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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有色金属锻造会议通知 

 

各相关单位： 

 

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对锻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了不断提高锻件的

综合性能，各企业纷纷开始研究有色金属的锻造，其中铝合金和钛合金锻件应用

的范围最广，铝合金以比重小、导热性好、导电性能高及耐腐蚀等优点得到了众

多企业的认可，特别是汽车轻量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近一步使铝合金锻件的优势

展现出来。钛合金以其耐高温等优点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 

对于有色金属锻件的快速发展与高额利润，大多数企业对于这一行业充满了

兴趣，但由于技术、生产等多方面原因不能投产，那么怎样生产出合格的有色金

属锻件成为整个行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谁能够把握市场动向，快速抢占市场先机，谁就能

成为最大的赢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锻压协会决定举办“2013年有色金属锻

造会议”。会议本着行业交流，合作共赢的原则，旨在解决大家关心的有色金属锻

造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 

中国锻压协会诚邀锻造行业的专家、学者、企业同仁等莅临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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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3年有色金属锻造会议日程 

 

一、基本情况 

会议名称：2013年有色金属锻造会议 

会议主题：有色金属锻造（铝、镁、铜、钛等） 

会议时间：2013年 12月 8日—2013年 12月 10日 

会议地点：西安 

主办单位：中国锻压协会 

参会费用：会员 2000元/人，非会员 2300元/人（含会议费、餐费、资料费，

不含往返交通和住宿费） 

参观企业：中航工业陕西宏远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三角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二、会议日程（以下日程为暂定，实际日程以会议现场为准） 

时 间 会议日程 企业 

12月 8日 全天报到 

12月 9日 

上午 

开幕式                          中国锻压协会 

行业发展情况报告               航空材料成形委员会 

铝、镁、铜锻造综合介绍        西北工业大学 

铝合金锻造解决方案              中航工业陕西宏远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12月 9日 

上午 

钛合金锻件                     西安三角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有色金属模锻润滑解决方案        福斯润滑油中国有限公司 

午 餐  

12月 9日 

下午 

液压设备在有色金属锻造中的应用 沈阳重机重矿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航空优质钛合金锻件锻造工艺技

术及其质量控制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汽车铝合金锻件机械性能           浙江锐泰悬挂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铝合金锻造新工艺                 景德镇景航铸锻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铝合金锻造技术与应用         芜湖禾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晚 宴  

12月 10日 企业参观 
中航工业陕西宏远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三角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三、论文征集 

会议现面向全行业征集有色金属锻造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论文。中国

锻压协会将组织专家对征文进行评选，优秀论文将被收录到本次会议的《会议文

集》中，并向行业的权威期刊《锻造与冲压》杂志推荐，经审稿通过后优先发表。 

 



论文范围：  

有色金属锻件的应用及发展前景 

有色金属锻造的成型特点及设备选用 

温度对有色金属锻造的重要影响 

锻造常见缺陷及产生原因 

工业的发展对锻件的新要求 

有色金属锻件缺陷的检测及解决方案 

 典型有色金属模锻件的生产解决方案 

 锻造新技术的发展及应用 

 延长有色金属锻造模具寿命的方法 

 有色金属锻造中润滑剂的使用与选择 

 有色锻件生产的批量控制方法 

 大型有色金属锻件的生产解决方案 

注：有色金属指铝、铜、镁、钛等合金。 

 

论文要求： 

1) 论文内容必须以有色金属锻造相关问题为主题。 

2) 论文没有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文责自负。 

3) 论文请提交 word 版。题目和摘要要求中英文对照，300 字左右，正文字

数在 5000字以内。 

4) 论文统一采用 A4 纸规格，格式：上下左右页边距各 2cm，单倍行距。标

题采用“3 黑”字体，作者姓名、单位名称、邮编、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等均

采用“5宋”字体并放在括号内，摘要及正文均采用“5宋”字体。 

5) 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职务及联系方式（地址、邮编、电话、E-mail

等）。 

6) 只接收电子版论文。来稿请注明“2013年有色金属锻造会议”。 

 

四、赞助商征集 

中国锻压协会举办会议的目的是促进行业发展，加强企业交流，实现行业与

企业的共同发展。为实现共赢的目的，会上通过多种宣传方式宣传企业，提升企

业知名度。 

钻石赞助商——赞助金额：人民币 3万元 

1) 大会晚宴赞助商 

2) 开幕式重点致谢 

3) 大会报告 1场 

4) 资料入袋（1册） 

5) 免费提供 3个参会注册名额 

6) 《会议文集》封二、封三或彩插广告一个（按照先到先挑选的原则） 

7) 小型展示位 1个 

8) 行业会议中心网站全年按钮广告 

黄金赞助商——赞助金额：人民币 2万元 

1) 开幕式重点致谢 

2) 大会报告 1场或资料入袋（1册） 

3) 免费提供 2个参会注册名额（可送给其客户） 



4）《会议文集》封二、封三或彩插广告一个（按照先到先挑选的原则） 

5) 小型展示展位 1个 

6) 行业会议中心网站全年按钮广告 

注：以上赞助方案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以最终协议内容为准。同级别

的赞助单位排名先后以报名的先后顺序为准；欢迎各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做针对性

的宣传。最终解释权归中国锻压协会所有。 

 

五、小型展示征集 

本次会议同期举办先进技术产品展示会，给企业提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欢

迎相关企业参加，有意向者请填写小型展示申请表。 

 展位价格：8000元/个 

 展位尺寸 3米×2米 

 赠送 2名代表参会名额 

 赠送《会议文集》彩色插页广告 

 

六、联系方式： 

中国锻压协会 会议部    刘钢（15901498569）  电话：010-68465045 

    传真：010-68465044    邮箱：confercence@chinaforge.org.cn 

 

 

 

 

 

 

 

 

 

 

 

 

 



附件二：2013年有色金属锻造会议报名表 

2013 年有色金属锻造会议报名表 

请填写清楚此表传真或电邮至大会组委会 刘钢收（15901498569） 

电话：010-68465045    传真：010-68465044     电子邮箱: liugang@chinaforge.org.cn 

1. 代表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联系人：               

邮    箱：                  网  址：                   手  机：                 

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E-mail                      企业参观□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E-mail                      企业参观□ 

2. 会议费用 （包括会议资料费、餐费、企业参观费用） 

□会员会议费  2,000元       □非会员会议费  2,300元        

3. 论文申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姓名：              □先生 □女士 电话：                邮箱：                          

4. 赞助商申请 

□ 我公司欲作为2013年有色金属锻造会议钻石级赞助商，金额：30,000元 

□ 我公司欲作为2013年有色金属锻造会议黄金级赞助商，金额：20,000元 

5. 其他宣传形式 

序号 宣传形式 金额（元） 序号 宣传形式 金额（元） 

1 代表证挂袋 4000 6 会议文集封底 6000 

2 代表证广告 5000 7 会议文集封二 5000 

3 资料入袋（一册） 5000 8 会议文集封三 4000 

4 X 展架/易拉宝 2000 元/个 9 会议文集彩插一 3500 

5 会议文集封面 6000 10 会议文集彩插 3000 

6. 展位申请       展位尺寸：6m
2
(3m×2m)      展位费用：￥8,000 元 

我公司欲在2013年有色金属锻造会议上申请小型展示，请选择您申请几个展位： 

□1个展位     □2个展位     □3个展位   

7. 以上费用总计：                元 

汇款信息：开户名称：中国锻压协会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王府井金街支行  

帐号：0200000709014447466      汇款单注明：2013 年有色金属锻造会议 

填表人签章：             填表日期：2013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