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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一体化建造及 BIM 技术应用线上交流会 
 

 
邀 请 函 

 
各有关单位： 

发展装配式建筑是建造方式的重大变革和高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筑企业转

型升级的必然方向，已上升到国家战略，BIM 技术作为建筑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手段，为产业链贯通、工业化建造提供技术保障，也将成为建筑行业改革

创新的必由之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发

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十

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等文件精神，加强信息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

加快推进 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规划、勘察、设计、生产、施工、装修、运维全

过程的集成应用，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据共享和信息化管理，全面提

高建筑工程质量、效率和效益水平，推动建筑业全面进入智慧建造时代，智慧建

造网定于 2020 年 5 月 21-22 日举办“装配式建筑一体化建造及 BIM 技术应用线上

交流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智慧建造网  

协办单位：北京鸿业同行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北京雨欣博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二、会议日期及时间   

直播时间：5 月 21-22 日（9:00-17:00），视频直播授课，付费用户按时在

线学习（购买学员可凭账号登录直播平台进行交流学习，5 日内可重复学习）。 

三、会议主要内容   

（1）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高效生产与施工管理关键技术、创新模式探索与

工程实践；   

（2）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体系关键技术研究应用及一

体化建造实践；   

（3）建筑部品技术的集成创新和装配式内装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及项目实践；   

（4）装配式建筑数字化、智能化建造创新模式的应用及其工程实例分享交流。 

（5）基于 BIM 的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关键技术研究和智慧建造平台建设及解



 2 

决方案； 

（6）BIM 技术在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工厂化预制、装配式施工、工程项目

管理、机电安装、运维管理等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及一体化建造实践。 

四、特邀嘉宾 

 （1）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  赵中宇 

（2）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浩 

（3）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副主任  高  璞 

（4）日本株式会社 RIA(中文名：立亚设计)总公司  中国事业开发部主任、

中国区总部副总经理  姜延达 

（5）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第一设计院总建筑师  熊汉武 

（6）北京鸿业同行科技有限公司  装配式设计软件产品经理  宋戈 

五、线上直播议程安排 
     

日期 时间 主讲嘉宾及演讲题目 

 

报告内容大纲 
 

5 月 21 日全天 

21 日 
上午 

9:00-12:00 
 

装配式建筑的设计理念、

方法与思考 

——中国中建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赵中

宇 
 

（1）建筑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化

部署 

（2）中国中建设计集团专业化

实践 

（3）装配式建筑设计的标准化

方法 

（4）装配式居住建筑的产品化

创新 

（5）装配式建筑推广的阶段化

思考 

21 日 
下午 14:00-15:30 

装配式建筑结构工程施

工管理及BIM 技术在装配

式项目中的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浩 

（1）装配式建筑常见结构体系

综述 

（2）装配式结构工程施工管理

与策划 

（3）装配式专项施工方案编制

要点 

（4）装配式工程规范体系及验

收 

（5）bim 技术在装配式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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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 

（6）装配式工程常见问题解析 

15:30-16:10 

鸿业基于 BIM 的现浇及装

配式建筑深化设计整体

解决方案 

——北京鸿业同行

科技有限公司装配式设

计软件产品经理宋戈 

(1)装配式建筑=火速+神速 

(2)设计有“数”共享，生产有

“据”传递 

(3)重点介绍 BIM 结构软件在

装配式建筑设计中的现浇部分

是如何发挥其作用和特色的 

（4）基于 BIM 的装配式深化设

计软件，数字化、智能化的解

决问题，提供工作效率 

16:10-17:00 互动、提问、答疑 

5 月 22 日全天 

22 日
上午 9:00-12:00 

日本装配式住宅（SI 住

宅）一体化建造应用及实

践 

——日本株式会社 

RIA(中文名：立亚设计)

总公司中国事业开发部

主任、中国区总部副总经

理姜延达 

（1）关于日本的装配式住宅

（SI住宅） 

（2）SI 装配式工法在旧房更

新（内装）中的应用 

（3）日本设计过程以及实际装

配式施工现场的案例介绍（结

合现场照片） 

（4）中国旧房改造案例（结合

实际装配式干式工法案例） 

（5）装配式工法的问题与前景 

22 日
下午 

14:00-15:00 

装配式应急医院设计与

建造的关注点 

——中信建筑设计

研究总院第一设计院总

建筑师熊汉武 

（1）装配式应急医院的材料选

择 

（2）火神山医院的建设方式 

（3）装配式集装箱房在国内外

的案例介绍 

（4）装配式建造技术在医院建

设中的应用 

15:00-16:00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BIM 技术驱动智慧建造--

以宁波舟山港主通道公

路工程第 DSSG02 标段为

例 

（1）前言 

（2）项目概况 

（3）BIM 应用背景 

（4）BIM 解决方案 

（5）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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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第六

工程局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副主任高璞 

16:00-17:00 互动、提问、答疑 

（注：会务组保留对以上会议日程的适当调整，以线上直播实际安排为主。） 

六、参会对象 

各勘察设计、施工、运营、房地产开发、工程咨询和工程监理、装修、造价

等单位的负责人、总工、技术质量负责人、信息化负责人、BIM 负责人，项目负

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等，住宅产业化基地企业、钢结构设计、施工、

安装、生产公司，审图公司、材料及设备供应商、建筑部品、构件生产企业、技

术推广和住宅集成制造企业，建筑工业化、装配式建筑、绿色施工和智慧建造领

域的行业专家、学者、高校科研院所，相关解决方案供应商、产品供应商、服务

运营商和软件厂商等相关单位和人员。  

七、收费标准 

（1）会务费 1180 元/人，3 人及 3 人以上报名 980 元/人。  

（2）缴费方式：银行汇款或转账。 

     户  名:北京雨欣博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紫竹支行 

账  号：0120014170019543 

八、联系方式      

会务组联系人：冯  涛(18601196055)     咨询微信号：f100835     

              李奕萱（18610587801）   咨询微信号：yx648343718    

              赖  燕 010－88193977 ; laiyan@ceedi.cn 

电话、传真：010-83215720              报名邮箱：648343718@qq.com  

    

 
 

智慧建造网 

北京雨欣博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代章）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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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执  表 

经研究：我单位选派下列同志参加会议（加盖单位公章）：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邮编  

联 系 人  电话  传真  

参会人员 职务 性别 电话 手机 邮箱或 QQ 

      

      

      

      

费用总额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小写￥：            

汇款方式 

户  名:北京雨欣博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紫竹支行 

账  号：0120014170019543 

发票开具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票项目（请选择）：会议费□       会务费□  

 开票信息 

开票名称： 

税号： 

地址： 

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汇款成功后请将汇款凭证发至会务组邮箱，以便及时开具发票。 

备注  

（如确定参加，请于 5 月 19 日前将回执表传至会务组邮箱，此表复印有效。） 

会务组联系人：冯  涛(18601196055)     咨询微信号：f100835     

              李奕萱（18610587801）   咨询微信号：yx648343718     

              赖  燕 010－88193977   laiyan@ceedi.cn 

电话、传真：010-83215720              报名邮箱：64834371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