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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中国激光、3D打印和先进制造工程师创客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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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T 2017 第十一届亚洲（深圳）国际激光应用技术论坛以国民经济支柱行业的激光应用为主线，重点围绕中国华南激光

产业应用需求，以精密、高效、柔性、成套，绿色为方向。深入分析激光及3D打印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广东

省及深圳地区激光产业链科技创新献计献策，对于促进我国激光产业健康、有序、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坛概述

主 办 单 位
广东省光学学会                                广东省激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湖北省暨武汉激光学会                     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激光分会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海外协办单位
欧洲光电产业协会                      台湾镭射科技应用协会

美国激光学会                             俄罗斯激光协会

柏林—勃兰登堡激光协会           法国激光之路科技园

香港关键性零部件制造业协会    香港光电协会

香港光机电行业协会

赞助单位
激光制造网-www.laserfar.com   广东星之球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承 办 单 位
《激光制造商情》                                        广东省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                                    华南师大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激光先进制造研究院              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广州市光学学会

深圳市仪器仪表学会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深圳联络处

协 办 单 位
富士康科技集团冲压技委会                         上海市激光学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特种加工分会                  中国激光智造技术创新平台、

武汉•中国光谷激光行业协会                       国家激光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北京光学学会                                              深圳中国科学院院士活动基地、

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焊接所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激光材料加工研究中心

深圳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                     江苏大学激光技术研究所

浙江省高端激光制造装备协同创新中心       苏州大学激光加工中心、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中科院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

温州市激光制造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仪器仪表学会

深圳技师学院                                              深圳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金属加工委员会           东莞市电子学会



指导委员会主席

姚建铨    中国科学院 院士 天津大学教授

刘颂豪    中国科学院 院士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王立军    中国科学院 院士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教授

范滇元    中国工程院 院士 深圳大学 教授

Volodymyr Kovalenko   乌克兰国家工程院 院士

                                         浙江工业大学特聘教授

王又良    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委会  主任

管小康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激光分会 理事长

李宝军    广东省光学学会 理事长 中山大学教授

张    莉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书记

组织委员会主席

江绍基    广东省光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山大学教授

执行副主席

阮双琛    深圳大学 副校长教授

张庆茂    广东省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主任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杨永强    广东省增材制造协会理事长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朱   晓    湖北省暨武汉激光学会理事长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姚建华    浙江工业大学激光先进制造研究院院长

王    彪    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学院院长

大会秘书长 

邵    火    广东省激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理事长 

王    璞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  

唐霞辉    国家激光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陈    超    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李才莉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激光分会秘书长

余向阳    广东省光学学会秘书长、中山大学教授

论坛秘书长 

孙    楠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部长

刘善琨    湖北省暨武汉激光学会秘书长

张    伟    上海市激光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邵兰星    上海市激光学会名誉副秘书长

徐    平    深圳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冷小冰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处长

张群莉   浙江工业大学激光先进制造研究院 副院长

指导委员会执行主席

李正佳   湖北省暨武汉激光学会名誉理事长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苏宝蓉    原上海光机所激光应用中心主任 

              现浙江工业大学特聘教授

侯若洪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会长  

李耀棠    广东省光学学会副理事长

              广东省3D打印产业创新联盟 理事长

王茂才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教授

肖荣诗    北京工业大学激光工程院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文効忠    香港理工大学工程学院院长

陈卫标    中科院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院长

马新强    国家激光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任

白建原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严惠霖    香港关键性零部件制造业协会主席

单际国    清华大学激光加工研究中心主任

陈    燚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邓家科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汤海林    深圳木森科技公司 总经理

闫大鹏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张瑞华    阳江市五金刀剪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

石世宏   苏州大学激光制造研究所所长

王    攸   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 教授

张永康   广东工业大学 教授

刘其斌   贵州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院长、教授

陈根余   湖南大学 教授

陈振强    暨南大学理工学院 教授

吴勇华   五邑大学系主任、教授

冯爱新   温州大学激光制造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主任

董世运   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

王    颖   上海纽敦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

刘兴胜   西安炬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

杨上陆   通用汽车中国科学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洪    强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金属加工委员会主任

组织机构



中国激光智能切割技术大会

同期活动 

精彩纷呈

ALAT 2017
会议 继续辉煌

唐霞辉  TANG Xiahui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

pr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组委会秘书处：
广东省激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秘书处、广东省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激光制造商情》编辑部

秘书处地址：东莞市莞城区旗峰路162号中侨大厦B座1505室

电话：0769-2238 1699、13602330190   邮箱: shaohuo@ laserfair.com   传真：0769-2238 4798

湖北省暨武汉激光学会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037号华中科技大学南五楼  

电话：027-87541783    官方网站： www.alat.com.cn



请提前订票

听众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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