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2015 年工作总结及 2016 年协会主要工作计划 

 

各位理事、各位代表： 

2015 年是协会秘书处新的领导班子开展工作的第二年，

在各位领导的关心和部分热心理事的支持下，协会各项工作

都已经顺利开展起来。现在，我代表协会秘书处向理事会汇

报工作，请予以审议。汇报包括两大部分的内容，即 2015

年的工作总结和 2016年的工作计划。 

 

第一部分：2015 年协会开展的工作 

 

1、组织工作 

（1）成功召开五届四次理事（扩大）会议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于 2015年 1月 28日在北

京友谊宾馆成功召开了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理事（扩大）会

议。来自协会理事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分支机构

的理事长、秘书长等负责人；协会部分顾问及协会秘书处秘

书长、副秘书长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近 9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宋晓刚理事长主持。 

会议听取并表决通过了黎晓东秘书长关于 2014 年协会

工作总结汇报及 2015 年协会重点工作的安排；表决通过了



成立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智能工厂分会、教育培训

工作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表决通过了《中国机电一体

化技术应用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试行）》；表决通过了增

补 2名副理事长、6名理事的提议。 

（2）举行教育培训工作委员会的成立仪式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于 2015年 5月 13日在北

京举行了教育培训工作委员会成立仪式。 

本届委员会共计 25 人，他们分别来自国内 985 和 211

的高校、高职院校、企业、科研院所的机电一体化和自动化

领域的专家组成。本届主任由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严义教授担

任，副主任由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马树元教

授、北航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系主任袁松梅教授担任。 

（3）举行智能工厂分会的成立仪式 

经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历时一年半时间的筹

备，并经五届三次理事会讨论、五届四次理事会审议批准，

由三十多家企业作为首批发起单位组建的国内第一个智能

工厂行业组织“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智能工厂分

会”于 11 月 3日在上海宣告成立。来自国内外相关企业、

科研院所、行业组织、高等院校的 80 余名代表出席了隆重

的成立仪式。首届理事长由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工程

师杜宝瑞出任。 



  

（4）参与机械工业人才培养十三五发展规划 

协会作为参与单位，参加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起

的“机械工业人才培养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写工作，并参加

了多次工作座谈会。 

2、会议交流服务工作 

（1）成功举办 3 个国际会议 

 成功举办 2015 年中德机电一体化职业教育国际论坛 

经国家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司批准，由中国机电一体化

技术应用协会主办、淄博中德现代工业智能制造技术公共实

训基地、淄博职业学院积极承办的“2015年中德机电一体化

职业教育国际论坛”于 7 月 25 日在淄博高新区举办，来自

中德两国的职业教育、行业企业专家 370 人参加了活动。淄

博市许建国副市长、机电一体化协会黎晓东秘书长分别为大

会开幕致辞。 

本次论坛是机电一体化职业教育领域一次难得的高端

国际盛会。来自中德两国的职业教育、行业企业专家对德国

机电一体化人才培养标准及培养方法、德国机电一体化专业

考核认证体系引进、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实训教材的开发引进



与应用、中德现代工业对机电一体化高技能人才需求、中国

制造与工业 4.0智能制造的人才培养方案等进行广泛的对话

交流。 

  

  

●成功举办 2015 中国(绵阳)国际先进制造业大会 

为了深度实施“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加快高新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绵阳乃至全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

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联合四川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

绵阳市人民政府、中国（绵阳）科技城管委会于 2015 年 9

月 17-18 日在四川省绵阳市成功举办了“2015 中国(绵阳)

国际先进制造业大会”。 

本届大会将秉承国际性、专业性、先进性的特点，汇聚

政府部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 500 强企业、科研机构、高等

院校及相关专业人士等 600余人参加。工信部装备司王卫明

副司长、四川省政府刘捷副省长、李培根院士、关桥院士、



朱森第荣誉理事长等出席大会并分别致辞和发表主旨演讲。 

  

  

●成功举办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国际峰会 

为落实《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内容，建立“工业 4.0”

合作对话平台，加强国际企业集团开展自愿、平等的互利合

作，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促进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由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同济大学中德学院联袂主办

的“2015 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国际峰会”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在上海安亭成功举办。 

本届国际峰会主题为：迈向制造业的新未来，大会分别

设置了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国际企业家科学家论坛、高层圆

桌对话、智能制造与机器人论坛、工业软件与通讯论坛、智

能工厂分会成立仪式暨第二届智能工厂建设大会等单元活

动。来自国内外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企业代表、科研院所、

刘捷副省长 王卫明副司长 

李培根院士 关桥院士 



高等院校等近 500 余名代表出席了峰会。 

  

  

  

  

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国际峰会是协会 2015 年最重要

的国际活动，是协会调动各方资源倾力打造的专业性品牌盛

会。 

大会开幕式 与会嘉宾 

杨学山副部长 朱建江副区长 

曲道奎副理事长 杨海成副理事长 

Herzog教授 高端访谈现场 



（2）成功举办 4 个国内高端行业会议 

●成功举办 2015 国家智能制造新年论坛 

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和中国自动化学会联

袂主办，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智能制造发展”为主

题的“2015 国家智能制造新年论坛”于 2015年 1月 29 日在

北京友谊宾馆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制造企业、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和媒体记者约 300 余人出席了大会。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秘书长黎晓东研究员 ▲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飞跃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教授、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王飞跃研究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工程师杨



海成教授、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宁振波研究

员、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原副院长屈贤明教授、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教授刘强、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吉红教授、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高端装备事业部总经

理刘长勇研究员、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乔非

教授、广东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程良伦教授、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所智能制造系统与装备研发中心谭杰研究员、中科

院沈阳自动化所水下机器人研究室主任李硕研究员、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王硕研究员、中国航天三院 33 所智能机

器人研究室主任张新华博士等三十余位来自学术界和产业

界的专家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演讲。 

●成功举办 2015 国家机器人发展论坛 

为促进智能机器人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原始创新和高技

术开发，增强我国智能机器人自主研发水平和工业基础能

力，推动其在智能制造、智慧生活、智能产业和国防安全领

域的深入应用，由中国自动化学会和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

用协会主办的“2015 国家机器人发展论坛”于 2015 年 4 月

12-13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召开。本次大会安排了 7

个特邀主旨报告、28 个分会场报告和机器人应用及产业展

示，汇聚了来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领袖企业的负责人、

院士、学术界和工业界代表 400余人出席了大会。中国机电

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黎晓东秘书长出席大会并作大会开幕



词、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副理事长曲道奎总裁出席

大会并作主旨演讲。 

 

  

●成功举办 2015 第二届中国机器人峰会 

为推动中国机器人产业加快发展，帮助企业了解机器人

产业发展的成效、趋势和路径，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

协会、北方科技信息研究所、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天津

市武清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机器人峰会于 6 月

9 日至 10 日在天津市武清区成功举办。 

本届峰会以“促进业内团结协作，集聚优势，健康良好

地发展我国机器人产业”为宗旨，以“交流高端技术、普及



大众创新、荟萃精英名企”为目标，邀请了包括中国工程院

蔡鹤皋、徐扬生和中国科学院张钹、熊有伦等 4 名“两院”

院士，30 余位“千人计划”专家在内的国内外权威专家学者、

多地机器人产业联盟及知名企业代表约 800 余人参会，共商

机器人产业发展大计，共享机器人产业发展盛果。 

 

   

●成功举办 2015 年中国数字工厂推进大会 

为帮助制造企业提升生产力，实现生产智能化和有效管

理，推动数字化工厂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搭建数字化工厂建

设交流合作平台，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国家两

化融合创新推进联盟、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

会、中国自动化学会制造技术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二

届中国数字工厂推进大会”于 2015年 5月 28—29日在成都

成功召开。来自国内领军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产业



园区等单位的 300余人参加了本届大会。 

大会以当前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以及制

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为背景，以“基于智

能制造的数字工厂解决方案”为主题邀请了中国工程院咨询

服务中心处长延建林博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工程师杨海

成总工、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中德

工业 4.0 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李万林博士做主旨演讲。同

时，工业 4.0成都峰会、虚拟制造与工业软件论坛、智能制

造专题论坛三个分论坛依次召开，来自国内外的 20 余位专

家出席大会并做了精彩演讲。 

 

 

（3）成功举办 6 场技术专题研讨会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在 2015年全年还举办了 



6 场技术专题研讨会。其中成功举办了三场“高校 PLC 通识

教育研讨会”，分别于 5 月 13 日在北京、7 月 11 日、9 月 24

日在重庆，共计约 150余人参加了技术研讨和交流；举办了

两场以“支撑智能制造的 PLCopen技术”为主题的专题研讨

会，分别于 5 月 14 日、11 月 4 日在北京和上海，共计约有

160 余人参加了活动；11月 5 日在上海举办了一场“SERCOS

技术交流会议”，有 40 余人参加研讨活动。 

3、展览会工作 

（1）成功举办第 19 届国际现代工厂/过程自动化技术

与装备展览会（FA/PA’2015） 

为深入拓展业务领域，实现资源互补，打造具有专业性、

国际性的高品质会展服务平台，经国家商务部批准，由中国

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主办，上海东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承办的“第 19届国际现代工厂/过程自动化技术与装备展览

会（FA/PA’2015）”于 2015 年 7 月 14-17 日在上海新国际

博览中心成功举办。 

本届展会以“呈现自动化智能工厂解决方案”为主题，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及上海东博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联合多方战略伙伴倾力打造了“自动化集成智能工厂示范

专馆”。采用现场实体演示的方式，向业界呈现从硬件、软

件到系统集成的智能工厂全要素解决方案和优秀案例。展会

期间还成功举办了“智能制造与智能工厂实施高峰论坛”、



“航空智能制造高峰论坛”、“汽车制造业智能制造高峰论

坛”三场专业会议。 

 

 

  

   

 

（2）成功举办 2015 中国（成都）国际现代工业技术博

览会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与成都市人民政府于 11

月 26 日-28日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2015

中国（成都）国际现代工业技术博览会”。本届展会展出总

面积共 13,000 平方米，国内外 220 余家知名品牌企业参与。

三天展会期间，共有全国 36 个省市 9，056 人参观了展会。

展会同期举行了“智慧城市高峰论坛”、“互联网+ 智能制造

专题论坛”、“2015 第三届先进“智造”走进西部论坛”等多

场重要峰会及相关研讨会。 

 

 

4、人才培养与教育工作 

（1）智能制造高端人才培养计划 



本着“把脉大势、了解新知”的目的，为推进装备制造

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发展智能制造，促进两化深

度融合，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于 2015年启动了“智

能制造高端人才培养计划”，并承接了由中央财政全额资助，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批复的“智能制造系统与装备技术高

级研修班”，全年培训三个批次，共计培养人才 142 人，学

员均是来自国内领军企业的高管负责人。 

 

（2）专业技术培训项目 

为了将德国先进的工装夹具技术系统地介绍给我国机

械加工行业，提高制造企业机械加工水平，中国机电一体化

技术应用协会于 2015 年 4月 17－20 日在北京成功举办“德

国高效夹具应用技术高级培训班”。25人参加了培训活动。 

2015年协会共举办三期“开放工业以太网通信技术开发

高级培训班”分别于1月23 - 24日在杭州、1月26 - 27日在

北京、3月11-12日在广州，共计120余人参加了培训活动。 

5、编辑出版与网络平台开发工作 

（1）期刊工作：按照年初设定的《国内外机电一体化



技术》杂志出版计划，全年已经完成 6期杂志。 

（2）会刊专刊：与《e制造》杂志合作出版“第二届中

国数字工厂推进大会”专刊一期。 

（3）网站平台：按照 2015年的工作计划，完成协会网

站（二期）改版工作。并于 2016年 3 月正式开始上线运行。 

（4）新媒体平台：从 2014年协会陆续开通了新浪官方

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宣传平台以来，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关

注。特别是协会的微信公众号仅仅开通一年，已经吸引了近

5000余名粉丝关注，成为协会对外宣传的重要舆论平台。 

 

 

6、行业赛事工作 

2015 年 12 月 18 日至 21 日，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机冶建材工会全国委员会

联合主办，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机械工业教育发

展中心、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承办的“全国第二届

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职业技能竞赛”在广东省职业技能

鉴定南海中心成功举行。此竞赛为国家二类赛，每 2 年举办

一次。竞赛分为职工组（含教师）和学生组，职工组产生全

国总工会推荐评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 名。竞赛

结束后，闭幕式之前，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还举办

了《面向未来智能制造的 PLC新技术》专题报告会。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在本次赛事中承担赛事

动员、技术委员会组建、编写大赛实施方案、出具竞赛试题

和评分、承担现场裁判工作，总裁判长为中国机电一体化技

术应用协会可编程序控制器分会秘书长岳秀江研究员。 

本届大赛从设计样题开始至整个实际竞赛流程结束，都

紧跟世界技能大赛脚步，联系了生产实际。在实操比赛过程

中，要求选手理解试题，动脑筋解决难题，而不是根据评分

表按部就班完成比赛。其中，对实操中故障诊断项目进行了

重点点评，要求选手不仅能完成任务，还能对错误进行判断

和整改，提高安全性。最后达到了通过竞赛进一步促进中国

机电一体化领域技能的发展，推进整个机械行业向前进步。 



  

7、考察与来访接待工作 

协会上半年进行考察走访协会会员企业和理事单位、调

研行业发展和接待地方政府、国际机构、产业园区重要来访

共 30 余次，促进了协会与政府部门、国际机构、企业和理

事单位的沟通与联络。 

  

  

8、参与中国工业互联标准技术联盟的创建工作 

中国机电一体化协会与中国工控网、菲尼克斯电气中国

有限公司、毕孚自动化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作为联盟发

大赛赛前现场 总裁判长岳秀江研究员 



起单位，携手国际技术标准组织：PLCopen中国组织、SERCOS

亚洲协会、OPC中国协会、PI 中国协会、ETG中国代表处于 

发起成立了“中国工业互联标准技术联盟”，以期整合

行业资源，帮助会员企业更好地对接产业政策。 

  
▲联盟成立仪式现场                ▲王继宏副秘书长出席仪式并致辞 

 

 

第二部分：2016 年协会开展的工作要点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协会的换届之年。中国

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将审时度势，主动探索制造业发展

的新模式、适应制造业发展的新常态。以协会换届为契机将

继续履行行业协会应有的行业管理、调查研究、政策建议、

组织协调、信息引导、咨询服务、国际交流、维护权益、行

业自律、人才培养、标准制订等职能。重点工作安排如下： 

1、组织召开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第六届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完成第六届理事会的换届工作。同时，完成

各个分支机构的换届。 



2、第六届理事会换届后启动协会更名手续工作。 

3、重点完成“2016 工业控制与通讯技术国际论坛”、“国

际智能制造大会（WSMC’2016）”、“第二届中德机电一体化

职业教育国际论坛”、“第三届中国数字工厂推进大会”、“第

二届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国际峰会”等协会主办的大型会议

活动。 

4、继续做好“智能制造高端人才培养计划”工作，积

极申报人社部资助的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项目。 

5、做好会员发展与服务工作。通过协会会议、展览、

培训、网站、微信平台等多渠道发展会员，并为会员提供更

多增值服务。 

6、与上海市嘉定区安亭政府沟通，落实今年协会拟将

在上海设立“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华东创新服务中

心”，中心办公场地将由上海安亭政府方面无偿提供。中心

将依托协会的智力资源，面向华东地区为企业提供信息、技

术、人才、标准等服务，特别是在企业自动化改造升级、机

器换人等项目中起到咨询和推进作用。并为上海安亭政府的

“智慧安亭  智能制造”战略提供智力资源支持。 

7、做好协会内部管理，加强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职业

能力培养，抓好协会业务建设、队伍建设、组织建设、制度

建设和文化建设。 

8、做好协会期刊《国内外机电一体化技术》，全年 6 期



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9、做好协会官方网站的日程编辑维护工作；做好协会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的编辑维护工作。 

各位理事，各位代表：伴随着行业发展，协会已经走过

整整 26 年的历程。在广大理事单位和会员企业的长期支持

下，经过五届理事会的共同努力，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在

为政府当好参谋助手、推动行业发展与技术进步、为会员、

为企业提供服务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当前，以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智能

制造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主要趋势，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新工

业革命引发国际社会高度热议，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聚

焦智能制造，制定制造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力图抢占先进制

造业发展制高点。中国政府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明确

提出了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面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与机遇，面

对我国制造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工业自动化、数字化、

信息化、智能化的迫切需求，中国机电一体化协会将继续发

挥行业平台的作用，与有关政府管理部门、专家学者、自动

化企业共同积极参与，搭建官、产、学（研）、用一体化的

创新工作平台，推动我国制造业迈入智能制造时代。 

最后，祝愿各位领导、各位理事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

生活愉快、猴年大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