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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第三专业信息网第 40 届技术交流会暨 

第四届空天动力联合会议 

招展通知 

航空航天各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校、产业园区及相关单位： 
中国航天第三专业信息网第40届技术交流会暨第四届空天动力联合会议定

于2019年8月14日至18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本届会议由中国航天第三专业信

息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由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能源工程与科学学院、湖北航天化学技

术研究所、昆明理工大学、上海空间推进研究所、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西安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

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六院四十一所、《推进技术》编辑部、高超声速冲压发

动机技术重点实验室和北京久久国际会展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由三网60余家成

员单位协办。会议将本着“构建平台、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宗旨，邀请相

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航空航天推进技术研究进展，探索各研究领域的

发展思路和途径。 

为更好地推进空天动力联合会议的国际化进程，加强产学沿用结合，促进

航空航天推进技术领域相关单位的深度对接合作，会议期间举办第四届空天推

进技术展会，面向全国从事航空航天推进技术相关研究、制造和服务的单位招

展。期待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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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安排： 

会议时间：2019年 8月 14日至 18日（14日全天报到） 

会议地点：云南省昆明市 

会议日程安排：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8月 14日 

全天 报到 工作组 

8月 15日 

8：30-12：00 

1、 开幕式（含录像片）、领导致辞 30min 

2、 合影 20min 

3、 大会主题报告（外籍专家 3个）150min 

 

12：00-14：

00 

自助午餐 工作组 

14：00-18：

00 

大会主题报告（5-6个）  

18：00-20：

00 

自助晚餐 工作组 

8月 16日、17日 

8：30-12：00 分论坛交流（10-12个专业组、10-12个分会

场） 

分论坛主席 

12：00-14：

00 

自助午餐 工作组 

14：00-17：

00 

分论坛交流（10-12个专业组、10-12个分会

场） 

8月 17日墙报交流 

分论坛主席 

17：00-17：

30 

优秀论文评选（8月 17 日下午）  

17：30-18：

00 

闭幕式 优秀论文颁奖 嘉宾致词  

18：00-20：

00 

自助晚餐 工作组 

8月 14日——17日 

全天 展会，自由交流 工作组 

二、大会组织机构 

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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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耿东  院  士（大连理工大学） 

丁  汉  院  士（华中科技大学） 

樊会涛  院  士（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甘晓华  院  士（空军研究院） 

何国强  副校长（西北工业大学） 

侯  晓  院  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乐嘉陵  院  士（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张贵田  院  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张立同  院  士（西北工业大学） 

大会主席： 

凌文辉  所  长（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三网网长） 

共主席： 

    鲍  文  教  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能源工程与科学学院/三网副网长） 

    干效东  副所长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三网副网长） 

何景轩  副所长（西安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三网副网长） 

李  平  所  长（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三网副网长） 

梁国柱  副院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三网副网长） 

庞爱民  所  长（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三网副网长） 

王永平  所  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六院 41所/三网副网长） 

王占学  院  长（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三网副网长） 

魏  青  副所长（上海空间推进研究所/三网副网长） 

组委会： 

张雅凤  主  任（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三网秘书长） 

包海涛  高级工程师（上海空间推进研究所/三网副秘书长） 

戴仙雅  研究员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三网副秘书长） 

缑林峰  副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三网副秘书长） 

刘美红  教  授（昆明理工大学） 

鲁国林  研究员（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三网副秘书长） 

史宏斌  研究员（西安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三网副秘书长） 

张  俭  高级工程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六院 41所/三网副秘书长） 

周  军  研究员（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三网副秘书长） 

周伟星  教  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能源工程与科学学院//三网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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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会展示范围： 

航空航天推进技术相关产品及技术 

1．非标设备:推进技术试验相关非标工程技术、安防工程技术、高温高压用传感器技

术、航空航天用电安全技术、难熔金属成型技术、民用低成本无人装备等；  

2．航空航天制造装备技术：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设备、精密数控机械、表面处理技术、

焊接； 

3．工艺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材料先进加工技术、3D打印技术、复合材料结构工艺技术、

特种加工工艺等；  

4．航空航天用新材料：先进复合材料、先进高温材料、高性能阻燃材料、烧蚀材料、先

进防腐涂料、阻尼减震材料、碳纤维复合新材料、陶瓷基复合材料、低密度材料等； 

5．航空航天发动机先进控制、高温智能执行机构、发动机先进供油装置、发动机先进半

实物仿真及测试设备、设计仿真技术模型库建设、发动机嵌入式软硬件设计技术、发动机先

进传感器技术； 

6．超算服务平台、云计算及其它相关计算服务等； 

7．与航空航天动力领域相关的其它技术。 

四、展示特色： 

专业性强、覆盖面积广、服务完善、广泛宣传、政府重视、商机无限                                                                                                       

 

备注：参展费用及宣传展示项目等详尽事宜请联系展会联系人，展会宣传展示位置根据

各展商的报名先后顺序选择区域，展示面积由会议主办方统一划定。 

 

展会联系人： 

联系人：管慧   

电  话：010-68742947/88534654    

手 机：18500388949 

传 真：010-68742580    

邮 箱：sanwangjob@126.com  

mailto:sanwangjob@126.com
mailto:sanwangjo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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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www.aspowercn.com 

微信公众平台：“航天三网”，微信公众号：aspowercn   

 

  

http://www.aspower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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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第三专业信息网第 40 届技术交流会暨 

第四届空天动力联合会议 

企业宣传展示申请表 

参展单位信息 

公司名称  

联系人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电话  手机  邮箱  

赞助类型  

 

本人声明已经阅读中国航天第三专业信息网第 40 届技术交流会暨第四届空天动力联合会

议招展函，并将代表本公司签署此份参展申请表。 

本人签字：                           申请日期：                     

请参展企业详细填写本协议签字并扫描发邮件至大会会务组。 

 

mailto:ccccservice@126.com
mailto:ccccservice@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