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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制造技术中心 

中 国 航 空 学 会 制 造 工 程 分 会 

数字化制造技术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 
                                             

 

第七届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论坛（2015，贵阳） 

通知（第一轮） 

各有关单位： 

目前，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已在航空航天等各个领域得到

广泛应用，极大地提升了装配技术水平，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

的推广使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制造技

术中心、中国航空学会制造工程分会、数字化制造技术航空科

技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的第七届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论坛将

于 2015 年 8 月下旬在贵阳举行。 

前六届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论坛分别于 2009年～2014年

在北京、上海、三亚、西安、重庆、长沙成功举办，并在《航

空制造技术》杂志分别出版了“飞机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专

刊（第一、二、三、五、六届）及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了《第

四届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论坛论文集 装配数字化与自动化技

术》。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论坛促进了国内航空航天等领域装

配技术的交流和发展，推动了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在国内飞行

器制造等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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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论坛是集技术交流、展览展示、合作协商、现场参观

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学术活动。论坛面向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日

新月异的发展，遵循论坛精神，致力于为国内外航空航天等领

域相关生产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提供一个数字化柔

性装配技术学术交流和战略合作的平台，推动数字化柔性装配

技术更广泛、更深入的应用和发展。会议诚邀国内外航空航天

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科研技术人员及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参加。

论坛将在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的最新进展、新观点、新方法及

在国内外应用等方面进行技术交流，为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走

向新时代贡献智慧和力量。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制造技术中心 

中国航空学会制造工程分会 

              数字化制造技术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中航工业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 

承办单位：北京航维捷飞机自动钻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 《航空制造技术》 

航空制造网 www.aerotime.cn 

二、会议内容和主题 

本届论坛以目前的“工业 4.0 及中国制造 2025 战略”为

背景，以智能装配生产线为主题，内容同时涉及数字化柔性装

配技术的最新进展、新观点、新方法及在国内外应用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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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流和研讨，研讨内容包括： 

□数字化柔性装配产品设计 

□数字化装配建模与仿真 

□数字化装配协调与容差分配 

□先进装配与连接工艺 

□自动钻铆 

□数字化装配检测 

□数字化柔性装配装备 

□先进装配生产线 

□工业 4.0 

□装配生产线规划技术 

□智能装配技术 

□智能制造等 

三、会议日期  

2015 年 8 月 19 日          会议报到 

2015 年 8 月 20 日～21 日   会议报告、展览及研讨 

2015 年 8 月 22 日          会议参观 

2015 年 8 月 23 日          会议结束 

四、会议地点 

贵阳。 

五、会议征文及要求 

1、论文内容应符合论坛学术交流范围，主要涉及航空航

天等行业数字化柔性装配领域的理论、技术和应用等。 

2、论文未在公开出版物或国际会议、国内会议刊物正式发

表，内容提倡实用性、创新性和前沿性。论文应主题明确、能够

反映作者近期的研究进展或成果，文献综述类论文必须有作者的

独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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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文应文字流畅、采用数据可靠、插图/照片清晰，计量

单位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 

4、论文不得涉及国家秘密，投寄论文时须同时提交所在单

位的保密审查证明，文责自负。 

5、论文各部分内容完整，格式必须符合论文撰写规范（详

见附件 2）要求。 

6、参会论文须提交论文电子版及保密审查证明各一份，及

作者的详细联系方式（姓名、单位、通讯地址、邮编、电话、传

真、电子邮箱等），邮件标题注明“第七届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

论坛投稿”。 

7、会议论文全文及会议报告 PPT，请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

前发送至 yzoufang@sina.com 和 xgk@vip.sina.com邮箱内。论

文录用通知发送截止时间：2015 年 8 月 10 日。 

8、参会录用论文将由《航空制造技术》杂志陆续发表，优

秀论文将编辑出版成《航空制造技术》“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

专刊，欢迎各界同仁踊跃投稿。 

9、论文无论录用与否，原稿恕不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 

10、会议费收取采用银行转帐汇款或现金方式，汇款信息详

见附件 1。 

六、会务组 

组长：刘华东 

副组长：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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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员：许国康、王姮、董婧婧、袁伟 

联系人：许国康（13810262449），王姮（13720007012） 

董婧婧（18810846770），袁伟（18674450769） 

电话：010-85701595/2430，传真：010-85701420 

通信地址：北京 340 信箱 105 室，邮政编码：100024 

附件 1：参会回执            

附件 2：论坛论文撰写规范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学会      

制造技术中心                       制造工程分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二○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数字化制造技术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 

二○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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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会议回执 

本次会议收取会议费 2000 元/人，其中包括 19 日的晚餐到 23 日早餐、会议资

料费、参观费及杂费等。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会议费收取方式：银行转账及现金。 

第七届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论坛参会回执 

回    执       请于 2015年 7 月 10日前传回（复印有效） 

单  位  

联系人  部门  职务    

电  话  
传真  邮箱  

手  机  

通信地址  邮编  

参加 

人员 

情况 

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联系电话 标间 单间 

       

       

       

       

是否做报

告 

演讲人  

演讲题目  

 

汇款信息： 

联系地址：北京340信箱105室  邮政编码：100024  

电话：010-85702430  传真：010-85701420  

e-mail: xgk@vip.sina.com  

户名：北京航维捷飞机自动钻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帐号：0200006809006895393  

开户行：北京市工行管庄支行  

联系人：邢玉萍（18611457626）、王姮（13720007012）、许国康（13381227269） 

mailto:xgk@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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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论坛论文撰写规范 

 

文章要求内容准确，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篇幅一般不超过 6000 字。论文

包括题名、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另请在稿件

首页脚注处写明论文所属课题或基金项目类型及其批准号。用 Word 格式双栏排

版，页面参数为：规格，A4；上下边距，28mm；左右边距，15.5mm；栏间距，2

个字符。请提供激光打印稿、Word 格式电子文件。 

 

具体要求: 

1. 中英文题名。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2号黑体，行距为固定值，

32磅）。 

2. 中英文摘要。摘要应具独立性和自明性，不用“本文”“作者”等词。一

般在100字左右（5号楷体）。 

3. 关键词（中英文）。关键词3-5个（5号黑体）。 

4. 正文与标题。 

正文为5号宋体。文中标题一律左顶格排版，序号后空一个字再接排标题。

引言编号为“0”，可省去编号和“引言”二字。一级标题“1，2，3，…”为小4

号黑体；二级标题“1.1，1.2，…”为5号黑体；三级标题“1.1.1，1.1.2，…”

为5号楷体。 

5. 量和单位。 

文中技术词语、计量单位与符号应符合国家公布的标准，符合GB规定的量和

单位名称、符号和书写规则。应注意外文字母的正斜体、黑白体、大小写和上下

角标的表示。量符号（除pH外）一律用斜体，计量单位用正体。 

6. 插图（图题需提供中英文）。 

插图需注明图序和图题（5号楷体居中）；图中如有外文要译成中文，图中文

字为小五号宋体。插图的高度不超过版芯的高度。宽度不超过16 cm。插图精度

为原大不小于300dpi，插图格式为.tiff，.dwg或矢量格式。 

7. 表格。 

建议用三线表。给出表序和中文表题（5号楷体，居中）; 表中有外文的要

译成中文，文字为小五号宋体，居中;表注为小五号宋体，左齐；表的外框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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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磅，内线宽为3/4磅。 

8. 参考文献。 

只列出已经公开出版、且在文中直接引用的主要文献。参考文献按文中出现

的先后顺序编号。参考文献的标题为5号黑体,正文为小五号宋体。各类文献的著

录格式如下。 

期刊：作者.题名.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专著：作者.书名.版本（第1版不著录）.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

页码. 

论文集：作者.题名.//编者.论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

码.  

学位论文：作者.题名[D].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 

会议论文：作者.题名.会议名称，会址，会议年份 

专利文献：专利申请者.专利题名.专利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

日期. 

文献作者3名以上则只列前3名，后加“，等”或“, et al”。外文作者姓前

名后，首字母大写，名缩写，不加缩写点。 

9. 请勿一稿多投，稿件投递90天内未收到本刊稿件接受通知的，作者可自

行处理，无论刊登与否恕不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10. 请务必注明第一作者或联系人的详细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办公电话、

手机、传真、E-mail等联系方式，以便及时与作者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