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8-19日，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广州，中国

2015 年塑料技术国际会议
高效模具制造和注塑工艺

会议获益
– 学习提高您产品质量并减少
您生产周期时间

– 了解注塑模具，热流道和自
动化技术发展趋势

– 与演讲者和参加会议人员共
同讨论您面临的挑战

– 认识更多国际上的专家，
扩大您的国际关系网

主办单位

协作单位
思科德塑料技术服务（昆山）
有限公司

赞助商

2015 年塑料技术国际会议

星期一, 2015年5月18日

首届塑料技术国际会议 - 高效模具制造和注塑工艺将于
2015年5月18-19日在中国广州在Chinaplas中国国际橡塑
展之前举办。本国际会议将由SKZ德国塑料中心独家举办。

12:30 创新的模具调温控制以提高生产率
• 通过动态可调节模温的控制实现最完美的产品质量
• 通过接近型腔的冷却道水路来缩短周期时间
• 通过陶瓷高效加热来避免
MICHAEL ZHANG，gwk

高效模具制造和注塑工艺

新技术的使用在经济的发展以及在自动化的实现是这次中
国国际橡塑展的主要题目。
13:20 午餐
专家们预言在2017年底之前在中国将会比欧洲或者北美有
更多企业实现生产机器人自动化。其使用数量将从
20万件翻倍到40万件。
最终目标是提高生产质量，简短单件作业周期。
更有意义的是，在橡塑展之前，我们的国际会议给了参会
者一个了解最新的国际塑料模具和注塑机生产以及其自动
化动态的机会，以及通过不同的演讲内容给参会者介绍
最新的技术并和提供了一个同行业的专家进行讨论交流的平台。
世界上各个塑料领域中知名企业和专家将在会议上做出演讲
介绍最新系统，应用和提高效益的可能性。并将和与会
人员进行积极讨论和交流。

14:30 提高生产力 - 快速换模：揭开神秘面纱！
• 快速换模的安装和使用工具
• 快速换模设备
• EAS能给您什么帮助
• 模具检测单元
THIERRY PASTOR, EAS
15:20 用于高效生产的各种注塑机种类
• 适用于不同应用的注塑机概念
• 模具技术概念
• 整合自动化
ANDREAS POETTEL，ENGEL

此次会议将有专业会议同声传译团队以英文或中文语言翻译。
15:50 茶歇

会议主席：
Bodo Greulich，
Tool & Plastic Technology,
Germany

16:20 提高注塑工艺效率，阀门针系统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么？
• 在常规工艺中使用阀门针系统
• 挑战
• 改进机会
CARSTEN BRETHAUER，Synventive

17:20 会议结束

星期一, 2015年5月18日
08:00 登记报到
09:45 开幕及欢迎致辞

10:00 模具和注塑工艺的发展
• 革新和需求
• 目标和趋势
BODO GREULICH，Tool & Plastic Technology
10:30 用于特殊性能要求的热处理及表面处理
• 塑料模具钢的工业化生产
• 市场需求趋势
• 高级塑胶模具钢的发展
• 用于特殊性能要求的热处理及表面处理
A. HENGST，Schmiedewerke Groeditz

11:20 茶歇

11:40 针对多腔模具有效的热流道解决方案
• 针对多腔模具对热流道的要求
• 垂直浇口件的解决方案
• 侧边直浇口件的解决方案
• 阀门阀针式浇口件的解决方案
JAN-HENK POMSTRA，EWIKON Hot runner system

19:00 会务晚餐

星期二, 2015年5月19日
08:30 登记报到
09:30 全自动 - 必经之路！
• 中国模具制造业的激烈竞争
• 面临及时送货的挑战
• 自动装夹工艺控制系统
• 项目计划，工艺设计，安装，职工认可
TEO SIN MENG，EROWA
10:30 模具制造的精密化和自动化
• 高效自动化制模
• 机器的精度
• 全自动工艺的精度
FLY ZHANG，OPS INGERSOLL

11:30 茶歇

12:00 多型腔应用中的热流道
• 市场趋势
• 市场需求
• 热流道设计
• 颜色替换
XIANG FANG, HUSKY

13:00 最终讨论/会议结束

会议主席
Bodo Greulich
Tool & Plastic Technology,
Germany

Bodo Greulich先生于1969年起在德国 TRW - Fastners and
Components 工作。拿到技师资格后在TRW公司作为模具培训经
理，并同时是模具设计和加工部门负责人。他曾经是工业经理并在
TRW专门负责塑料及模具技术。作为塑料及模具技术全球区负责人，
他曾负责撰写模具制造标准，负责工艺和产品优化，尤其在中国，韩
国，美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等地。在这期间他负责多个 汽车
了行业中的业务。这些业务也都主要与紧固件,空气阀门，外饰和托槽
有关。
Greulich先生与2008年起开始开创自己的事业”模具和塑料技术- 工
程师咨询事务所“。自1995年来，他一直作为培训师和培训领导者活
跃在注塑系统，热流道系统，模具技术和模具维护领域。

会议地点
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

中国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中988号 邮政编码:510620
电话：+86 20 3883 8888 · 传真：+86 20 3883 3333
电子信箱: H6318@sofitel.com · www.sofitel.com
部分数量房间有内部协议价格。

大会议程的最新变更在 www.skz.de/2227

SKZ 中国昆山培训中心
来自德国的培训

VITSHIETRE

US

为塑料工业传输的专业知识
思科德塑料技术服务（昆山）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德国工业园II期，俱进路329号, 邮编: 215321
电话: +86 512 3685 3872 · 传真: +86 512 3685 3871
www.skz.de/cn/training

大会议程的最新变更在 www.skz.de/1499

报名

报名与咨询

请传真至：+49 9306 983 2070
或邮件回传至 ：shiqing.zhu@ing-zhu.de

SKZ – German Plastics Center,
Germany
请联系朱诗卿女士
电话：+49 9306 983 183
传真：+49 9306 983 2070
邮箱：shiqing.zhu@ing-zhu.de

在此我确认报名参加下述活动：

2015 年塑料技术国际会议
高效模具制造和注塑工艺
2015年5月18-19日，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广州，中国

在线报名及更多信息
www.skz.de/2227

付款细则

公司
地址

所有款项必须在活动开始之前付清。预先未及时付款的人员,请务必到场
在会场入口处支付。请使用所附报名表。

国家

费用包含的服务

部门

会议讲义光盘
午餐、茶歇、会务晚餐

第一名参会者

女士

先生

桌面展览

职务

姓

名

电话

传真

桌面展览一个展位9700.00元人民币，包括一张桌子或空地和两把椅子
以及一个免费参会名额。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朱诗卿
女士：shiqing.zhu@ing-zhu.de ，电话：+49 9306 983 183

取消

电邮
我将参加会务晚餐

第二名参会者

女士

先生

职务

姓

名

电话

传真

-10%

活动开始一周前书面申请取消报名者，将收取费用10%的取消费。晚于此
时间取消报名者，将收取全额费用。活动开始一周前创建参会人员名单。
很遗憾我们不接受过晚报名。可随时调换参会人员。

日期、地点和住宿
2015年5月18，19日
广州圣丰索菲特大酒店
中国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中988号 邮政编码:510620
电话：+86 20 3883 8888 · 传真：+86 20 3883 3333
电子信箱: H6318@sofitel.com · www.sofitel.com

电邮
我将参加会务晚餐

第三名参会者

女士

先生

职务

姓

名

电话

传真

-10%

成为赞助商！
更多信息请直接联系朱诗卿女士 （shiqing.zhu@ing-zhu.de)

电邮
我将参加会务晚餐

参会者费用总计
5985.00 元
6650.00 元

上述价格均需另加6%增值税。
提早报名优惠:仅限于2015年4月15日之前报名
常规报名费
同一公司每多一名参会者，均享受10%优惠

4800.00元
9700.00元
3200.00元

学生和副演讲者报名费
桌面展览（包含一名免费参会名额）
桌面展览（包含）

付款方式：
报名费用需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全部预付至思科德塑料技术服务
(昆 山)有限公司帐户。根据您的报名信息,银行转账所用帐户信息将与报
名 确 认( 形 式 发 票 ) 一 同 发 出 。
银行转账需在报名之日起14天之内完成。如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收到付
款,大会秘书处有权取消您的报名。

主办单位

思科德塑料技术服务（昆山）
有限公司

账单/发票邮寄地址： (仅在不同于公司地址情况下填写)

赞助商
我们的一般商业条款及细则约束,请参看网站 www.skz.de/agb

日期

签署

协作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