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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主办单位

11月5日
9:00-10:30

11月5日
13:00-17:30

11月6日
13:00-18:00

11月6日
9:00-12:30

11月4日
9:00-18:00

11月6日-7日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W201会议室

11月5日
14:00-17:30

中国房地产产品力高峰会

11月6日
 10：30-17：00

11月5日
10:00-16:20

11月5日-7日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E2馆论坛区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新浪地产设计优设创研院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W201会议室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W201会议室

开幕见面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第十九届全国装配式建筑
暨智能建造发展交流大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三一产业园报告厅
（北京市昌平区
北清路8号院内）

第九届装配式建筑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工作会

暨范例城市基地企业产业园区
发展经验交流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装配式技术产业联盟

首届全国绿色建筑数字科技
与健康人居环境营造

技术交流会

被动式低能耗绿色建筑
技术交流会

北京西藏大厦10层
多功能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生产
和应用技术推广交流会

江苏省溧阳市
天目湖维景国际

温泉酒店

建设行业技术创新成果应用
专题交流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E4D01

房地产供应链优采大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E2馆 会议区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优采-中国房地产采购平台

被动房技术知识讲座 北京康居认证中心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E馆
“被动房技术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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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
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

开幕见面会

会议时间：2020年11月5日上午9:00—10:30

会议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201会议室

会议主持：梁俊强副主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内 容

主持人介绍参会领导和嘉宾

住博会主办单位领导发言

参会领导和嘉宾代表发言

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与相关单位签约仪式

宣布第十九届中国住博会开幕

参观第十九届中国住博会

时间

09:00—10:30 

10:30—11:30

备注：信息若有调整，以展会现场发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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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全国装配式建筑暨智能建造发展交流大会

围绕装配式建筑与智能建造发展，分析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解读最新政策与发展导向，探讨发展中遇到

的问题，分享国内外发展经验，交流如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

育新动能，促进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

会议时间：2020年11月5日下午13:00-17:30

会议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201会议室

会议主持：文林峰副主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时间

13:00—13:50

13:5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15

16:15—16:30

会议内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领导讲话

钢结构建筑与智能建造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主讲：岳清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钢结构协会会长）

腾讯微瓴智能建造行业实践分享

主讲：万超（腾讯集团 副总裁）

建筑产业互联网⸺数据驱动的新价值网络

主讲：刘松（阿里巴巴集团 副总裁）

以智能建造推动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

主讲：张仲华（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智能建造与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实践

主讲：贺东东（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CEO）

数字建筑平台 赋能产业未来

主讲：刘谦（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

新型建筑工业化助力建筑业转型升级

主讲：陈翔（江西省南昌县 县长）

智能建造助力房地产企业转型升级

主讲：刘道明（美好集团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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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6:30—16:45

16:45—17:00

17:00—17:15

17:15—17:30

会议内容

建筑产业互联网助力新型建筑工业化的融合发展

主讲：张鸣（北京建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智慧装修与装配化装修技术体系创新实践

主讲：顾益明（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基于产品思维的钢结构建筑系统解决方案

主讲：裴传飞（龙元明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XE0H

预制混凝土构件智能化生产工厂系统解决方案

主讲：郑林（上海电气研砼建筑科技集团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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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装配式建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工作会
暨范例城市基地企业产业园区发展经验交流会

时  间：2020年11月6日，下午1:00开始     

地点：三一产业园报告厅（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8号院内）

主持人：联盟执行秘书长、天津市房屋鉴定建筑设计院院长  张书航   

时  间

13:00—13:3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4:50

14:50—15:00

15:00—16:40

16:40—17:20

17:20—17:50

17:50—18:00

18:00

议  题

三一智慧建造项目观摩

政策解读：住建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文林峰  副主任

技术前沿探索：行业权威专家

标准规范解读：住建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建筑技术处

茶歇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交流：

1、产业基地（企业类）建设经验交流  2、产业基地（园区类）建设经验交流

智慧建造经验交流：

1、智慧工地经验交流    2、智慧工程经验交流   3、智慧管理平台经验交流

联盟工作：

1、理事长单位年度工作汇报   2、轮值主席单位年度工作汇报

3、分会单位代表年度工作汇报

联盟活动：

新晋联盟分会授牌仪式

会议结束

联系方式：

         主办方：                                                              承办单位：

         杜阳阳 010-57811438  18612385703     李博群 13426469440  邓应平13920786281

         王晓冉 010-57811035  13034380658     酒店推荐：龙城华美达酒店 13810832437 

                                                                                       温都水城 1851833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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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绿色建筑数字科技
与健康人居环境营造技术交流会

时间

9:00～9:05

9:05～9:15

9:15～9:40

9:40～10:05

10:05～10:30

10:30～10:40

10:40～10:50

10:50～11:00

议程

会议开始，主办方介绍参会嘉宾

领导致辞

主题演讲：人工智能与数字科技

演讲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 何积丰

主题演讲：污染控制与健康人居环境

演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丰昌

主题演讲：绿色建筑科学发展的思考

演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加平

主题演讲：绿色数字人居研究与实践进展

演讲嘉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 张悦教授

主题演讲：绿色城市家具与智慧城市护栏的实践

演讲嘉宾：连云港市住建局党组书记 局长 王友君

主题演讲：绿色建筑产业的探索与实践

演讲嘉宾：滨州市沾化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宋涛

会上将邀请知名院士专家进行主题演讲，介绍绿色建筑、数字科技以及健康人居环境营造的相关最新研究

方向；由绿色城市和优秀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代表介绍绿色建筑、数字科技以及健康人居环境的探索与实践。

时间：2020年11月6日上午

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201会议室

主持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梁浩 博士 研究员 绿色建筑发展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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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2:30

下午

议程

围绕数字科技主题沙龙绿智汇CEO贾思良、

上海开艺设计集团董事长全先国、盈嘉互联有限公司CEO王佳、

厦门华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CEO刘昌臻

围绕健康人居主题沙龙

四川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院长唐柳、

哈尔滨圣明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武雪莹、

北京国检信泰科技公司CEO戚泉、友绿网-柠檬树咨询有限公司CEO黄俊鹏

相关研究成果专题发布

相关荣誉证书颁发

与会代表集体参观住博会绿色建筑数字科技与健康人居环境营造主题展区

时间

联系人：酒淼  18611012999                        张川  131212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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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式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交流会

会议将交流被动式低能耗绿色建筑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与前景，重点介绍被动式房屋的标准、关键产品技术

以及被动式房屋示范工程建设情况，研究探讨我国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新理念、新科技、新技术和新材料的推广和

应用。交流会将有专家精彩演讲。

时间                                                 内容                                                                        发言人

9:00-9:10 领导致辞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领导

一 、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CSTM）“被动

式低能耗建筑及配套产品技术”标准发布:

（1)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 新风系统；

（2）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用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

卷材；

（3）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用未增塑聚氯乙烯

（PVC-U）塑料外窗；

（4）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用模塑聚苯板

（5）被动式低能耗建筑保温免拆模板体系

（6）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用纤维压缩木包铝门窗

（7）被动式低能耗建筑外墙外保温用聚合物水

泥胶粘剂、抹面胶浆

二 、发布第十批被动式低能耗建筑产品选用

目录

被动式低能耗建筑产业技术委员会 秘书长 

张小玲

9:10-9:30

主办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协办单位：北京康居认证中心

                     被动式低能耗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时间: 2020年11月4日

地点：北京西藏大厦十层多功能厅（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118号）

会议主持：北京康居认证中心 主任 张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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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0:00

10:00-10:25

10:25-10:40

10:40-11:05

11:05-11:30

11:30-11:55

11:55-12:3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领导

北京康居认证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领导

北京康居认证中心与各相关项目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领导

北京康居认证中心与各相关项目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领导 

被动式低能耗建筑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理事长 周炳高

浙江精一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昱喆

格林堡绿色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Grunbau Co.  Ltd.

总工程师Joachim Rothert

北京东邦绿建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霍雨佳

北京中汇能宜居建筑设计咨询

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马润川

北京康居认证中心 副主任 马伊硕

颁发被动房质量标识 ......

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签约仪式

颁发被动房产品康居认证证书

绿色智慧建造，赋能未业建筑产业新空间

智能纳米无极调光玻璃

全装配式EPS免拆模现浇剪力墙体系

助力全球被动房的健康发展

打造绿色安全智慧之门

零改动电表箱智能能耗采集系统

2010-2020中国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的10年发展

全体代表合影

时间                                                  内容                                                                          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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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3:30

13:30-13:50

13:50-14:15

14:15-14:40

14:40-15:05

14:05-15:30

15:30-15:55

15:55-16:20

16:20-16:45

16:45-17:10

17:10-17:35

17:35-18:00

午 餐

康居产品认证—传递质量信任

康居认证首例无公害产品

—葡萄牙碳化软木墙板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岩棉复合真空

绝热板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实践--

以郑州市某公建项目为例

B1(B)级石墨聚苯板为被动房保驾护航

品质稳定-被动式门窗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

被动房围护结构一体化施工控制

低温磁化分解技术在固废处理中的应用

外遮阳产品对被动房的贡献

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 新风系统标准解析

被动房用高品质铝合金幕墙门窗

影响我国超低能耗建筑健康发展制约因素

北京康居认证中心 副主任 牛犇

河北三楷深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陈占虎

天津格亚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事业部总经理 窦振辉

阿鲁特节能门窗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马广明

绿建大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永申

浙江领潮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 王清

望瑞门遮阳系统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北方区总监 闫柏旭

北京建筑大学环能学院 

主任/教授 孙金栋

北京和平铝业有限公司 

副总裁 靳云雁

北京康居认证中心 主任 张小玲

备注：信息若有调整，以展会现场发布为准，联系人：赵洋  15901361136

得高健康家居有限公司  创始人 徐升

晚餐

时间                                                      内容                                                                            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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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生产和
应用技术推广交流会

为适应我国建筑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智能建造和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推动附着式升降脚

手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联合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建筑安全专业委员会，

定于2020年11月5~7日在十九届住博会期间，组织召开“首届全国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生产和应用技术推广交流

会”。会议旨在探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行业发展热点问题，交流工程建设安全管理和政府安全监管先进经验，推广

新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和先进配套技术产品，引导和推动建筑工业化设备技术进步。

11
月
6

日

12:00~13:30                                                                   午餐及午间休息

时  间                                                                               内    容

9:00~9:30

9:4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主办单位及有关领导嘉宾致辞

颁发2020年全国建设行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证书

模板脚手架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中国模板脚手架协会  高峰秘书长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与“放管服”背景下的政府安全监管策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建设安全研究中心  陈大伟教授

建筑施工安全标准体系建设

⸺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施工安全标委会 王平秘书长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防范事故  促进爬架行业健康发展

⸺长沙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李建方副站长

上

午

主办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建筑安全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江苏国强镀锌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国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建筑安全设备管理分会

会议时间：2020年11月6～7日，会期2天

会议地点：天目湖维景国际温泉酒店（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镇迎宾大道288号）

会议主持：梁洋 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副处长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 11



时  间                                                                         内    容

11
月
6

日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下

午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技术发展探索
⸺江苏国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方延春总经理

河南省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监管工作情况介绍
⸺河南省建设安全监督总站 熊琰副站长   

天津市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行业情况及地方标准介绍
⸺天津市工程机械行业协会 陈再捷教授级高工
《浙江省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技术规程》解读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施工安全与设备管理分会 陈国良教高
规范安全管理，促进本质安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监管部 王静宇总经理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使用难点分析

⸺天津市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耿洁明教授级高工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创新机构研讨

⸺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明研究员级高工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管控措施⸺广东腾越模式

⸺广东腾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监督部 鲁永辉副总经理

8:30~9:00

9:00~9:30

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全钢型附着升降脚手架的若干问题解析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有闻教授

铝合金-钢组合式附着升降脚手架研发与应用
⸺山东新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刘学成技术总监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型式检验与现场安装验收检验要点解析
—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施工机具与模架质检部 王峰主任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智能化控制系统的新技术研发与应用
⸺上海众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蒋家新董事长

工具式脚手架用DHT型单链电动升降系统研发及应用
⸺河北宇雕起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付秋军总工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行业供应链金融浅析
 ⸺江苏学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叶前进董事长 

科技创新驱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行业高质量发展
⸺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梁洋副处长

11
月
7

日

上

午

下

午

18:00~20:30                                                                           晚餐

12:00~13:30                                                               午餐及午间休息

13:30~15:30

15:30

参观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自动化生产线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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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主题内容                                                  演讲嘉宾

14:00-14:10

14:10-14:20

14:20-14:30

14:3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5:40-15:50

领导致辞

领导致辞

领导致辞

住宅发展趋势主旨报告

立体园林建筑
--行业转型与消费升级之路

科学至上，开放合作，构建
装配式产业链一体化生态圈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唐山市丰润区政府

金茂慧创建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慧敏

茶   歇

建设行业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专题交流会

主办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会议时间：2020年11月5日14:00-17:30

会议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E4D01

                   2020年11月5日 （下午14:00--17:30）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E4D01

日  期

地  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研究员、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信息化

及大数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建设科技》《住宅产业》杂志主编   许利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委委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住宅与房地产首席研究员   田灵江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生态人居及康养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绿色生态建筑产业专委会秘书长 袁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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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光纤宽带优势，

助力智慧社区发展

时  间                                  主题内容                                                  演讲嘉宾

16:10-16:30

16:30-16:50

16:50-17:10

17:10-17:30

建筑消防管理的创新思考

米格保温隔热涂料

申报欧盟新的标准

产业链协作构建土石方

产业互联网生态圈

用科技供应链赋能大基建

会议结束     

湖北博士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承豹

米格（浙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其能

深圳好易建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昱勋

国建智联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唐益民

15:50-16:10

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家庭互联网

及政企网络总体技术支撑中心首席总师  
教授级高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李家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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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供应链优采大会
大会围绕疫后房地产产品力的升级，房地产企业对新形势下的供应链变革与发展，后疫情时代地产行业的

创新与实践等等展开主题分享，更邀约百家500强房企代表现场点评供应链黑科技竞演。本次大会还将首发近百

项房企采购需求，敬请关注！

时间                             内容                                                              发言人

10:30-11:30

11:30-12:15

12:15-13:15

开发商采购对接洽谈（11月6日上午10:30-13:15）

开发商采购对接洽谈（需预约）

中房优采VIP开发商看展团巡展

VIP午餐

金采供应链合作大会（11月6日下午13:15-17:00）

13:00-13:30

13:30-13:35

13:35-13:40

13:40-13:55

13:55-14:40

14:40-14:50

14:50-15:35

15:35-15:50

15:50-16:35

大会签到

主持人开场介绍

领导致辞

中国房地产采购平台 商拓总监李秋硕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副秘书长  杨卫江

开发商主题演讲：新形势下的供应链变革与发展

黑科技演讲环节

《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外墙外保温系统采购标准》预发布

黑科技演讲环节

开发商主题演讲：后疫情时代地产行业的创新与实践

黑科技演讲环节

远大洪雨防水、中国联塑、贝塔、志邦家居、美涂士

乐迈地板、赛科安全、老板电器、兴三星云科技、杭州之江

凯伦防水、永安胶业、鼎信消防、庆东纳碧安、三棵树、广拓信息

主办单位：优采-中国房地产采购平台

时    间：2020年11月6日 10：30-17：00

地    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E2馆 会议区

黑科技产品力展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E2馆 会议区旁优采黑科技展区

16:35-16:48

16:48-16:55

16:55-17:00

《2020中国房地产500强开发企业配套供应链典型行业履约信用评价报告》发布仪式

总结点评                       优采执行总经理 唐茜

百项开发商采购需求发布

联系人：优采-中国房地产采购平台  赵金苹  联系方式：1760078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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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产品力高峰论坛

时间：2020年11月5日

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E2馆论坛区

主办：新浪地产设计、优设创研院

创新设计驱动产品力发展，趋势探讨与产品力分析（11月5日上午10:00-13:00）

10:00-10:30

10:30-10:35

10:35-10:40

10:40-10:55

10:55-11:10

11:10-11:25

11:25-11:40

11:40-11:55

11:55-13:00

主持人开场

嘉宾致辞

嘉宾演讲

《“地产也是科学”》

嘉宾演讲

嘉宾演讲

门窗新纪元 —- 柯梅令88平开系统

嘉宾签到

新浪地产设计主管 李一鸣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产业协作委员会 

副秘书长/新浪地产总经理 唐茜

乐迈地板

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张璋

深圳国际精装住宅展 

创始人及总策展人 关永康

华润置地 华北大区副总经理 牟维政

共合设 创始人 吴巍

休息

全产业链视角思考产品力，聚焦房地产产品力提升（11月5日下午13:00-16:15）

13:00-13:05

13:05-13:10

13:10-13:25

主持人开场

嘉宾致辞

嘉宾演讲

新浪地产设计主管 李一鸣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产业协作委员会 

副秘书长/新浪地产总经理 唐茜

世茂喜达酒店集团 技术服务副总裁/

优设创研院华东理事长 郝玉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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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13:40

13:40-14:00

14:00-14:15

14:15-14:35

14:35-14:50

14:50-15:05

15:05-15:55

15:55-16:05

16:05-16:15

嘉宾演讲

《壹屋建，壹屋售》

嘉宾演讲

《创新养老地产》

嘉宾演讲

嘉宾演讲

论坛对话：全产业链视角思考产

品力，聚焦房地产产品力提升

2020优设创研院理事授牌仪式

2020创研优采黑科技年度大奖

融信集团 设计研发中心总经理/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李继开

首创置业北京公司 

精装设计负责人 曹宇芳

邱德光设计事务所董事总经理 袁欣

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

首创置业北京公司 副总经理 周刚毅

远洋集团 养老运营副总经理 谭超

妙物（中国）建筑装饰集团创始人/

艺术总监 刘威

北京万科 产品设计中心总经理 姜然

主持人：新浪地产设计全国主编 罗大全

论坛嘉宾：

亚新集团 助理总裁兼产品研发中心

总经理 闫旭

东原地产集团 研发中心

室内设计总监 胡心华

雅居乐地产 设计中心总经理 孙秀瑾

金茂集团 北京区域精装总设计师 张欣

首创置业 设计营销中心

副总经理/总建筑师 李恒

2020优设创研院理事授牌仪式

2020创研优采黑科技年度大奖

联系人：新浪地产设计全国主编 罗大全   联系方式：13811896499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 17



被动房技术知识讲座

时间：11月5日9:30—11月7日11:30

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E3馆“被动房技术讲座报告厅（E3馆内3号门南）”

主办：北京康居认证中心

 被动房示范技术与门窗系统（11月5日上午09:30-12:00）

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气密性对被动房的重要性分析

承重及节能兼具的连接方案领导者

被动窗的施工规范及技术要点

智能纳米调光薄膜及玻璃

高保温、长寿命玻璃的生产与应用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建鹏 项目工程师

德国墅科建筑构件有限责任公司 

顾拥军 

北京市腾美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东荣 施工技术主管

浙江精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张昱喆 总经理

大连华鹰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申广文 北京办事处主任

门窗系统（11月5日下午13:30-16:30）

洛阳兰迪玻璃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立功 销售总监

温格润节能门窗有限公司 

林广利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德国优尼路克斯Unilux 

刘镔 德国Unilux铝包木门窗中国区代表

河北筑恒科技有限公司 

周胜伟 总经理

真空玻璃-节能玻璃终极者

聚氨酯隔热铝合金被动式

门窗系统应用技术分享

德国当代对节能门窗的要求

气密性材料应用要点解析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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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6:00

16:00-16:30

铝窗在被动式建筑中的应用

高层建筑耐火被动窗技术要点

天津市格瑞德曼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沈乐维 总经理

河北胜达智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张秀亮 技术总监

被动房示范技术与保温材料技术、防水系统（11月6日上午9:00-11:30）

德国博仕格Bosig

刘镔 德国博仕格（Bosig)中国区总经理

利坚美（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黄永申 总经理

华信九州有限公司 

卢玉明 总经理

天津格亚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窦振辉 事业部总经理

德尉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杨广林 销售总监

被动式节能建筑外围护结构构件之间防水、

隔汽和隔热断桥解决方案

被动房的实践与思考

石墨聚苯板在被动房应用

石墨聚苯板在被动房中的施工应用
及案例分析

德国超低能耗屋面系统在被动房领域的应用

9:00-9:30

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保温材料技术（11月6日下午13:30-16:30）

河北润东聚苯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金延珍 销售经理

广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石岩，研发部主任/质检部长

河北三楷深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占虎 副总工程师

上海河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李仁榜 技术经理

安能绿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曹瑞峥  研发总监

北京盛信鑫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王永信 总经理

石墨聚苯板在被动房应用

被动房专用保温

及配套砂浆性能检测及指标解读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岩棉复合真空绝热板
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实践

--以郑州市某公建项目为例

PIR高强度聚氨酯在被动式建筑中的应用

内置桁架保温板与超低能耗建筑

被动式超低能耗保温
和气密性施工过程的精细化管理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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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系统、垃圾处理（11月7日上午9：00-11：30）

致果环境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徐洪磊 销售总监

浙江领潮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王清  常务副总裁

望瑞门遮阳系统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闫柏旭 北方区总监

中山市万德福电子热控科技有限公司 

唐冠恒 常务副总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邱旭 项目工程师

致果智能环控系统

⸺被动房环境控制智能化革命

低温磁化分解技术在固废处理中的应用

外遮阳产品对被动房的贡献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空气管理的痛点

及改善措施

新风系统在被动房中的关键指标检测

与验收

9:00-9:30

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联系人：郝生鑫 电话：010-88082202，1836621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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