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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当前，“新基建”作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和赋能智慧数字经济

的基础设施，正在推动中国经济与科技快速发展。随着 5G、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智能制造等新技

术的深入应用和《中国制造 2025》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企业

把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升制造业竞争力

的重要途径。基于 CAE 的数字仿真技术在数字化转型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数字仿真体系也成为企业创新平台规划的重要内容。 

中国 CAE 工程分析技术年会（以下简称中国 CAE 年会）

始创于 2005 年，16年来，已成为我国数字仿真技术领域每年

一届名副其实规模和影响最大、技术层次最高的专业交流活动，

被业界誉为仿真技术领域的“奥斯卡”盛会。 

第 16 届中国 CAE 工程分析技术年会暨第 2 届中国数字

仿真论坛是经中国力学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批准的 2020

年度学术活动计划（会议论文集编号：CSTAM2020-*4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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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大会主题为：数字仿真，铸造工业之魂。由中国力学学会产

学研工作委员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中

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信

息化协会联合主办、中国数字仿真联盟、北京诺维特机械科学

技术发展中心承办，将于 2020 年 10 月 24～25 日（周六、日）

在“联合国地理信息大会”永久会址—浙江·德清国际会议中

心盛大举行。 

特致此函，诚挚邀请您的出席！ 

 

联系方式： 

电  话：010-88145675、88145672，邮箱：cae@cattc.org 

联系人：关清芳  13691151105，朱娟  13718832065  

 

附件： 

1. 年会方案、2.组织委员会、3.奖项申报表、4.回执表 

 

  

   

 

   

 

主题词：  

抄  送：中国力学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计算机学

会、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业联盟 

中国力学学会产学研工作委员会    2020年 8月 20日 印发 

 

二○二○年八月   二○二○年八月    二○二○年八月    二○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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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年会方案 

第 16 届中国 CAE 工程分析技术年会 

暨第 2 届中国数字仿真论坛大会方案 

 

CAE作为数字仿真的核心是实现重大工程和产品计算分析、模拟仿真与优化设

计的关键技术，它可以使用户在虚拟产品研发的各个环节显著改善性能、有效降低

成本、提高研发效率，支持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理论研究与创新设计。数字仿真技

术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汽车制造、交通运输、机械制造、兵器造船等各个领域，

已经覆盖了从概念、设计、制造、服务运维等整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  

为推进 CAE 数字仿真技术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深入应用，通过构建数字仿

真体系和平台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通过 16年创办的品牌年会交流平台，促

进产学研用之间的深度合作。第 16 届中国 CAE 工程分析技术年会暨第 2届中国数

字仿真论坛将于 2020 年 10月 24-25日在浙江·德清盛大召开。具体方案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航空研究院 

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业联盟 

主办单位：中国力学学会产学研工作委员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 

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信息化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数字仿真联盟 

北京诺维特机械科学技术发展中心 

年会网址：www.szfzlm.com（中国数字仿真联盟网） 

www.yanfabu.com（研发埠） 

官方公众号：数字仿真联盟 

支持媒体：《航空制造技术》、《计算机辅助工程》、《机电产品开发与创

新》、今日头条号、搜狐号、网易号、新浪网、e-works 数字化企业网、研发

埠、中国仿真互动网、软服之家等。 

二、大会主题 

数字仿真，铸造工业之魂 

三、研讨内容 

（一）模拟仿真技术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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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流体力学、结构力学、材料力学、仿生力学等新进展； 

2. 新材料、新工艺、生物材料、微纳米、复合材料等数字仿真技术； 

3. 高性能计算（HPC）与 CAE； 

4. 智能仿真技术与智能化 CAD/CAE 集成； 

5. 多学科、多尺度 CAE 仿真技术； 

6. 可靠性分析与 CAE 工程稳健设计； 

7. 非线性有限元进展及展望； 

8. 有限元网格自动生成技术； 

10.非连续介质数值模拟仿真技术； 

11. 数字孪生、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 

（二）CAE数字仿真分析专项技术 

1. 结构强度分析、疲劳寿命分析、振动及噪音仿真分析、碰撞仿真； 

2. 机构动力学、多体动力学与控制仿真技术； 

3. 跌落、冲击与多物理场耦合分析技术； 

4. 结构轻量化设计与拓扑优化技术； 

5. 先进材料/结构一体化设计与集成技术； 

6. 复杂电磁环境测试及兼容性仿真技术； 

7. 基于数字仿真的可靠性、稳健性优化集成设计技术； 

8. 人工智能 CAE 仿真分析技术。 

（三）CAE数字仿真的平台技术与应用 

1. 虚拟产品开发平台（VPD）； 

2. 分布式仿真平台技术与协同仿真； 

3. 产品研发仿真流程和数据管理平台建设； 

4. 企业级仿真和多学科联合仿真与优化； 

5. CAE 数字仿真云平台。 

（四）CAE数字仿真技术的行业应用与解决方案 

1. CAE 在航空、航天、兵器、造船工业中的应用； 

2. CAE 在汽车制造、交通运输行业中的应用； 

3. CAE 在装备制造及通用机械工业的应用 

4. 工艺设计及数字化模拟仿真在铸造行业的应用； 

5. CAE 在海洋装备、核工业及特种行业的应用； 

6. CAE 在桥梁、建筑、土木及石油工程行业中的应用； 

7. CAE 在电工装备、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8. CAE 在自主软件、智能制造与数字孪生技术领域中的应用； 

9. CAE 技术在国家重大工程与装备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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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会活动 

（一）特邀报告 

特邀有关政府部门领导、两院院士、知名专家、学者为年会做主旨报告，参

与高层互动对话。 

（二）主题论坛 

1. 国防科技工业数字仿真论坛；  

2. 汽车及交通运输行业数字仿真论坛； 

3. 先进制造业数字仿真论坛； 

4. 海洋装备与石油工程数字仿真论坛； 

5. CAE 自主软件开发与应用论坛； 

6. 仿真验证与确认（V&V）论坛； 

7. 新材料、新工艺数字仿真技术论坛 

8. 轻质及复合材料数字仿真论坛；  

9. 工业超算专题论坛； 

10. 消费品及白色家电行业数字仿真论坛； 

11. 电子电磁数字仿真技术论坛； 

12. 建筑与岩土工程数字仿真论坛。 

（三）中国 CAE数字仿真技术成果展 

为利用年会影响力推广国内外先进 CAE 数字仿真技术和科技成果，搭建与

CAE、数字仿真领域有关新技术、新产品、仿真平台、解决方案和人才教育等合作

交流平台，主办方在年会期间举办“中国 CAE 数字仿真技术成果展”。欢迎广大国内

外厂商、科研院所、高校等积极参与展示活动，如需展位请与会务组联系。 

（四）大会设立全国“数字仿真科技奖” 

为表彰在 CAE 数字仿真领域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自本届年会开始正式设

立全国“数字仿真科技奖”，并在年会期间举办盛大的颁奖仪式，欢迎广大企业和

个人积极参加评选，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向会务人员索取或登录年会官方

网站下载奖项评选管理办法和申报书。 

1．大会设立“数字仿真终身成就奖”，授予对我国 CAE 数字仿真事业的发展

做出过重大贡献，对中国 CAE 年会成长给予大力支持的德高望重专家。 

2．大会设立“数字仿真杰出贡献奖”，授予在 CAE 数字仿真领域做出杰出贡

献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 

3．大会设立“数字仿真卓越应用奖”，授予国内利用 CAE 数字仿真进行产品

开发和技术创新，促进研发、制造、管理等方面数字化转型取得卓越成就的相关单

位。 

4．大会设立“数字仿真自主软件创新奖”，授予国内从事 CAE 数字仿真软件

自主开发企业，拥有核心技术、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经市场推广在行业中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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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取得用户高度认可的自主数字仿真软件产品。 

5．大会设立“数字仿真杰出工程师奖”，授予国内在利用 CAE 数字仿真技术

从事产品开发、制造、实验与验证，或从事 CAE 数字仿真软件开发并取得一定成

就 45 周岁以下的专业工程师。  

6．大会设立“数字仿真青年科技奖”，授予在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从事

CAE 数字仿真技术研究、教学，并取得突出成就，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的优秀科技

青年。 

7．大会设立“优秀科技论文奖”，授予向年会投稿并经论文评审委员会评审

获奖的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作者。获奖论文将颁发证书和奖杯，并推荐给《计

算机辅助工程》、《机电产品开发与创新》杂志发表，所有入选论文均在《中国知

网》发表，详情参阅第五点论文征集要求。 

五、论文征集要求 

（一）围绕第三点的研讨内容，特别就车辆交通、海洋工程、石油工程、航空

航天、军工兵器、先进制造、智能装备、数字孪生、5G 技术以及医疗、教育、安

全、自主创新等行业或领域的数字仿真技术应用征集论文。论文应论点鲜明，内容

新颖充实、数据准确、条理清晰，文字简洁通顺， 图文清晰，字数在 5千字以内

（包括插图、表格等），稿件未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过。 

（二）文稿录入使用 Word系统，版面为 A4纸规格，通栏排版，周围页边距均

取 30mm。文章题目需中英文版，全部作者名字需注明中文和汉语拼音。 

（三）标题中英文（2# 黑体）居中；作者姓名中英文（5# 楷体）位于标题下

方（空一行）居中； 作者单位、地区、邮编（小 5# 宋体）位于作者姓名下方（空

一行）；摘要、关键词（小 5# 仿宋）位于作者单位等下方（空一行）；正文用 5# 

宋体，一、二、三级标题序号分别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如“1”、“1.1”、

“1.1.1” ）；图表尽量排列紧凑，线条清晰；正文后列出参考文献（小 5# 宋体）

和第一作者简介及通讯方式（100 字左右，小 5# 宋体）；文章不留打印页码。 

（四）论文结束页后另附论文第一作者简介，包括作者职称、学历、职务及主

要专业方向，联系方式（如电话、Email、邮编及地址等）。 

（五）来稿属于基金项目（写明基金编号）、国家攻关项目等，请在首页的最

底一行注明。 

（六）论文由年会论文评审委员会评审，一经录用，论文作者应在接到录用通

知 15日内，将论文的版面费用共计 500元整（联盟会员 8折）汇款至联盟秘书处。 

（七）本次会议属非密级，请做好内部保密审查，文章中请不要有泄密内容，

文责自负。 

（八）论文投稿截止时间：10月 10日，投稿邮箱：caelw@cattc.org，咨询

电话：010-8814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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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防疫保障 

    年会期间会务组协同相关部门实行入场、入店测温消毒，严格检验每位与会

人员的绿色健康码；座位间隔按要求摆放，会场及周边区域按要求定时消杀，共

同打造一个新常态下的健康快乐、高端大气的学术年会。 

七、会议费用 

（一）会议费：1980 元/人（本届年会实行统一优惠价）。 

（二）以上会议费包含会议注册费、资料费、餐饮费。不含代表出席会议期间

的住宿费，住宿费用标准自行申报，会务组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三）会议费、论文版面费由北京诺维特机械科学技术发展中心为与会代表出

具正式发票。 

八、会务联系 

（一）注意事项 

1．会议回执表于 10 月 22 日之前电子邮件会务组：cae@cattc.org。 

2．欢迎访问官网：www.szfzlm.com，了解会议最新进展及下载相关资料。 

（二）联系方式 

1．咨询电话：010-88145675、88145672 

2．联 系 人（微信同步）：  

朱  娟  13718832065  栗秋玉  15010193890  李格格  17310283839 

苏江帆  17319163839  葛楠楠  13718830850  朱  宁  13718835170 

赵  丹  13718832385  朱春旭  1371883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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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组织委员会 

第 16 届中国 CAE 工程分析技术年会 

暨第 2 届中国数字仿真论坛组织委员会 

 

一、专家委员会名单 

名誉主席： 

钟万勰  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程耿东  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原校长、教授 

林  皋  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邓小刚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校长、教授 

李伯虎  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科工集团科技委顾问、研究员 

崔俊芝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苏东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磁兼容技术研究所所长、教授 

陈厚群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高级顾问： 

袁明武  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教授 

岳中第  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主  席： 

庄  茁  中国数字仿真联盟理事长、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 

副主席： 

孙侠生  中国力学学会产学研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航空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研究员 

洪  军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主任委员、西安交通大学校

长助理、教授 

郝  俊  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信息化协会理事长、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副总师、研究员 

张云泉  中国数字仿真联盟副理事长、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委会秘

书长、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常务副主席： 

宁振波  中国数字仿真联盟常务副理事长、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信息 

技术中心首席顾问研究员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包益民  南京博郡汽车副总裁 

毕俊喜  内蒙古工业大学航空学院主任、教授 

卜继玲  中车集团资深技术专家、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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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正林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处长 

陈爱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磁兼容技术研究所教授 

陈飚松  大连理工大学计算力学软件研究院教授 

陈嘉全  一汽集团技术中心乘用车性能总监 

陈书明  吉林大学汽车与工程学院教授 

陈振雷  宁波大学海运学院教授、博导 

陈可明  华人运通整车安全总工程师、博士 

程礼盛  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 

段梦兰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安全与海洋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邓伟文  北航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丁来军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技术总监 

丁利伟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范宣华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力学中心副主任 

冯志强  西南交通大学首席科学家、教授 

冯增铭  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教授 

高中稳  蓝科高新石化装备研究部设备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高振海  吉林大学汽车与工程学院院长 

高  原  北京清力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龚曙光  湘潭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顾鹏云  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副院长、首席 NVH工程师 

郭  虎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部长 

胡广洪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模具 CAD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黄显利  中国兵器集团特聘首席专家 

姜  峰  华侨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教授 

郎玉玲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仿真中心主任 

雷  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 

李  焕  北京安怀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杰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教授 

李  强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结构强度设计专业总师 

李宝军  大连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副教授 

李春亭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设计师 

李三平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主任设计师 

李志山  广州颖力土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练朝春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 

刘建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刘轶军  南方科技大学力学与航空航天工程系讲席教授 

娄臻亮  上汽集团技术中心安全工程与虚拟技术部总监 

陆云强  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亚太区战略规划与业务拓展总监 

门坤发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级工程师 

门永新  一汽集团研发总院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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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光  上海航天局副局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缪炳荣  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 

聂小华  中航工业强度所副总工程师 

钱华山  北京超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博士 

沙金龙  中国兵器工业第 208研究所主任 

谭援强  华侨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教授 

唐湘民  广汽研究院首席技术总监 

田  锋  安世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田  荣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性能数值模拟软件中心研究员 

王安正  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 

王建明  三一重工副总经理、数字电动研究院院长 

王伟民  东风汽车公司 CAE专业技术委员会主任、CAE专业总师、研究员 

王希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部长 

吴健明  浙江远算云计算有限公司总裁 

武晓英  《计算机辅助工程》杂志编辑部主任 

夏  南  华为终端仿真实验室主任 

谢鹏程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中国塑协注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许春铁  长安汽车研究院汽车结构 CAE 总工程师 

杨灿群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 

杨军杰  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杨卫民  北京化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杨小军  北京宇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志刚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余志强  中航工业成飞信息技术首席专家、研究员 

曾宪棣  北汽福田乘用车设计院总工程师 

赵  康  上海数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张卫红  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向奎  大连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副院长 

郑  耀  浙江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周  舟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永发  元计算（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孝华  TCL空调中山有限公司研究员 

朱贞英  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 CAE部长、高级经理 

祝雪峰  大连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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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评审委员会名单 

名誉主任： 

岳中第  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主  任： 

门永新  一汽集团研发总院技术总监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可明  华人运通整车安全总工程师、博士 

冯增铭  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教授 

冯志强  西南交通大学首席科学家、教授 

李春亭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设计师 

缪炳荣  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力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 

王克海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赵宇波  深圳市创新设计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三、组织委员会名单 

主  席： 

胡  平  大连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副主席： 

段梦兰  中国力学学会产学研工作委员会原主任委员、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安全与海洋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黎晓东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总干事、研究员 

沙  峰  陕西省军民融合信息中心主任 

执行委员： 

尹作重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副秘书长、北京机械工业自动

化研究所生产力促进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齐卫华  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信息化协会秘书长、航天五院西安分院副总师 

王继宏  中国力学学会产学研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 

业自动化分会副主任委员、高级工程师 

李小飞  中国力学学会产学研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航空研究院科研管 

理二部副部长、研究员 

安  晨  中国力学学会产学研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副教授 

卞孟春  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业联盟办公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秘书长： 

关清芳  中国数字仿真联盟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