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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简介 ：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

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1 号）

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

动方案》、《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管理办法》、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

全面推进装配式内装修与建筑设计一体化发展，

提升装配式内装修的工程质量、施工效率和整

体性能，2017 年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之

际，特此举办“2017亚洲国际内装工业化峰会”。

本会议将邀请主管单位领导、行业内著名专家

及实践者对装配式内装做现场技术交流。

  会议组织 ：

主办单位：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产业化分会

会议时间： 2017 年 10 月 31 日

会议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3H



装配式内装修，从设计到实现
主持人 | 刘轶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装配式建筑研究院副院长 

会议
议程

会议
议程

01 09

10

11

12

13

14

02
03
04

05

06

07

08

09:30- 10:00 注册签到

10:00- 10:05 致辞：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产业化分会

10:05- 10:10 致辞：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10:10- 10:40 主旨发言：装配式内装相关政策及标准解读   

 魏素巍 -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10:40- 11:10 主旨发言：装配式装修的发展现状与发展方向   

 赵钿 -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装配式建筑研究院院长

11:10- 11:40 主旨发言：内装工业化的施工技术和实践案例   

 李季 - 上海开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1:40- 12:10 主旨发言：既有居住建筑分户批量装配化改造技术探索  

 朱宁 - 清华大学博士后

12:10-13:30 午  餐

14:00-14:30 主旨发言：内装工业化的 EPC    

 何易 - 北京国标建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14:30-15:00 主旨发言：内装工业化在开发商项目的应用   

 孙军 - 碧桂园集团莞深区域副总裁

15:00-15:30 主旨发言：装配式装修的技术应用    

 罗辛 - 北京和能人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5:30-16:00 主旨发言：内装工业化与商业节拍    

 郭琬怡 - 贝朗（亚太）副董事兼总经理

16:00-16:30 主旨发言：VR 信息可视化技术在装配式内装中的应用  

 宋晓宇 - 光辉城市创始人兼 CEO

16:30-17:00 嘉宾交流：内装工业化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



刘轶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产业化分会秘书长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装配式建筑研究院

副院长

北京国标建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魏素巍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院副总建筑师 / 副研究员

中国装配式内装领域知名专家

全国建筑构配件标委会专家委员 
住建部建筑制品与构配件标委会专家委员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产业化分会副秘书长

ISO/TC59/WG3 &WG4 CONVENOR

2006 年—2010 年，主要从事建筑部品应用技术

咨询工作，参与了政府咨询项目《外交部驻外使

领馆建筑材料与产品选用指南和选用目录》、《商

务部援外项目成套材料设备选用目录》等。

2011 年 —至今，主要从事装配式内装方面的技术

研发和实践工作， 作为内装工程实施负责人，完

成了国内第一个百年住宅项目 -- 绿地南翔崴廉公

馆的装配式内装工程，还负责了北京实创清棠湾

公租房装配式内装工程、深圳裕景花园装配式内

装样板间、 杭州金都北山大院产业化样板工程等

项目。

多年来，主持或参与了 20 多项国家课题和行业标

准的编制，负责了住建部课题《建筑装饰装修标

准关键指标提升》，主编了《装配式整体卫生间

应用技术规程》，参编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

术标准》、《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等标准。

2015 年还成功当选为 ISO/TC 59 WG3（Modular 
Coordination）工作组的召集人（convener），主

管模数协调领域的 ISO 国际标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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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内装相关政策及标准解读

会议主持

致辞嘉宾

装配式装修的发展现状与发展方向

赵钿
高级建筑师

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建筑学硕士学位，现

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居住建筑事业部主任。获

2013 中国房地产创新推动力设计称号。主持或设

计有郭公庄一期公租房、郑开森林半岛等主要工

程项目 ; 基于产业化背景的住宅精细化设计研究、

北京地区工程项目报批流程等科研成果 ; 新疆和田

京和大厦、成都邮政生产指挥调度中心等公共建

筑项目。近年致力于建筑产业化方面工作，并有

多篇论文及著作。

夏冰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产业化分会副会长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设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

包分会副会长

上海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会长、项目管

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上海建筑学会既有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建设和交通青年人才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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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工业化的 EPC

内装工业化在开发商项目的应用既有居住建筑分户批量装配化
改造技术探索

孙军
碧桂园集团工程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碧桂园集团 SSGF 新体系推进组长

碧桂园集团莞深区域副总裁

首创将装配式工业化、现浇工业化和内装工业化

相结合的 SSGF 工业化建造体系，成功主导完成

碧桂园集团首个 SSGF 工业化建造体系项目 - 茶

山碧桂园。多次赴日本等建筑工业化开展较早的

国家研修，在房地产投资开发、产品研发、技术

和运维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朱宁
清华大学博士后

主要从事既有多层居住建筑的装配化改造设计与

技术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项，

在该领域第一二作者发表国内外期刊、会议论文

20 余篇，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何易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高级建筑师

北京国标建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负责并参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多项国家重

点项目装配式内装修的设计管理、项目咨询、质

量与施工等工作。参编行业标准《装配式整体卫

生间应用技术规程》、行业标准《装配式内装修

技术标准》等。

内装工业化的施工技术和实践案例

李季
上海开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CEO
浙江大学建筑学硕士

浙江大学建筑学学士

上海开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致力

于装配式装修产品研发，拥有超过 20项国家专利，

2017 年获得达晨创投 2000 万元风险投资，刚刚

荣获 2017 年上海市创新创业大赛节能环保类第二

名。作为一家年轻的科技型公司，具有强劲的科

研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已完成的项目类型包括：

公寓、酒店、医院、连锁店、办公、家装等等。



郭琬怡
贝朗（亚太）副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家居产业杰出女性，擅长“产品”、“服务”

和“营销模式”的践行创新。自执掌德国品牌

“BRAVAT贝朗”在中国及亚太区的经营事务起，

实现每年超过 40%的业绩增长。利用“互联网 +”

对线下线上融合进行多维度探索，优化与整合产

业供应链，构建 “一站式“服务系统，积极推动

EPC 产业发展。

宋晓宇
光辉城市创始人兼 CEO

毕业于重庆大学，2006 年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并

留校任教。他在 11 年的教师生涯中，不断尝试用

新技术与建筑教学工作相结合，并取得了卓越成

绩。 

2013 年 9 月，他完成自己从传统行业到互联网的

转型，成立了一家专注建筑设计行业产品革新的

互联网公司 —— 光辉城市。作为全球领先的建筑

VR 技术提供商，在其技术团队的支持下孕育了革

命性产品 Mars。目的就是通过 VR 技术来改变建

筑设计这个传统行业。凭借其在建筑领域深耕十

余年的经验积累，他能够深入理解建筑设计师的

工作流程、工作习惯、工作场景，最大程度地找

准用户痛点，优化工作流程。光辉城市以“让设

计回归创意，把其他交给科技”为使命，用 5 万

小时以上的积累，提供有态度、有温度的专业服务。

现阶段主要为建筑设计企业提供方案创作和表现

的技术升级 服务，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

地设有分支机构。

VR 信息可视化技术在
装配式内装中的应用

内装工业化与商业节拍

罗辛
和能人居科技副总总工

曾任教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后长期在日本从事建

筑设计。2005 年作为甲方代表参与完成上海环球

金融中心的设计与建设。2009 年后，在万科上海

区域本部，负责区域内建筑工业化的实现和推广

工作。主持完成了在南京，苏州，杭州，宁波，

南昌等华东地区城市的第一座 PC 住宅的落地。为

国内较早从事于装配式建筑的研究和实践人士。

装配式装修的技术应用演讲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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