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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色学字〔2021〕19号 

                                                                                                            

关于召开 2021 智能矿冶加工技术和装备高端论坛的通知 

（第三轮）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国科协“科创中国”试点工作意见，推动智能

矿冶技术与装备协同发展，交流和共享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的最

新成果，提高智能制造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由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和有色金属智能制造联盟主办，力博重

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的“2021 智能矿冶加工技术和装

备高端论坛”定于 4 月 23～25 日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4 月 23

日全天报到）。 

有色金属智能制造联盟是在工信部指导下，由多家从事有色

金属行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成立。论坛是联盟的重要学

术会议，每年举办一次。论坛宗旨是为我国有色金属行业从事智

能矿冶加工技术与装备的科研、开发和产业化的领导、专家、学

者、企业家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搭建一个交流平台，共享最新研

究成果，促进我国有色金属智能矿冶加工技术与装备迈上新台阶。 

本次论坛涵盖智能矿山、智能工厂、绿色矿山、绿色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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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循环、环境保护、材料加工等领域。中国工程院汪旭光、孙

传尧、蔡美峰、钱锋、桂卫华、唐立新等院士专家将出席会议，

预计规模 400 人左右。欢迎学会分支机构及地方有色金属学会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和秘书长等领导列席会议。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有色金属智能制造联盟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泰安市科学技术协会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 

协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服务中心 

北京北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铝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集团三山岛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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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期生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东北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中广核智能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合工仿真技术有限公司 

艾默生过程控制有限公司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有色金属智库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 

《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中、英文版） 

《稀有金属》（中、英文版） 

《分析检测》英文版 

《有色金属（矿山部分）》 

《中国钨业》 

《稀有金属与硬质合金》 

二、大会组委会 

大会主席：贾明星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4 

 

          桂卫华  中南大学 

副 主 席：（排名按姓氏笔画） 

丁福志、文欣荣、史海波、丛力群、刘  诚、闫晓青、孙  伟、

阳春华、李  劼、张  强、张  媛、张明威、何永勇、周满山、

周爱民、孟宪宇、赵景申、战  凯、贺剑锋、铁  军、曹  斌、

喻仁盛、鄢  锋 

委    员：（排名按姓氏笔画） 

王亲猛、卢  明、卢烁十、刘  建、孙永升、孙  备、朱瑞军、

张元生、邢耀文、陆红艳、周贺鹏、姜晓红、黄科科、黄宏艳、

盛  佳、常  欣、韩海生、蔡幼忠 

秘 书 长：张洪国 

三、分会场设置 

1. 智能矿山与矿山安全 

2．绿色选冶与清洁生产 

3．生产过程先进监测与智能优化控制 

4．有色金属生产过程智能装备 

5．有色金属智能制造数字技术 

6．科创中国系列活动 

四、部分出席院士专家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1.汪旭光  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冶科技集团教授 

2.孙传尧  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圣.彼得堡工程科学院院

士、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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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美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4.钱  锋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 

5.桂卫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 

6.唐立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副校长、教授 

7.战  凯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员 

8.刘  诚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教高 

9.曹  斌  中铝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  

10.张  媛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教授 

11.王紫千  中铝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12.蔡幼忠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高级专家、教高  

13.刘海威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教高  

14.楚金旺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主任、教高 

15.郭天宇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主任、高工  

16.梅国栋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矿山所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17.余  斌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 

18.张元生  北京北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 

19.喻仁盛  江西瑞林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经理 

20.赵  东  北京瑞太智联技术有限公司信息工程设计部经理 

21.窦旭东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2.赵尔丞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工业设计研究院院长 

23.张汉阔  山东黄金集团三山岛金矿矿长 

24.张翼翔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智能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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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高级工程师 

25.陈春灿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技术服务公

司副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 

26.刘金庭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际山河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27.鄢  锋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

（研发中心）副部长、正高级工程师 

28.刘卫平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技规划部部长 

29.王国明  德国西门子公司总经理 

30.董桂海  中地宝联（北京）国土资源勘查技术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31.李  鑫  北京安期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  

32.黄宏艳  北京合工仿真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33.谭曙光  北京惠而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34.吴  阳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矿山行业经理 

35.侯善永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矿山行业顾问 

36.陆红艳  艾默生过程控制有限公司行业经理 

37.刘小娟  中广核智能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总监 

38.何永勇  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39.阳春华  中南大学院长、教授 

40.孙  伟  中南大学院长、教授 

41.李勇刚  中南大学教授 



7 

 

42.王亲猛  中南大学副主任、副教授 

43.岳  彤  中南大学副教授 

44.黄兆可  中南大学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45.何安瑞  北京科技大学院长、教授  

46.彭功壮  北京科技大学助理研究员 

47.刘  敏  同济大学、研究员 

48.文书明  昆明理工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教授  

49.刘  建  昆明理工大学所长、教授  

50.邓久帅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 

51.邢耀文  中国矿业大学  研究员 

52.孙永升  东北大学主任、教授  

53.周贺鹏  江西理工大学主任、副教授 

54.高云鹏  湖南大学省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教授 

55.卢  明  湖南科技大学副院长、教授  

56.黄良沛  湖南科技大学/教育部先进矿山装备工程中心副主任 

57.李育彪  武汉理工大学主任、教授  

58.董宪姝  太原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59.寇子明  太原理工大学教授 

60.张  强  山东科技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61.吕宪俊  山东科技大学院长、教授  

62.李  琳  山东科技大学副院长、教授  

63.朱向楠  山东科技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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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纪洪泉  山东科技大学副教授 

65.程  伟  贵州大学主任、教授  

66.曹  钊  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授 

67.崔铁军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教授、中绿盟矿山安全与应急

专委会秘书长 

       … … 

五、会议日程 

会议时间：2021年 4月 23～25日 

会议地点：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宝盛大酒店 

日 期 活动安排 

4月 23日全天 会议代表注册 

4月 24日上午 

开幕式 

1.领导致辞 

2.企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3.大会特邀报告 

4月 24日下午 分会交流 

4月 25日上午 分会交流 

六、酒店信息 

1．泰山宝盛大酒店（五星级）  368 元/晚（双床/大床） 

地址：泰安市泰山区迎胜路 367号 

2．泰山丽景美仑酒店（四星级）  248元/晚（双床/大床） 

地址：泰安市泰山区迎胜路北首 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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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住房紧张，请参会代表尽快在会议平台注册及预订酒店。 

七、招商招展 

为宣传和展示智能矿冶加工技术与装备行业的新技术、新成

果，大会期间将举办相关展览，有意参展的单位请与学会秘书处

联系。 

八、会务事项 

1.会议注册网址： 

https://hy.castscs.org.cn/conf/index/info/1340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2.会议付款 

3 月 31 日前（含 3 月 31 日）为 1800 元/人，3 月 31 日后及

现场缴费为 2000 元/人。学生代表为 1200 元/人。会议期间参会

代表食宿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付款方式：会务系统在线支付、银行汇款 

开户名称：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百万庄支行 

银行账户：0200 0014 0901 4413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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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人：  刘为琴  010-63971451   18210580096  

              李  芳  010-63961460   15727373609 

李  勤  010-63971458   13691163916 

张琳琳  010-63965399   15011360978 

              尹  普  010-63965399   13601241299 

财务联系人：  冯  翠  010-63971454   13520962843 

注册平台咨询：石  悦  010-85775657   13911852318 

              马  磊  010-85775657   13439483004 

传  真：010-63965399   

邮  箱：nfsocgnb@163.com 

    网  站：http://www.nfsoc.org.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2号，邮编：100814 

 

附  件：分会场设置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2021 年 3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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