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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协〔2019〕34号

关于召开“2019装配式建筑技术交流及融合

发展论坛”的通知

各会员及有关单位：

近年来，装配式建筑及产业现代化在我国快速发展，推进建筑

产业现代化是建筑业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在国家相关政策引

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投入到建筑产业现代化的推进中，但在

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认识不够全面、技术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

需要通过企业间、专业间的装配式建筑技术交流，推广装配式建筑

技术的应用，走装配式建筑道路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建筑企业突破

自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为此，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将于9月20-21日在北京召开“2019装

配式建筑技术交流及融合发展高峰论坛”，大会以“创新 融合 共

享”为主题，邀请多位行业权威专家围绕装配式建筑，从建筑、主

体结构、外围护、内装、部品的全过程设计与施工进行深度讲解，

共话装配式建筑实践中的技术创新，产业链融合发展，并搭建交流

行业信息、推广技术应用的合作平台，引领行业健康发展。具体内

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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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坛主题

创新 融合 共享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支持单位：北京房地产业协会

北京市昌平区建筑业协会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网

北京环宇慧通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协办单位：北京建谊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三一筑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探索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龙元明筑科技有限公司

三、主要议题及拟邀嘉宾

（一）大会主要议题

1、国内外绿色建筑现状及我国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分析；

2、装配式建筑相关政策解读及新型装配式建筑的标准体系建设；

3、房地产行业钢结构与PC混凝土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趋势剖析；

4、基于装配式建造技术的建筑设计创作实践；

5、装配式建筑设计与全产业链协同；

6、钢结构住宅与PC混凝土住宅项目的关键技术及成功案列分享；

7、EPC模式下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的项目实践；

8、房地产企业装配式建筑建造体系建设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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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基于BIM技术的装配式建筑设计全流程管控实践介绍；

10、装配式内装工业化发展趋势及实践；

11、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在装配式建筑领域的应用实践；

12、新产品、新材料与装配式建造技术对接会；

（二）大会邀请嘉宾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领导

李 萍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住宅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孙 英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原院长

刘东卫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叶浩文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王立军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 首席专家

娄 宇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总工

侯建群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赵 钿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装配式建筑工程研究院院长

田春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工业化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马荣全 三一筑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魏素巍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张 鸣 北京建谊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海洋 北京探索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海利 龙元明筑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海英 上海中森建筑与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装配式工程研究院副总工

金振奋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工业化设计总监、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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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程师、建筑工业化研究中心副院长

龙玉峰 华阳国际设计集团副总裁、建筑产业化公司总经理

朱福臣 恒大地产集团住宅产业化中心总经理

张文龄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四、论坛地点

北京铁道大厦

五、论坛时间

报到时间：9月19日

会议时间：9月20日全天,9月21日上午会议，21日下午项目考察

六、参会人员

1、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员，总工联席会成员，中国房地产业协

会中国百年住宅示范项目单位；

2、与住宅建设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各地房地产业协会（研究

会）、各相关高校；

3、房地产开发、建筑设计院（研究院）、规划设计院、勘察设

计企业、工程咨询、建筑施工企业、工程监理、建筑部品生产和供

应企业、技术推广和住宅集成制造企业、构件生产企业及深化设计

技术人员等相关人员。

七、其他事项

1、本次论坛为公益论坛，免收会务费；

2、由于参会人员较多，请填写参会回执，凭会议代表证入场。

八、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房怡君 18513835639 彭 浩 13240963858

电话/传真：010-82598721 62878319

邮箱：139730728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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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9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大院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2019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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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9装配式建筑技术交流及融合发展高峰论坛议程

日 期 时 间 会 议 内 容 主持人

19日全天 09:30-22:30 会议签到

20日上午

8:30-8:40 领导致辞

中国房

协住宅

技术委

员会副

主任

薛 峰

8:40-9:10

演讲主题：推动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

演讲嘉宾：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 英

9:10-9:40
演讲主题：绿色与数字建造 实现高质量发展

演讲嘉宾：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叶浩文

09:40-10:10

演讲题目：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发展与产业化

演讲嘉宾：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娄 宇

10:10-10:20 茶歇

10:20-10:50

演讲主题：钢结构设计创新与实践

演讲嘉宾：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 首席专家 王立军

10:50-11:20
演讲主题：装配式建筑标准与产业链合作探索

演讲嘉宾：北京建谊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鸣

11:20-11:50
演讲主题：装配式混凝土固模剪力墙结构体系设计与研发

演讲嘉宾：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侯建群

11:50-12:20 主题对话

中午 12:30-13:50 午餐 休息

20日下午

14:00-14:30

演讲主题：装配式钢结构居住建筑的技术和成本

演讲嘉宾：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装配式建筑工程研

究院院长 赵 钿
中国房

协住宅

技术委

员会副

主任

曹 彬

14:30-15:00

演讲主题：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研究进展

演讲嘉宾：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工业化设计研

究院副院长 田春雨

15:00-15:30

演讲主题：基于三大硬智能的智能建造研究与实践

演讲嘉宾：三一筑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荣全

15:30-15:4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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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次会议议程如发生部分变动，以会议现场议程为准。

15:40-16:10

演讲主题：基于BIM的装配式建筑设计应用实践

演讲嘉宾：上海中森建筑与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装配式工程研

究院副总工 马海英

16:10-16:40
演讲主题：探索者BIMsys.-TSPC装配式设计软件介绍与应用

演讲嘉宾：北京探索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海洋

16:40-17:10
演讲主题：装配式内装产业化探索与实践

演讲嘉宾：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魏素巍

17:10-17:30 主题对话

21日上午

08:30-09:00

演讲主题：装配式钢结构住宅一体化设计及建造实践

演讲嘉宾：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工业化设

计总监、副总工程师、建筑工业化研究中心副院长 金振奋

中建科

技集团

有限公

司北京

公司副

总/设

计总监

包 戈

09:00-09:30
演讲主题：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技术及现场管理

演讲嘉宾：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文龄

09:30-10:00

演讲主题：高性能全装配钢结构装配式住宅产品体系的研究

应用--龙元明筑S-SYSTEM

演讲嘉宾：龙元明筑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何海利

10:00-10:10 茶歇

10:10-10:40
演讲主题：待定

演讲嘉宾：恒大地产集团住宅产业化中心总经理 朱福臣

10:40-11:10

演讲主题：装配式建筑EPC设计思维与方法

演讲嘉宾：华阳国际设计集团副总裁、建筑产业化公司

总经理 龙玉峰

11:10-11:40 现场互动交流

21日下午 13:30-16:30 项目参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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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019装配式建筑技术交流及融合发展论坛回执表

单 位

地 址 邮 箱

联系人 手 机

参会代表信息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手 机 是否参观

会议酒店 北京铁道大厦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102号

房 间
单间：570元/天（含单早）

标间：600元/天（含双早）
单间数量（ ）标间数量（ ）入住时间

备 注 房间会务组统一预定费用自理，9月19号之后，住宿房间不可取消。

参会联系：房怡君 18513835639 彭 浩 13240963858

回执邮箱：1397307288 @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