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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六届国际热机械加工会议”的征文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金属学会和东北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六届国际热

机械加工会议”将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至 26 日在辽宁省沈

阳市召开。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作为此次会议的承办单位，巴西金属学会、意大利冶金学会、

美国钢铁技术协会、捷克冶金学会、德国钢铁学会、奥地利

冶金学会、印度金属学会、日本钢铁协会和韩国金属学会作

为此次会议的协办单位。

“国际热机械加工会议”（英文名称：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rmoMechanical Processing，会议英文简称：

TMP Conferences）为国际热机械加工领域极具权威性和影响

力的系列学术盛会，自 2000 年创立以来，得到了国际同行

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参与，并形成了每四年召开一次的系列性

国际会议，这是首次在中国举办。

本次会议旨在加强世界各国的热机械加工领域学术交



流，展现世界热机械加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为国内外同

行提供高水准的技术交流平台，促进国际热机械加工领域的

不断创新。

大会将邀请国际热机械加工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介绍

最新科技进展，交流近年来取得的技术成果，探讨关键技术

问题的解决途径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希望我国热机械加工领

域的科技工作者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充分利用国际学术交

流平台，投稿参会，积极展示我国在该领域科技创新的成就，

了解世界各国在研发、生产及应用等方面所取得的科技进步

和成绩。

一、征文范围

会议的主题围绕钢铁和有色金属材料的热机械加工领

域，覆盖三个方面：工艺和产品开发、物理冶金学以及智能

制造。其中：

1、热机械加工工艺及产品开发：

包括热轧带钢、中厚钢板以及长型材控制轧制控制冷却

工艺及产品，CSP/ESP、薄带连铸等短流程工艺及产品、热

冲压成形工艺及产品、锻压成形工艺及产品；有色金属材料

（铝、铜、镁、钛等）轧制、挤压、拉拔等的热机械加工工

艺及产品。

2、热机械加工物理冶金学：

包括 TMP 工艺条件下的材料计算和模拟、组织和性能

之间的关系，TMP工艺过程的再结晶、析出和相变组织调控，

连铸、凝固等控制，在线热处理原理、钢的氧化与基于氧化



行为控制的热轧工艺。

3、智能制造：

包括热机械加工过程的工业大数据分析，工业互联网平

台与信息物理系统构建，关键过程数字孪生系统研发，TMP

工艺过程质量控制与智能优化决策等。

二、主办单位

中国金属学会

东北大学

三、承办单位

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四、协办单位

巴西金属学会 意大利冶金学会 美国钢铁技术协会

捷克冶金学会 德国钢铁学会 奥地利冶金学会

印度金属学会 日本钢铁协会 韩国金属学会

五、会议组织机构

会议名誉主席

干勇 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中国金属学会

会议主席

王国栋 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东北大学

潘复生 中国工程院 院士 重庆大学

H. K. D. H. Bhadeshia 教授 剑桥大学

顾问委员会

才鸿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丁文江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

何季麟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色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

黄伯云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南大学

黄庆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太原科技大学

李鹤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管材研究所

刘正东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钢铁研究总院

马鸣图 教授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毛新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科技大学

聂祚仁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工业大学

王一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翁宇庆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钢铁研究总院

谢建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科技大学

徐惠彬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薛群基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殷国茂 中国工程院院士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殷瑞钰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钢铁研究总院

雍岐龙 教授 钢铁研究总院

张新明 教授 中南大学

赵振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周 廉 中国工程院院士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左铁镛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工业大学



技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昭东 东北大学 中国

熊柏青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Peter D. Hodgson Deakin University 澳大利亚

Wolfgang Bleck RWTH Aachen University 德国

委员：

G. Angella CNR IENI 意大利

Marcello Baricco Università di Torino 意大利

F. Bonollo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Padova

意大利

Bruno Buchmayr Montanuniversität Leoben 奥地利

Francisca G.
Caballero

National Center for
Metallurgical Research
(CENIM-CSIC)

西班牙

董瀚 上海大学 中国

Mingxin Hua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国香港

姜周华 东北大学 中国

Zhengyi Jiang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澳大利亚

康永林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

Rudolf Kawalla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gakademie Freiberg

德国

Hyeong-Jin Kim Hyundai Steel 韩国

李自刚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刘清友 钢铁研究总院 中国

刘振宇 东北大学 中国



刘永长 天津大学 中国

Carlo Mapelli Politecnico di Milano 意大利

Devesh Misra University of Texas 美国

Kenichiro Mori Toyohas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日本

Eric J. Palmiere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英国

A. Schneider Dillinger Hütte 德国

Mick Steeper IOM3 英国

孙宝德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

王慧远 吉林大学 中国

王同敏 大连理工大学 中国

Zhigang Wang Gifu University 日本

杨锐 中科院金属所 中国

杨志刚 清华大学 中国

易红亮 东北大学 中国

张殿华 东北大学 中国

张丕军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赵明革 首钢集团 中国

张士宏 中科院金属所 中国

Jizhao Zheng China Steel Corporation 中国台湾

Sybrand van der
Zwaag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荷兰

王建锋 通用汽车（中国）科学研究院 中国

组织委员会：

主任委员：

赵沛 中国金属学会



委员：

袁国 东北大学

程鼎 马钢集团

楚觉非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邸洪双 东北大学

郭爱民 中信金属

姜尚清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李建民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李迅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文胜 中南大学

沙孝春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孙卫华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王洪 五矿营口中板有限责任公司

王全礼 首钢集团

王新东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徐伟 东北大学

杨才福 钢铁研究总院

张福成 燕山大学

张贵玉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张忠桦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赵永庆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会议秘书长

王新江 中国金属学会

会议副秘书长

宋青 中国金属学会

徐伟 东北大学



六、会议语言

本次会议工作语言为英文。

七、征文要求

欢迎相关科技工作者根据会议主题撰写论文，并将英文

摘要（不少于 300字符）通过会议网站：www.tmp2020.com

在线提交，摘要截止日期为 2019年 12月 15日。如在提交

摘要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会议秘书处联系。

八、展览与招商

欢迎相关企业在会议资料上刊登技术广告，并对会议进

行支持。会议将附设展览和墙报展示区域。详情请与会议秘

书处联系。

九、会议秘书处

联系人：

东北大学 贾涛 王晨充 电话：024-83681190

中国金属学会国际部 赵欣

电话：010-65211205 13439682609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76号

E-mail: tmp2020@csm.org.cn

Website: www.tmp2020.com

会议的各有关事项，请留意会议网站的信息更新。

中国金属学会

2019年 11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