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第三届中国 LS-DYNA 用户大会邀请函
2017 3rd China LS-DYNA Users’ Conference invitation
LSTC 是国际著名的有限元仿真软件公司，它的产品包括 LS-DYNA®， LS-PrePost®, LS-OPT®等。LSTC
定于 2017 年 10 月 23-25 日在中国上海举办第三届中国 LS-DYNA 用户大会。大会将邀请海内外业内专
家，LSTC 的技术骨干及广大客户，介绍软件的最新功能，并分享使用经验。中国 LS-DYNA 用户大会
将继续定期举办，并成为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交流研究成果和了解软件最新发展动态的一
个重要平台。
会议地点: 中国，上海 浦东新区 张杨路 777 号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会 议 费： 1200 元 高校师生：800 元
会议网址： www.lsdyna.cn 电子邮箱: hr@dalianfukun.com 联系人：张艳君
138-98415814

手机：

大会日程安排
10 月 23 日

晚上

签到；欢迎茶话会

上午
演讲嘉宾将展示 LS-DYNA®最新研究，发展动态及其应用。
(大会主会场)
10 月 24 日

下午
(技术和应用
专题分会场)
晚上

10 月 25 日

上午
(技术和应用
专题分会场)

LS-DYNA®汽车碰撞技术和应用专题 1；
LS-DYNA® 模拟技术和并行计算专题 1；
LS-DYNA®的多种求解器方法和应用专题 1；
LS-DYNA®板料成形， 隐式计算应用专题；
晚宴
LS-DYNA®汽车碰撞技术和应用专题 2；
LS-DYNA® 模拟技术和并行计算专题 2；
LS-DYNA®的多种求解器方法和应用专题 2；
LS-DYNA®优化设计，前后处理技术专题；

下午
LSTC 多位资深专家将全方位的展示 LS-DYNA®最新功能及其应用，同时介绍
(大会主会场) LS-DYNA®最新研究和发展动态。

培训课程
本届 LS-DYNA 用户大会在会前后提供一天和两
天的技术培训。所有培训课程由美国 LSTC 资深专家
讲授。这些专家都是多年从事 LS-DYNA 研究，开发
和技术支持的专业人士。培训课课程内容及指导教

C1

师介绍等，请查看会议网页。

C2

(1) 授课方式：课堂讲授。大多数课程包括上机实习，
学员需要自带笔记本。

C3

Manufacturing analysis using
advanced FEM and Meshfree methods
高级有限元及无网格法在加工制造
分析中的应用
LS-DYNA MPP
LS-DYNA 并行计算
NVH and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LS-DYNA 的 NVH 及频域分析
Crash and Safety
汽车碰撞与安全分析
LS-PrePost and LS-DYNA® in Sheet Metal
Forming Simulation
LS-PrePost 和 LS-DYNA® 在板料成型模
拟中的应用

(2) 颁发证书：学员可获得美国 Livermore Software
C4
Technology Corp. 颁发的培训证书 。
(3) 报名方式：请填写 LS-DYNA 技术培训报名表后，
C5
通过 E-mail 发至：hr@dalianfukun.com
(4) 报名截至日：2017 年 10 月 10 日。每门课程参加
人数不超过 30 人。少于 8 人不开课。
培训费用：每天人民币 1000 元，包括培训费，资料费，午餐费。住宿自理。

23 日

23 日
23 日
26 日-27 日

26 日-27 日

会议详细内容，请查看会议网页。

主办单位
美国 Livermore Software Technology Corp.

中国 大连富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10 日

2017 第三届中国 LS-DYNA 用户大会
2017 3rd China LS-DYNA Users’ Conference

时间：2017 年 10 月 23-25 日

地点：中国·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报 名 回 执 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会 议 费

□企业 1200 元/人
□高校 800 元/人

培训费用

姓

参加
会议

手 机

名

参加培训
课程代号

课程 C1,C2,C3 费用：1000 元; 课程 C4,C5 费用：2000 元
E-mail

□
□
□
□
□
费用合计

元

开户名：大连富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发

票

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

□现金支付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开发区分行

银行账号：34167001040044312

名 称 (单位)
纳税识别号

□专票
地址，电话

□普票

开户银行及账号
* 因会议酒店价格因素，会议住宿自己预定。 火车飞机票实行实名身份证购买，请您尽早安排好您的票务。
*请使用(2/4/6/9 号线地铁)世纪大道站 A 区 12 号出口，步行 5 分钟即可到达会议酒店
附

言

备注： 1）、报名表填写好之后可发送传真至中国大连：0411-87611110，或发送邮件到：: hr@dalianfukun.com
2）、会务费不包括会议期间的食宿和交通费用。

联系人：张艳君

邮箱: hr@dalianfukun.com

手机: 138-98415814

主办单位
美国 Livermore Software Technology Corp.

中国 大连富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