起草多个工业CT在增材制造、航空

航天和骨科植入物方面的检测标准，无损检测协会射线组专家成

员。现任贝克休斯Waygate 部门工业CT大中华区高级技术经理。

廖    凯 Kai Liao

通用电气检测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高级技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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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蔡司在医疗业务领域的应用、销售、市场等领域的工

作，为医疗行业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现任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工业质量解决方案大中华

区产品销售经理。

陆    挺 Ting Lu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李智现任GF 加工方案增材制造销售经理，在增材制造领域有

超过 7 年的工作经验，对增材技术的完整工艺流程及其在航空航

天、医疗、工业制造等多个行业的应用有十分丰富的经验积累。

李    智 Zhi Li

GF 加工方案增材制造销售经理

李华春 Huachun Li

圣戈班（研发）上海有限公司，陶瓷材料研发部经理

李华春先生于2007年2月获得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博士学

位。并于2007年7月作为研发工程师加入圣戈班（研发）上海有限

公司，主要致力于公共技术服务部物理和机械测试能力开发。

2011年4月加入新成立的西普烧结耐火材料研发部担任研发主

管，并于2013年4月晋升为研发经理。从2017年9月起，担任圣戈

班(研发)上海有限公司陶瓷材料研发部门经理至今。

张永虹 Yonghong Zhang

北京美斯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理

2016年接触3D打印至今，已授权十余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

专利的授权，并参与制定团体标准及行业标准。

张永虹，女，2018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信息与工程

学院，获得工学硕士学位。2018年6月至今，就职于北京美斯顿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3D打印技术与服务部经理岗。带领团队先后完

成建筑3D打印新型材料及机器人式建筑3D打印机的开发，并完成

多个落地项目的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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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弘滨，男，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中车研究院增材制造

技术团队负责人、项目经理。从事轨道交通及相关工业领域增材

制造及先进材料加工技术研究工作。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轨道交通国家重点专项子任务以及中车

重点项目多项，包括高铁核心机电系统产品智能制造新模式、增

材制造应用关键材料和基础工艺技术研究，货车机车车轴增材修

复关键技术研究，关键部件轻量化设计技术研究，面向轨道交通

装备的产品协同研发与先进制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等，发表学

术论文20余篇，授权专利10余项。 

祝弘滨 Hongbin Zhu

中车研究院增材制造技术团队负责人、项目经理

尼康仪器（上海）有限公司产业仪器部销售经理

专门从事工业CT的销售数十年，对CT产品及CT应用有着丰富

的了解。

王康生 Kangsheng Wang

尼康仪器（上海）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张博程，现任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业集团增材制

造行业经理，具有八年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从业经验，曾就职于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工程师，项目经理和

华南区经理的工作。

张博程 Bocheng Zhang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增材制造行业经理

钟爱民先生现任必维集团中国区工业产品技术中心总监，第

三方检验检测行业从业超过15年，在工业产品的检验、检测和认

证领域有十分丰富的经验。

钟爱民 Aimin Zhong

必维集团中国区工业产品技术中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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