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春季国际PCB技术/信息论坛 
会议通知（第二轮） 

主    办：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CPCA) 
支持单位：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 
承    办：CPCA科学技术委员会 
支持媒体：印制电路信息杂志社、PCB信息网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CPCA)主办，CPCA科学技术委员会承办的“2019春

季国际PCB技术/信息论坛”将于2019年3月19日-20日与“第28届中国国际电子电路展
览会”同期在上海举行。论坛主题"引领智造新时代”。 

我们诚邀您和您的企业共同来参与此次盛会，此次论坛必定会使您和您的企业
获取行业内更多全球性的有效信息！ 

论坛开幕式时间： 3月19日 13:00-17:30 

论坛开幕式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168号）

★论坛日程安排（具体安排以论坛会当天为准,推荐酒店有班车前往）：

3月19日 

时间 
展馆办公楼C座 3楼C0-02会议室

论坛开幕式  

13:00-13:15 
论坛开幕式 

领导致辞   

13:15-14:00 
《PCB这十年——产业回顾与展望》 

由镭 理事长•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 

14:00-14:30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和未来》 

任振川 信息部主任•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14:30-15:00 
《鹏鼎电子创业创新之路》

沈庆芳 董事长兼CEO•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5:00-15:20 
《5G:于印制线路板生产上的影响及安美特可应对的解决方案》

简建生 资深专家•安美特(中国)化学有限公司 

15:20-16:00 
《PCB市场转型时的不确定性和机遇》 

姜旭高 博士•PRISMARK 

16:00-16:30 
《未来半导体芯片封装技术》 

Rob Fastenau 教授/副校长•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TU Delft 

下午 

16:30-17:30 

主题对话:引领智造新时代 

对话嘉宾：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杨之诚 董事长 

 Helmut Fischer Group• Dr. Wolfgang Babel CEO 

 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守坤 董事长 

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杨朝辉 总经理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晓军 副总经理

深圳市金洲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罗春峰 总经理 



基本论坛时间： 3月20日  8:30-17:45   （当天有晚餐） 

论坛地点：上海虹桥西郊假日酒店 3F竞衡厅（上海市沪青平公路2000号） 

3月20日上午场 3月20日下午场 
时间/场次 上海虹桥西郊假日酒店   

3F竞衡厅 
时间/场次 上海虹桥西郊假日酒店   

3F竞衡厅 

08:30-08:50 
S-003
飞尾结构的刚挠结合板研制与生产
穆敦发•上海嘉捷通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0-13:20 
安美特能满足新IPC标准的新化学镍金工艺
李家康 产品市场经理•安美特(中国)化学有限公司    

08:50-09:10 
S-008
一种挠性PCB化学镀铜液
李晓红•广东天承科技有限公司

13:20-13:40 
S-110
化学沉锡板锡须生长机理及特性研究
周波 •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09:10-09:30 
S-083
多层柔性线路板孔口孔薄影响因素研究
陈春锦•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3:40-14:00 
S-062
不同压合工艺的对准度研究分析
傅宝林•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09:30-09:50 
S-006
高频高导热覆铜板的研制
颜善银•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0-14:20 
S-075
服务器板成品涨缩控制
钟根带•广合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09:50-10:10 
S-038
精细线路阻抗制作研究
金立奎•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14:20-14:40 
S-115
化锡可焊性研究
马国强•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10:10-10:30 
S-041
无损铜面粘接技术原理及在高频印制板制造中的优势
何康•深圳市贝加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4:40-15:00 

S-009
化学镀镍废液采用 ECRM电催化技术处理运行效果
分析
王怡璇•深圳市世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30-10:50 
S-099
大数据在PCB工艺管理/控制的应用
林旭荣•汕头超声印制板公司

15:00-15:20 

S-018
浅谈5G通讯天线印制板PIM信号PCB加工过程的主要
影响
房鹏博•珠海杰赛科技有限公司

10:50-11:10 
S-100
铜面前处理制程对激光直接钻孔的影响因素探讨
叶绍明•广东东硕科技有限公司

15:20-15:40 

S-040
基于高清音视频信号实时采集处理关键控制器件的
超大尺寸背板关键技术研究
张长明•深圳市博敏电子有限公司

11:10-11:30 
S-048
PCB二线与四线电性能测量技术研究
聂兴培•惠州市金百泽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15:40-16:00 
S-064
信号完整性案例分析探讨
秦清•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1:30-11:50 
S-004
远红外磁共振技术实现金属镀层结晶超微化
刘东•江门市奔力达电路有限公司

16:00-16:20 
S-096
毫米波雷达印制板微带天线的技术研究
袁欢欣•汕头超声印制板公司

11:50-12:10 
S-094
电镀金镀层厚度均匀性提升研究
孟凡义•汕头超声印制板公司

16:20-16:40 
S-104
高速高多层电路板的关键技术研究
袁为群•深圳崇达多层线路板有限公司

12:10-12:15 揭晓上午场演讲论文评分结果 16:40-17:00 
S-039
乙基香兰素对甲基磺酸盐体系电镀锡的影响研究
胡甲聪•电子科技大学

17:00-17:20 
S-079
沉铜后停放时间对盲孔底部结合力影响的研究
白亚旭•江门崇达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17:20-17:40 
S-036
沉锡工艺离子污染洁净度失效的原因分析与改善
刘帅•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12:15-13:00 午餐(凭餐券) 

17:40-17:45 揭晓下午场演讲论文评分结果 

※ 3月20日中午论坛用餐时间：12:15-13:00，地点：上海虹桥西郊假日酒店  一楼自助餐厅；晚餐：18:00-19:00,地
点：上海虹桥西郊假日酒店  三楼竞德厅。
备注：具体日程安排以当天为准。



论坛听课费（含论坛资料等）： 
 
 
 
 
 

听课费优惠方案： 
1、提前于2月28日下午17:00前传真或E-mail回传回执并汇款听课费的报名者即可在
以上听课费的价格上享受九折优惠。 
2、同一公司听课者于2月28日17:00前报名的人数超过5位以上（含5位，不包括演
讲者）即可享受听课费八折优惠。（不与第1种听课费优惠方案同时享受） 
3、现场报名并付费者无法享受以上优惠价，一律按照原价收费。 
4、CPCA理事会成员（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本人可免费参加本次
论坛，但请于2月28日前提交报名表。 
 
取消与退款方式： 

如于活动前3天内取消申请退费者，将酌收30%手续费。如未提前告知取消，并
于活动现场缺席者，恕无法接受退费申请，并于会后寄送论坛资料一本。 
 
如何报名参加： 
第一步： 报名参加  

请填妥下方听课报名表并即传真或E-mail至协会秘书处会务组 
第二步：支付听课费 （优惠价报名截止日：2月28日下午17:00前；） 
请将听课费汇至：  
户  名：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闵行支行 
帐  号：0213014210013323 
汇款后请将汇款底单传真至协会秘书处会务组，作确认。听课费发票论坛报到时领
取。 
第三步：确认 

报名汇款后请向协会秘书处确认并回传汇款底单。报名成功后，您的信息将被
登记，届时携带名片前往报到并领取资料即可。 
 
论坛会报到： 
3月18日下午：上海新虹桥智选假日酒店（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1917号） 

一楼大堂论坛会报到处 
3月19日上午：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168号） 
办公楼C座3楼C0-02会议室门口论坛会报到处 
（建议住宿在上海新虹桥智选假日酒店的人员请于18日下午在上海新虹桥智选假日

酒店报到，以避开3月19日上午在展馆内的报到高峰。） 
 
会务组推荐酒店（也可自行安排酒店） 
上海新虹桥智选假日酒店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1917号 
房价：大床/标间    480元/间/晚（含早）   

由于此时正值会议高峰期，房源比较紧张，故请需报名参加论坛的人员在接到此通知后, 如需住

宿请即联系（邮件）预订。 

听课费 
CPCA会员 非CPCA会员 费用包含 

600元/人 1200元/人 听课费；资料费； 
20日午餐及晚餐等 



订房联系人： 
张运，邮箱：assistant@cpca.org.cn ,电话:021-54179011-617/18702112376；
预订时务必写明（告知）参加“CPCA论坛”即可享受优惠房价。 
 
至上海新虹桥智选假日酒店路线： 

主要地点距离及车程时长 

国家会展中心 5公里 约15分钟 

虹桥机场 6.8公里 约20分钟 

虹桥火车站 7.5公里 约20分钟 

浦东国际机场 57.6公里 约74分钟 

上海火车站 21.8公里 约58分钟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诸蓓娜                  电    话：021-54179011, 54179012*301;              
传  真：021-54179002          报名邮箱 : academy@cpca.org.cn                  
 
 
                                                                              
                                               CPCA 科学技术委员会 

                                                2019.2.25                                     
                                       

―――――――――――――――――――――――――――――――――――――――――――― 

2019春季国际PCB技术/信息论坛回执   

参加单位 
 是否是

CPCA会员 

□是   
□否 

公司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姓名 部门职务 手机 E-mail 微信号 

     

     

     

     

听课费用合计：                     元 报到时间 
□ 3 月 18 日下午  
□ 3 月 19 日上午 

开票公司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 参加人员无名额限制，欢迎踊跃报名！表格信息请务必填写完整 
   ★ 如欲享受优惠价格请填妥此报名表并于2月28日前反馈至协会会务组， 
      联系方式： 

联系人：诸蓓娜； 
联系电话：021-54179011*301；传真：021-54179002；E-mail: academy@cpca.org.cn 

★ 请各参会代表带好自己的名片，在报到时提供，以便我们会后制作参会名录发给各位， 
促进会后技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