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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工学会文件

兵学字[2018]32 号

2018 第五届装备环境工程发展论坛

征 文 通 知(第二轮)

装备环境工程发展论坛是我国装备环境工程领域高层次的学术盛会，每两年举

办 1届。自 2010 年起，先后在西双版纳、银川、南昌、合肥成功举办 4届，是环境

工程领域专家学者学术研讨、实践切磋、思想碰撞、信息共享的重要平台，受到该

领域专家的高度支持和科研工作者的广泛认可。2018 第五届装备环境工程发展论坛

拟定于 9 月 19—22 日在哈尔滨召开。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共享环境工程技术 促进军民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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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组织

（一）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兵工学会

联合主办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

承办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国防科技工业自然环境试验研究中心 海洋腐蚀与防护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航空综合环境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重庆银河试验仪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众志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中国兵工学会防腐包装专业委员会 重庆市（四川）兵工学会

重庆五九期刊社

协办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 北京机电工程研究所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六〇研究所 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研究所 水动力学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三研究所 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

中航工业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 北方夜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材料环境腐蚀平台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支持媒体：

《装备环境工程》杂志、《表面技术》杂志、《包装工程》杂志、中国腐蚀与防护网



3

（二）学术委员会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 浚（中国工程院院士 环境控制与环境模拟技术专家）

刘永才（中国工程院院士 飞航导弹武器系统技术专家）

刘尚合（中国工程院院士 静电与电磁防护工程专家）

邱志明（中国工程院院士 海军舰载装备武器系统专家）

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伦武 （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按姓氏笔画排名）

孙明先（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二五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向树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研究员）

汤智慧（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表面工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沈玉梅（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赵贵哲（中北大学副校长，教授）

徐 明（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首席技术官，研究员）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一楠（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高级工程师） 马小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王 冬（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研究员） 牛宝良（中物院总体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王浩伟（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研究员） 田 笑（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研究员）

刘宇明（航天科技 511 所高级工程师） 孙 岩（中国兵工学会高级工程师）

吕俊军（中船重工第七六〇研究所研究员） 孙建勇（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李长虹（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肖文萍（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研究员）

张少楠（航天科技 514 所高级工程师） 苏 艳（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研究员）

沈祖辉（中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研究员） 张熙川（中航工业西安飞行自动控制所研究员）

陈忠明（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研究员） 陆 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究员）

陈跃良（海军航空兵大学教授） 陈群志（空军第一研究所研究员）

金 涛（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赵 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http://www.so.com/link?m=aeAGfh2shZwf4CmphYuk8KD9iYcnv4OQFoOffL4mEOPqMH8ljbp7Wjm7dRDwOVJK8BM5vHzXpDeKLqGdN8j31dYjjIBjMPFZtZ8tRwq7tbPrUrWYoo7Bfroq0EW4%3D
http://www.so.com/link?m=aBrboVSQNakhx6PBR1IsLTR2%2BJFh2uA0TgDkpuPciXf8M39iZ40AizBGioTAIZLSBaFk7bC1Niux%2F4e0093%2BPmkFUKsggezD5U42G9Cq%2BNMgzhoj1
http://www.so.com/link?m=aDXJ5y1vpNV1IQmS%2FXml%2FiyvmE0x%2F38DqNMS%2Fcwd2zR%2FM%2BBYbxdXnWDMZjBHUFREv29YrCaKgtKMI7zaX5nyM%2BQ%3D%3D
http://www.so.com/link?m=aeAGfh2shZwf4CmphYuk8KD9iYcnv4OQFoOffL4mEOPqMH8ljbp7Wjm7dRDwOVJK8BM5vHzXpDeKLqGdN8j31dYjjIBjMPFZtZ8tRwq7tbPrUrWYoo7Bfroq0EW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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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营（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研究员） 胥泽奇（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研究员）

洛 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顾 民（中船重工第七〇二研究所研究员）

徐 刚（中航工业洛阳光电设备研究所研究员） 钱兆俊（中船重工第七〇四研究所研究员）

曹文洲（北京机电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董龙雷（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程丛高（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温世峰（西北工业大学教授）

樊秋芹（中航工业庆安西安 114 厂高级工程师） 瞿新辉（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研究员）

（三）论坛组织委员会

主任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于小虎（中国兵工学会秘书长，研究员）

吴护林（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副主任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李明海（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总工程师，研究员）

赵保平（北京机电工程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傅 耘（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蔺存国（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二五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春辉（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冯金龙（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工程师）

李玉伟（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工程师） 李 明（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周 堃（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研究员） 庞传和（北京机电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侯 健（中船重工第七二五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殷宏斌（中国兵工学会工程师）

三、征文范围

1、环境观测与应用，包括（不限于）：

⑴环境（大气、海水、空间、电波、诱发）因素测量与采集技术

⑵环境分析、预计与建模仿真技术

⑶装备平台诱发环境采集处理技术

⑷海外、极地环境观测

http://www.so.com/link?m=aPyjlExPBGSX9XKeSv7Z2G05FqjcIKR3X7hv%2B11Arsz86J1EhpLRt8v33sL7Xr8O%2BmdYe%2BAmRIlBI4UGpNtjoaKFKu3djw0IFqo9XGqyafSJ3N2KUfEmEEgEPNtUFP%2FWI
http://www.so.com/link?m=aBrboVSQNakhx6PBR1IsLTR2%2BJFh2uA0TgDkpuPciXf8M39iZ40AizBGioTAIZLSBaFk7bC1Niux%2F4e0093%2BPmkFUKsggezD5U42G9Cq%2BNMgzho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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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效应观测与分析技术，包括（不限于）：

⑴环境效应观测与检测新技术

⑵环境效应演变规律及机理研究

⑶环境控制与环境影响抑制技术

3、环境试验方法与试验设备，包括（不限于）：

⑴自然环境与实验室环境加速试验新技术与设备

⑵自然环境动态试验/工况试验技术与试验设备

⑶综合环境试验技术

⑷加速贮存试验与寿命试验技术

4、环境适应性设计与评价，包括（不限于）：

⑴装备环境适应性表征与要求确定

⑵环境适应性评价与预计仿真新技术

⑶在役装备（产品）环境适应性评价与改进对策研究

⑷贮存环境适应性与寿命评估技术

5、装备环境工程基础数据建设与应用（不限于）：

⑴数据挖掘与建模技术

⑵数据共享与服务

⑶环境数据应用技术

⑷“一带一路”沿线环境条件及产品环境适应性分析

6、装备环境工程理论与管理，包括（不限于）：

⑴环境工程标准研究

⑵装备全寿命环境工程管理

⑶国内外环境试验站网管理、试验室管理与运行情况

⑷环境适应性与其他通用质量特性的关系

⑸装备环境工程与试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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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论坛专业方向和组织单位

1、名称：产品服役性能与寿命试验评估技术

组织单位：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国防科技工业自然环境试验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执行主席：周堃 高级工程师 联系人：周漪

主要议题：围绕装备(产品)多环境、多地域、高可靠、长寿命服役的要求，针

对复杂环境、复合应力、动态载荷等条件下装备(产品)服役行为的试验考核、评价

关键共性技术问题，以推动产品寿命试验评估技术发展，提升产品环境适应性为目

标，聚焦结构、零件、部组件及整机级产品，研讨交流结构环境损伤演变规律与机

理、结构性能表征与检测技术、自然环境-工况载荷耦合试验技术、多气候环境因素

综合试验技术、装备力学环境试验设备研发和设计、弹箭产品贮存寿命预测技术与

延寿方法、产品服役性能综合评价方法和理论、结构环境损伤仿真技术等新技术、

新方法、新理论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

2、名称：海洋环境试验及装备效应评价技术

组织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海洋腐蚀与防护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研究所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六〇研究所

水动力学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执行主席：孙明先 研究员 联系人：侯健

主要议题：针对海洋环境下服役的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及整机装备的失效

问题，以推动海洋环境试验评价技术发展，提升装备海洋环境适应性水平为目标，

聚焦海洋装备面临的新环境（装备平台、多因素耦合）及热点海域（南海、远海、

水下及深海），主要围绕海洋环境监测技术及数据分析、海洋装备平台环境特征及

效应分析、装备海洋环境试验评价新装备新技术、海洋环境装备腐蚀老化规律及机

制、海生物附着演替及对海洋装备的影响、装备海洋环境腐蚀控制新材料新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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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研讨交流。

3、名称：航天飞行器力、热（耦合）环境预示与综合试验技术

组织单位：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

协办单位：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北京机电工程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

执行主席：王一楠 高级工程师 联系人：马林林

主要议题：围绕我国航天飞行器发展需求，针对装备面临的飞行气动力、热、

噪声、分离装置等激励源诱发的力、热（耦合）环境的分析、预示和试验等技术问

题，以促进我国未来飞行器装备的环境分析、试验条件设计、试验考核能力以及产

品的环境适应性设计技术水平发展为目标，分论坛主要围绕飞行器声振耦合环境分

析与预示技术、分离冲击环境分析与预示技术、力热耦合环境分析与预示技术、地

面力热综合环境试验技术、飞行器产品力热环境适应性设计技术等前沿科研成果开

展研讨交流。

4、名称：航空装备环境及环境效应分析、模拟与设计

组织单位：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航空综合环境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

执行主席：傅耘 研究员 联系人：李明

主要议题：面向航空装备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要求，针对现阶段航空装备在研制

和部署使用中面临的环境适应性新问题，突出航空装备寿命期任务和环境特点，围

绕航空装备寿命期环境测量、分析与预计，环境效应监检测与机理分析，特殊环境

及综合环境效应的模拟，环境适应性设计与评价，环境适应性系统解决方案等方向

涌现的新思路、新技术和新应用进行研讨交流。

五、征文事项

1、征文要求

（1）投稿方式：以 word 文档发送至邮箱：wjqk59@126.com，注明“会议论文”，

进行投稿。

mailto:wjqk59@126.com，注明“会议论文”，进行投稿。
mailto:wjqk59@126.com，注明“会议论文”，进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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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详细填写以下表格，并随稿件返回。
姓名 单位 邮编、单位地址 手机/座机 E-mail 职务/职称

（3）投稿论文切勿涉及保密内容，请作者确保论文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所投

稿件必须经所在单位对相关内容进行保密审查，并提交加盖公章的不涉密审查证明。

（4）论文格式要求参照《装备环境工程》杂志的投稿指南。

2、论文集

（1）通过学术委员会专家评审，符合要求的将收录至论文集。

（2）评选出优秀论文，将颁发荣誉证书，优秀论文可申请做大会交流。

（3）部分优秀论文，推荐至《装备环境工程》杂志正刊发表。

3、本次论坛征集部分主题报告，有意愿的专家可直接与会务组联系。

4、征文截止时间：2018 年 7月 10 日。

六、联系方式

会务组：重庆五九期刊社（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渝州路 33号）

电话/传真：023-68792283 邮 编：400039

联系人：钟克萍 15922660526 李 颖 13638311766

陈 作 15123174151

协同联系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侯 健 13969751157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李 明 13810338020

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 马林林 18500654335

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周 漪 13983695706

中国兵工学会学术与组织管理部 殷宏斌 010-68963055

中国兵工学会（代章）

2018 年 5月 10 日

抄送：

2018 年 5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