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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 BIM 技术国际交流会——
“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创新发展”会议通知（二号）

BIM 技术国际交流会自 2010 年开始已成功举办六届，得到

了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学协会、企事业单位、高校、软件商的广

泛认可与大力支持。第七届 BIM 技术国际交流会拟定于 2020 年

9月 23-25日在广州召开。

2020年 7月，住建部等十三部委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智

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以大力

发展建筑工业化为载体，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为动力，创新突

破相关核心技术，加大智能建造在工程建设各环节应用，形成涵

盖科研、设计、生产加工、施工装配、运营等全产业链融合一体

的智能建造产业体系，推动形成一批智能建造龙头企业，引领并

带动广大中小企业向智能建造转型升级，打造“中国建造”。本届

会议以“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创新发展”为主题，分享国内外智

能建造及建筑工业化技术，结合 BIM、VR、AI、区块链、建筑

机器人等信息技术在建筑行业的应用，以及相关科研成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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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工程案例分享。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报告、现场展览和项目观

摩形式（会场人数控制在 300人以内）。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中国图学学会土木工程图学分会

（二）指导单位

中国图学学会

（三）支持单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香

港建造业议会

（四）承办单位

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

（五）协办单位

中国建筑学会 BIM分会、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清华大学、同

济大学、天津大学、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索析统（上

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鸿业同行科技有限公司、内梅切克

软件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广州优比建筑咨询有限公司、湖南

建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悉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益埃毕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中

港建设项目管理研究中心、广州粤建三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建工集团智能建造中心……

https://www.so.com/link?m=bZVMvTmTbjNFH5YboOf6L3%2FqCIesN6TIn5r%2FrlPZ5151%2FwmeMDLGlsKhaBqANGoTGIgcC6zVLm8e0GjuavZEwT0JXjjgZblJJ%2BYyPajVmzbMK25ab%2BYILWlgv5yuwnoD0EKJxqKF%2FmVLes6uDrj4Rcd6Ywk%2FeR6Gul317dDhLHuxruMYzKE0%2BuEq3BZKsmrxjsxL1JA6pHpQD4X4MsYnl9MzCysHPrzFiqw9FWA%3D%3D
https://www.so.com/link?m=bZVMvTmTbjNFH5YboOf6L3%2FqCIesN6TIn5r%2FrlPZ5151%2FwmeMDLGlsKhaBqANGoTGIgcC6zVLm8e0GjuavZEwT0JXjjgZblJJ%2BYyPajVmzbMK25ab%2BYILWlgv5yuwnoD0EKJxqKF%2FmVLes6uDrj4Rcd6Ywk%2FeR6Gul317dDhLHuxruMYzKE0%2BuEq3BZKsmrxjsxL1JA6pHpQD4X4MsYnl9MzCysHPrzFiqw9FWA%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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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会议学术委员会

主 任：孙家广 丁烈云

副主任：赵 罡 许杰峰 王广斌 马智亮

委 员：谢 卫 Kim Inhan（韩国） 李 恒（香港）

顾 明 李云贵 何关培 张金月

（七）会议组织委员会

主 任：王 静

副主任：高承勇 杨富春 杨 洁

委 员：王国俭 王 玉

（八）会议秘书处

张建奇 王兴龙 樊毅飞 次晓乐

二、拟出席会议主要领导与嘉宾

孙家广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图学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

教授/博导

丁烈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学会工程管理研究分会

理事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导

赵 罡 中国图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航天航空大

学党委常委、副书记

许杰峰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图学学

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 BIM分会理事长

毛志兵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建筑学会建

筑施工分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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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宜萱 香港建造业议会主席

王广斌 同济大学教授/博导、建筑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Vicki Reynolds 英国Multiplex公司 BIM总监

Tamer El-Diraby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

李 恒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郑展鹏 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

李云贵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马智亮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博导

张金月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黄 起 深圳建筑工务署一级调研员

金 睿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

何关培 广州优比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CEO

马恩成 北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袁正刚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王晓军 北京鸿业同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三、会议内容

（一）智能建造技术最新发展；

（二）装配式建筑数字化应用；

（三）BIM在建设工程全生命期的应用；

（四）城市信息模型（CIM）发展及应用；

http://szwb.sz.gov.cn/gwszwgk/surveya/gjgld/content/post_36177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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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监管中的数字化应用；

（六）智能建造专业课程设置交流；

（七）BIM、VR、AI、区块链、建筑机器人等信息技术应

用；

（八）《BIM应用发展报告（2019）》介绍；

（九）本次大会优秀论文交流；

（十）企业成果展览，提供软件及平台、VR产品、建筑机

器人体验区。

四、会议费用、时间地点

（一） 会议费用：

注册费 2180元/人，中国图学学会会员 1800 元/人。注册费

含会务、会议期间用餐、资料、场地、参观等费用，住宿由会务

组推荐，费用自理（详见附件 2）。

（二） 会议时间：

9月 23日全天：会议报到；

9月 24日全天：主会场主题报告；

9月 25日上午：各分论坛报告；

9 月 25 日下午：参观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参观内

容：机器人餐厅、建筑机器人现场作业、智能建造系统演示

等）。

（三） 会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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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会议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通讯地址 邮 编

参加人员 性别 职务/职称 手 机 报名费

报名费缴纳方

式（汇款/现

场缴费）

9月 25 日下午是否参观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

（名额有限，若选是，请务必按要求准时参加活

动）

是 否

开发票

信息（专

票/普票

二选一）

发票名称（发票抬头）（必填）

纳税人识别号（必填）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专票必填）

开户银行及银行账户（专票必填）

接收普通发票的电子邮箱（QQ 邮箱）

专票邮寄地址

拟预定酒

店

姓 名
住宿要求 入住、退房时

间
联系方式

□大床房 标准间

请将本报名表发送到 tmgc@cgn.net.cn 邮箱。

联系电话：010-84276825/ 64518405

联系人：鲁相宜 17778134111 刘 璐 19993567316 张建奇 1336646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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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会议注册方式

1、参会人员可登录 http://www.cgn.net.cn/中国图学学会官网，点击“会议系

统”，选择“第七届 BIM 国际交流会”报名参会。已有账号人员登录个人账号，填写

报名信息；未注册过账号的人员需先注册个人账号，再填写报名信息。

2、填写附件报名表报名发送到 tmgc@cgn.net.cn 邮箱，会务人员会联系报名事

宜。

3、会议注册费：2180 元/人，中国图学学会会员 1800 元/人。注册费含会务、

会议期间用餐、资料、场地、茶歇等费用，住宿由会务组推荐，费用自理。

4、缴费说明：若需现场缴费，请会员提前登录中国图学学会官网的会员管理系

统自行下载打印会员证。

（1）银行汇款

账号名称：中国图学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升路支行

账 号：0200006209089137685

汇款备注：参会人员姓名+BIM 国际会议

（2）支付宝付款

报名同时在会议系统选择支付宝缴费。

请各位参会人员在线报名时提供开票信息（含单位全称、单位地址及电话、纳税

人识别号、开户银行、账号）。

发票为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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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会议论文集投稿说明

1、投稿方式：

登录期刊官网 http://tmjzgcxxjs.manuscripts.cn/首页点击“在线期刊”下载

“排版格式”，论文内容要素按标准版式完善后，进入首页左侧“投审稿系统”注册

登录投稿；

2、编辑部：樊毅飞 微信：tmxxjs QQ:342182902 电话：18601265186

本会议已被中国科协纳入全国重要学术会议名录，并被中国知网重要会议论文全

文数据库（CPCD）收录。会议将出版论文集，择优发表在国家一级期刊《土木建筑工

程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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