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届中国超声检测大会通知（第二轮通知） 

The 1st China Congress on Ultrasonic Testing 

各有关单位及同行学者、专家： 

第一届中国超声检测大会将于 2017 年 8 月 12 日-14 日在美丽的包头举

行。本届会议旨在加强超声检测领域的技术交流，洞察国际最新发展动向以及前

沿技术，来自国内外的与会专家学者共同研究超声检测技术领域的诸多技术热点

问题，进一步加深国内外学者的相互了解和合作，加快超声检测技术的研究、应

用和发展。会议将邀请各工业领域的知名专家做专题报告，并安排多个分会场进

行论文交流及仪器展览。热烈欢迎国内外超声检测学者、专家、研究人员、技术

人员积极投稿和参会，并欢迎超声检测设备器材生产销售企业和研发机构展示仪

器产品。 

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无损检测分会超声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内蒙古机械工程学会无损检测分会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昌航空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无损检测工艺技术中心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宝武集团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瑞祥模具有限公司 

硕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包头北方赛特检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特种钢及其制品检测及测试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 



组织委员会： 

主席：史亦韦，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副主席：周正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卢超，南昌航空大学 

徐春广，北京理工大学 

刘增华，北京工业大学 

毛捷，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张碧星，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陈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无损检测工艺技术中心 

罗云东，宝武集团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魏忠瑞，山东瑞祥模具有限公司 

香勇，硕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王子成，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谢晓宇，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 

学术委员会： 

主席：沈建中，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副主席：郭成彬，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黎连修，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成员：史亦韦，周正干，卢超，徐春广，毛捷，张碧星，陈颖，刘增华，罗云东，

王子成，香勇，魏忠瑞，谢晓宇，何存富，林莉，王召巴，李雄兵，王海涛，陈

以方 

程序委员会： 

主席：徐春广，北京理工大学 

副主席：王海岭，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香勇，硕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成员：潘勤学、毛月娟、孙思昳、王晓  

 

会议赞助商：山东瑞祥模具有限公司 

             



一、 大会特邀报告 

1. 报告题目：大型金属构件增材制造成型质量无损检测现状与需求 

报告人：巩水利，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2. 报告题目：坦克装甲车辆关键零部件无损检测失效分析  

报告人：杜劭峰，兵器 617厂总工程师 

3. 报告题目：铁道行业及其无损检测简介  

报告人：黎连修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金化所研究员 

4. 报告题目：航天超声检测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报告人： 何双起，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研究员 

特邀报告的详细介绍参见附件 1。 

二、 分会场论文报告 

1. 分会场主题 

（1）超声波动理论与仿真 

主持人：张碧星，刘增华 

主题报告： CL0 模态与管道中非对称分层缺陷相互作用仿真研究，何存富 

（2）超声阵列与可视化技术 

主持人：周正干，毛捷 

主题报告：相控阵超声检测方案设计关键技术及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周

正干 

（3）超声探头、仪器与自动系统 

主持人：王子成，谢晓宇 

主题报告：陶瓷内衬复合钢管超声自动检测技术及系统，朱晔 

（4）材料性能的超声评估 

主持人：徐春广，史亦韦 

    主题报告：非均质涂层特性超声无损表征研究，林莉 

（5）超声检测技术应用（一） 

主持人： 卢超，香勇 

主题报告：基于极值分布理论的微小缺陷超声检测方法，李雄兵 

（6）超声检测技术应用（二） 



主持人：陈颖，罗云东 

    主题报告：激光超声非接触测量技术在承压设备在役检测应用研究，王海涛 

2. 论文与报告 

（1）全文征稿，论文要求主题突出、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图表清晰，具有先

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格式见附件 2。会前继续接收论文投稿，投稿邮箱：

ccndt2017@163.com 

（2）所投稿件必须通过投稿人所在单位的保密审查，所有投稿论文视为作者已

经完成保密审查工作。 

（3）稿件审核后将以论文集的形式进行会议交流，优秀稿件将推荐至《无损检

测》等杂志刊登。 

三、 仪器设备展览 

本次会议设有专门的仪器设备展厅，有意参展的超声检测设备器材生产销售

企业和研发机构请与硕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香勇联系，联系电话 13910787225。 

四、参会信息 

1. 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8 月 12 日-14 日，8 月 12 日报到。 

会议地点：包头，万號国际酒店。 

2. 会议收费 

会议费：800 元/人，学生 400 元/人。食宿费用自理。 

仪器展览展台费：3000 元。 

会议费、展台费、赞助费可采用预先汇款和报到现场付款两种形式。 

汇款账号信息： 

名称：硕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健翔支行 

银行账号：01091122800120102003724 

统一开具“会务费”普通发票，请注明包头超声检测大会（会议费、展台费、

赞助费），并提供开发票信息（单位名称、税号等）。 

3. 酒店信息 

（1） 万號国际酒店：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钢铁大街 33 号，酒店 A座标间 



  



附件 1 大会特邀报告简介 

1. 报告题目：大型金属构件增材制造成型质量无损检测现状与需求 

报告人：巩水利，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特种加工首席专

家。高能束流加工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

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英国皇家焊接学会 Brooker奖获得者，“航空

报国金奖”获得者，国际焊接学会（IIW）航空专委会（SC-Air）主席，中国特

种加工学会增材制造专委会副主任。主要从事高能束流与特种能场制造技术方面

研究工作。 

报告摘要：介绍了金属增材制造技术成型原理、优势、特点，及其在武器装备中

的应用现状及广阔前景，提出了金属增材制造技术在质量控制及性能考核方面的

无损检测需求。说明了现阶段无损检测技术在金属增材制造领域的应用研究情况，

并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希望开展的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2. 报告题目：坦克装甲车辆关键零部件无损检测失效分析  

报告人：杜劭峰，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兵器集团首席科学家。特种车辆及其传

动系统智能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兵器 617 厂总工艺师。长期从事坦克装甲

车辆加工与智能制造技术研究。 

报告摘要：围绕坦克装甲车辆传动系统、行动系统、大型结构件等关键零部件，

开展生产制造过程中以及服役条件下的典型失效分析案例剖析，重点通过无损检

测方法，测试分析不同材料及服役状态的零件质量状态，分析由于残余应力等内

部损伤造成早期失效的原因。同时，结合坦克装甲车辆关键零部件特征和服役特

点，对超声残余应力检测和消除等新型检测技术提出具体需求。 

3. 报告题目： 铁道行业及其无损检测简介 

报告人：黎连修，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长期担任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金化

所无损检测研究室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无损检测分会第 3届～10 届委员会

委员或常务委员，并担任两届超声专业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铁路无损检测技

术和方法研究，尤其是超声检测原理及技术方面的研究，并主持铁道行业无损

检测人员资格鉴定及认证工作。 

报告摘要：简单介绍了铁道行业概况及其演变过程，回顾了我国铁路事业的发

展及技术进步，分析了无损检测技术在铁路运输中的重要作用、铁路无损检测



技术特点及其发展现状等，同时介绍了钢轨、车轴和车轮等铁路主要部件的无

损检测技术、方法及设备，并对铁路无损检测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3. 报告题目： 航天超声检测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报告人：何双起，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研究员，航天科技集团无损检测首席

专家。长期从事超声无损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超声自动无损检测设备研制工

作。 

报告摘要：简要介绍航天超声无损检测技术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结合航天型号

需求提出未来航天超声无损检测技术的几个重点发展方向。 

 

 

 

 

 

 

 

 

 

 

 

 

 

 

 

 



附件 2 论文格式 

一．全文请按下列格式修撰编排： 

正文写作字体为宋体五号。 

（一）前文 

1．中文题目（一般 20 个汉字以内为宜） 

2．作者署名 

（作者单位完整名称（高等院校署至院系，勿用简称），省、市地名+邮政编码） 

（多个作者单位在同一括号内用 1.、2.、……分列） 

3．中文摘要：（目的、方法、过程、结论；第三人称、过去式写法；一般 200 字左右） 

4．关键词：（3～8 个） 

5．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6．英文题目（一般 10 个实词以内为宜） 

7．作者署名汉语拼音（姓全部大写，名首字母大写，余小写，双名之间用连字符）（作者单

位英文名称，市地名+邮政编码，China） 

8．英文 Abstract：（一般 250 个实词以内，为了便于被国外刊物收录应较详细和突出文章

的重点）。 

9．英文关键词 Key words：（3～8 个） 

（二）正文（正文章节及其序号编写请参照期刊的方式） 

（三）后文 

1．参考文献 

2．致谢（需要时） 

二．其他注意事项为： 

1.保密单位应署公开的名称，不用代号。 

2.全文（包括图、表、参考文献、电脑空格等）请控制在 6000 字以内。 

3.图片尺寸一般 50mm×70mm；坐标图应标明中文物理量的名称、符号和单位。 

4.表格请用三线表（必要时可添加辅线）。 

5.[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参考文献请多引用本刊文章，以便检索发表）： 

(1)期刊：[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其中主要作者

写至第三人） 

(2)专著[M]、论文集[C]、学位论文[D]、报告[R]：[序号]主要责任者.文题题名[]. 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任选）. 

(3)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

（任选）. 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6.请在稿件首页左下方用横线隔开标注：（1）收稿日期、修订日期（亦可由编者加）；（2）

基金项目：名称（编号）；（3）第一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籍贯、工

作单位、职称、学位（研究生作者必须有导师署名和简介）。 

7.作者发稿前请先行全面仔细校对（特别是英文），尽力做到：论点严谨、数据可靠，言简

意明、图表清晰，标点准确、 符号明显，书写规整、格式一致；尤以 A4 纸打印为佳。 

 

 

 

 



附件 3 会议回执 

第一届中国超声检测大会会议回执 

姓 名  身份证号  

手 机    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工作单位  

付款单位  

住宿人数  性别  

预订客房 请分别选择以下酒店、标间和住宿的种类： 

万號国际酒店：□ A 座标间 428 元/天；□B 座标间 208 元/天 

恒隆酒店： □ 标间 300 元/天 

住宿的种类： □合住；□单住；□不住宿 

备 注  

请将回执返回给会务组 ccndt2017@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