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AT 2017国际激光清洗应用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ALAT 2017国际激光清洗应用大会将于2017年09月在江门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ALAT2017国际激光清洗应用大会国际激光清洗应用大会

2017年9月22日    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5号馆二楼会议厅

会议背景会议背景

激光清洗是一种新型高效的环保清洗技术,是基于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效应的一项新技术，激光清洗具有无研磨、非
接触、无热效应和适用于各种材质的物体等清洗特点，被认为是最可靠、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与传统的清洗方法不
同，对人体和环境无害，是一种“绿色”清洗技术。现在众多领域中逐步取代传统清洗工艺，为了顺应此时代发展，广
东省机器人协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中心、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广东省激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将联
合举办“ALAT2017国际激光清洗应用大会”，此次大会将在江门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本次大会将邀请国内外激光清洗技术研究领域的知名企业和高校团队、激光清洗技术应用的知名企业领军人物，围
绕“绿色智造”核心主题，探讨当前国内外激光清洗技术的前沿技术及热点问题，介绍相关领域最新技术发展状况，促
进国内外前沿技术的交流和发展。

会议主题会议主题

激光清洗技术基本概念及发展状态

激光清洗技术优势与行业应用

喷涂、电镀工艺前激光清洗预处理技术

自动化激光清洗技术在五金、金属制造领域中的应用

激光清洗在建筑、文物保护、国防等其他应用

激光清洗在生活用品与家用的可能性

激光清洗技术前景分析

会议对象会议对象

从事电镀、喷涂、五金制品、金属器件、模具、塑料橡胶制品等生产与相关维修的部门经理、设备管理人员、技术
总监/研发/设计、操作工程师；

从事机动车辆及其零部件生产厂家的生产管理人员、项目主管、设备管理人员、技术总监/研发/设计、操作工程师、
技术培训人员；

从事家电与厨柜厨具生产厂家的生产管理人员、设备管理人员、技术总监/研发/设计、操作工程师、技术培训人员；

电器零部件供应商、3C电子制造企业、材料、元器件代工企业负责人、部门经理、项目主管及工程技术人员；

其他对智能化装备、激光技术和激光运用感兴趣的专业人士，院校相关课题负责人等。

本次大会邀请了来自家电、摩托车、船舶、轨道交通、电镀涂覆加工等多家企业的涂覆工程的技术及管理人员前来



听会，包含：中国中车、中集集团、南洋船舶、星城游艇、民华船艇、海信、美凌、美的、容声冰箱、科龙、万家
乐、格力、美芝、坚仕、华日集团、大冶摩托车、广本机车、五羊摩托、大长江集团等等企业。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

《激光制造商情》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广东省激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广东省机器人协会

广东星之球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媒体合作媒体：

《激光制造商情》月刊、激光制造网

组委会构成组委会构成

大会名誉主席大会名誉主席

姚建铨  中国科学院  院士    南方科技大学  教授

大会主席大会主席

袁晓东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光学工程部 主任

大会共主席大会共主席

邵  火  广东省激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理事长

珠西会展中心交通：珠西会展中心交通：

（1）、周边城市自驾：地图导航[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

（2）、深圳机场前往：先从机场去到深圳北站，搭乘广深高铁至广州南站，全程约30分钟。换乘广珠城轨，广州
南站至江门东站，全程约50分钟。(建议购买联票，错开30分钟，在站内换乘。

（3）、广州机场前往：可从机场搭乘城市大巴前往江门。或者搭乘地铁、市内公交到达广州南站，转乘广珠城轨，
到达江门东站。

从江门东站至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方式：从江门东站至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方式：

、在江门东站搭乘12路公交车至邮储银行（公路大厦）站下车，换乘36路公交车至保利大都会站下车，车程约一小
时30分钟，再步行约1.1公里到达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

打车约40元车程约30分钟。

酒店酒店住宿住宿

逸豪酒店

房间类型房间类型
门市价门市价

（人民币）（人民币）

协议价协议价

（人民币）（人民币）



2017-9-20日日

14:30-20:00

嘉宾报到嘉宾报到

报到地点：逸豪酒店酒店报到地点：逸豪酒店酒店     地址：江门蓬江区迎宾大道中地址：江门蓬江区迎宾大道中118号号

2017-9-21日日

9:30-17:00

现场观摩激光清洗装备现场观摩激光清洗装备

中国（江门）智能装备中国（江门）智能装备·模具金属加工模具金属加工·机械工业机械工业·激光博览会激光博览会

9月月22日日
ALAT2017国际激光清洗应用大会国际激光清洗应用大会

展馆展馆1楼报到楼报到      9：：30-9：：50 与会人员入场（与会人员入场（5号馆号馆2楼会议室）楼会议室）

标准客房（单） 680 340（含双早）

高级客房（单/双） 780 438（含双早）

豪华客房（单/双） 880 498（含双早）

威尔逊酒店

房间类型
门市价

（人民币）

协议价

（人民币）

商务大床房 588
340（含双早）

370（含双早）

商务双床房 588 340（含双早）

酒店地址：江门蓬江区迎宾大道中118号

酒店经理：汤健成

联系方式：13822345789

绿岛假日酒店

房型 门市价 协议优惠价

假日单人房 328元（含双早） 238元（含双早）

假日双人房 328元（含双早） 238元（含双早）

豪华单人房 388元（含双早） 238元（含双早）

酒店地址：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135号绿岛商城三栋

酒店经理：赵经理

联系方式：13822331399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9：：50-10：：00 嘉宾致辞嘉宾致辞

序序
号号

时间时间 演讲人演讲人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1 10:00-10:30

姚建铨
中国科学院 院士

南方科技大学  教授

 

激光清洗技术的原理及其应用发展趋势

2 10:30-11:00
何  杰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  产品经理
激光清洗技术的典型应用

3 11:00-11:30

金  阳

Advanced Laser Technology激光清洗研发部  经
理

大功率激光清洗工业应用时的工艺研究

4 11:30-12:00
史  伟
山东海富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激光清洗用高功率高能量脉冲光纤激光器

 12:00-14:00 午餐休息

 14:00-15:00
圆桌会议圆桌会议  （拟参与人员（拟参与人员: 姚建铨院士、袁晓东部长、夏姚建铨院士、袁晓东部长、夏  琪主任、王明娣教授、史琪主任、王明娣教授、史  伟董事长、伟董事长、
金阳博士、何杰、陆莹、邵火、中国中车、中集集团、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金阳博士、何杰、陆莹、邵火、中国中车、中集集团、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

5 15:00-15:30

袁晓东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光学工程部

部长

激光清洗在文物保护及制造领域的应用研究

7 15:30-16:00
王明娣

苏州大学 教授
激光清洗在企业转型升级的经验推广

8 16:00-16:30
夏  琪

上海激光研究所  主任
待定

9 16:30-17:00
乔红超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副研究员
无损激光清洗实验研究及其应用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姚建铨

中国科学院 院士

《激光清洗技术的原理及其应用发展趋势》

袁晓东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光学工程部 部长

《激光清洗在文物保护及制造领域的应用研究》

史  伟

山东海富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激光清洗用高功率高能量脉冲光纤激光器》

乔红超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副研究员

《无损激光清洗实验研究及其应用》

王明娣

苏州大学 教授

《激光清洗在企业转型升级的经验推广》

金　阳

Advanced Laser Technology激光清洗研发部经理

《大功率激光清洗工业应用时的工艺研究》

何  杰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  产品经理

《激光清洗技术的典型应用》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普通参会 ：600元/人， 餐费，会议资料，会务费 

珠西会展中心交通：珠西会展中心交通：

（1）、周边城市自驾：地图导航[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

（2）、深圳机场前往：先从机场去到深圳北站，搭乘广深高铁至广州南站，全程约30分钟。换乘广珠城轨，广州
南站至江门东站，全程约50分钟。(建议购买联票，错开30分钟，在站内换乘。

（3）、广州机场前往：可从机场搭乘城市大巴前往江门。或者搭乘地铁、市内公交到达广州南站，转乘广珠城轨，
到达江门东站。

从江门东站至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方式：从江门东站至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方式：

、在江门东站搭乘12路公交车至邮储银行（公路大厦）站下车，换乘36路公交车至保利大都会站下车，车程约一小
时30分钟，再步行约1.1公里到达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

打车约40元车程约30分钟。



酒店住宿酒店住宿

逸豪酒店

房间类型房间类型
门市价门市价

（人民币）（人民币）

协议价协议价

（人民币）（人民币）

标准客房（单） 680 340（含双早）

高级客房（单/双） 780 438（含双早）

豪华客房（单/双） 880 498（含双早）

威尔逊酒店

房间类型
门市价

（人民币）

协议价

（人民币）

商务大床房 588
340（含双早）

370（含双早）

商务双床房 588 340（含双早）

酒店地址：江门蓬江区迎宾大道中118号

酒店经理：汤健成

联系方式：13822345789

绿岛假日酒店

房型 门市价 协议优惠价

假日单人房 328元（含双早） 238元（含双早）

假日双人房 328元（含双早） 238元（含双早）

豪华单人房 388元（含双早） 238元（含双早）

酒店地址：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135号绿岛商城三栋

酒店经理：赵经理

联系方式：13822331399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