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中国（城科会）绿色建筑专委会 

 

城科会字（2018）2 号 

 

关于召开“第十四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 

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建设、环保、节能减排部门与机构，

有关单位和专家： 

近期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

的经济体系，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指导我国“十

三五”时期甚至更为长远的科学发展的新理念和方式，这也说明

深入推进和加快发展绿色建筑与相关技术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

求，经有关单位批准，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广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珠海市人民政府、中美绿色基金、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生态城市研

究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十四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

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定于 2018 年 4 月 2 日至 3 日在珠海国

际会展中心召开，会议主题为“推动绿色建筑迈向质量时代”（会

议方案见附件 1）。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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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内容 

大会主要交流国内外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的最新科技成果、

发展趋势、成功案例，研讨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技术标准、政策

措施、评价体系、检测标识，进一步推广绿色生态城区在我国的

发展以及建筑碳排放的普及教育，分享国际国内发展绿色建筑与

建筑节能工作新经验，推广住宅产业化和装配式建筑，加速绿色

建筑发展和质量提升。 

大会同期举办“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新技术与产品博览

会”，将展示国内外绿色建筑、智能建筑、建筑节能和绿色建材的

最新技术成果与产品应用实例。展示内容涉及建筑节能、生态环

保、智能建筑、既有建筑改造、绿色照明、绿色施工、绿色房地

产、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大型公共建筑节能运行管理、

新型绿色建材、装配式建筑和产业化等方面的新技术与产品。 

二、参会人员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建设、环保、节能减排部门与机

构。大会将邀请国内外有关机构和单位参会，主要是省市政府及

其科技、发展改革、环保、财政和工业等主管部门，有关科研机

构、大专院校，国内外智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的技术集成单位，智

能与绿色建筑项目研究、设计和建设单位、工程公司，房地产、

施工企业、勘察设计、建材研发制造、建筑装饰有关企业，节能

产品生产商，金融投资机构等。 

三、时间及地点 

研讨会时间：2018 年 4 月 2 日至 3 日（4 月 1 日报到）； 

博览会时间：2018 年 4 月 2 日至 3 日，展期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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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报到地点：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研讨会及博览会地点：珠海国际会展中心（珠海市香洲区银

湾路 1663 号）； 

四、其他事项 

1、参会收费： 

分  类 注册及缴费日期 国内代表 国际代表 

非团体 

（10 人以下） 

2 月 9 日（含）前注册

并缴费 
1500 元/人 280 美元/人

2 月 10 日至 3 月 30 日

注册并缴费 
1800 元/人 330 美元/人

现场注册并缴费 2000 元/人 360 美元/人

团体 

（10 人及以上） 
无限制 1500 元/人 280 美元/人

（注：注册费包括会议期间的午餐、晚餐、茶歇及资料费，住宿交通自理） 

2、报名流程： 

1）通过①“能源世界—中国建筑节能网”（www.chinagb.net）

在线报名；或②网上下载“参会回执表”并发送至大会邮箱

（igbc@chinagb.net）；或③传真“参会回执表” （见附件 2）至

组委会办公室。（以上三种方式任选其一） 

2）组委会收到“参会回执表”后将以邮件或传真的形式将“参

会代表确认书”发给参会代表。 

3）参会代表收到确认书后，按照确认书上的要求填写完毕后

回发给组委会。报名完成。 

3、大会信息发布网站： 

能源世界—中国建筑节能网（www.chinagb.net） 



 

 4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网（www.chinasus.org） 

4、联系方式： 

1）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钱涵樱、刘琼雅、孙晓晴、刘丹、张春艳、张彩 

电  话：010-58933559、58933632、58933591、58934783、

58933584 

传  真：010-58933632 

邮  箱：igbc@chinagb.net、 dost-moc@mail.cin.gov.cn       

网  站：www.chinagb.net（能源世界—中国建筑节能网） 

微  博：http://e.weibo.com/energy2011 

微  信：chinagb_net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大院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办公楼 201 室 

2）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联系人：叶蒙宇  姬朕宇 

电  话：010-58933149           传真：010-68313149 

网  站：www.chinasus.org 

附件 1、会议方案 

附件 2、参会回执表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与节能专业委员会         

                    二○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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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  议  方  案 

一、大会组织 

（一）主办单位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珠海市人民政府 

中美绿色基金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生态城市研究专业委员会 

（二）支持单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广东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全球

环境基金（GEF）；欧盟委员会能源总司（DG ENER, EC）；英国国际贸

易部(DIT)；美国能源部（DOE）；美国能源基金会（EF）；德国联邦环境、

自然保护、建设与核安全部（BMUB）；法国生态、可持续发展、交通与

住房部（MEDDTL）；加拿大联邦政府自然资源部（NRCan）；加拿大联

邦住房署（CMHC）；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建设局（BCA）；印度建筑业发

展委员会（CIDC）；世界绿色建筑协会（WGBC）；美国驻华大使馆；法

国驻华大使馆；英国驻华大使馆。 

（三）协办单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中国建筑学会、万科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中国房地产业协

会、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中国

建设监理协会、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中国城市燃

气协会、中国城镇供热协会、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中国工程建设标准

化协会、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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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注册工程师协会（CIBSE）、英国工程技术协会（IET）、中英绿色建筑

与生态城市工作组、美国绿色建筑协会（USGBC）、加拿大木业协会（CWG）、

加拿大绿色建筑协会（CGBC）、新加坡绿色建筑委员会（SGBC）、法国

全球环境基金（FFEM）、法国环境及能源控制署（ADEME）、日本建筑

环境·节能机构、日本建筑学会。 

（四）承办单位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珠海市会议展览局 

珠海市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邦蒂会务有限公司 

北京依盖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五）酒店预定服务单位 

中国和平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六）大会官方网站 

能源世界—中国建筑节能网（www.chinagb.net） 

（七）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任：  

仇保兴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理事长 

执行主任： 

张少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姚奕生  珠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副主任： 

赖  明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陈宜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 

张宜生  珠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白  波  中美绿色基金首席执行官（CEO） 

戴礼翔  世界绿色建筑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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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李敬辉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 

刘志全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司长 

周长益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 

田保国  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副司长 

张小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司长 

苏蕴山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 

刘  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司长  

王  春  国家外国专家局经济技术专家司副司长 

韩爱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 

陈  锋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任 

姚  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总工程师 

王祥明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总经理 

王  俊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修  龙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 

张  桦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项  勤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徐永模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

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施  设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理事长 

王子牛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吴  涛  中国建筑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毅强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副秘书长 

杨  威  英中生态城市和绿色建筑联合主席 

Douglas Taylor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科学技术咨询小组（STAP）

秘书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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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 Pape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中国及香港区业务顾问; 英国工程技术

协会建筑环境技术网络前主席 

P R Swarup  印度建筑业发展委员会主席 

许麟济  新加坡建设局国际开发署高级署长 

Terri Wills  世界绿色建筑协会首席执行官 

Stephen Matthews  英国注册工程师协会理事长 

Dominique Campana  法国环境及能源控制署国际事务负责人 

Marc-Antoine Martin  法国全球环境基金秘书长 

秘书长： 

余  刚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 

王有为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 

武  林  珠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副秘书长： 

何庆明  珠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王清勤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仝贵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处长 

李  萍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

长 

李丛笑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

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尹  波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科技处处长 

许桃丽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八）大会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任：   

邹德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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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吴良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城市规划、

建筑学专家 

张锦秋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建筑规划专

家 

崔俊芝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  

江  亿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郑时龄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教授；建筑

学专家 

徐建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工程

热物理专家  

顾真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技术顾问；材料专

家 

李圭白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给排水专家 

王建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吴志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

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王有为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研究员  

李  迅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郎四维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研究员 

姚  燕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材料专

家 

邬国强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 

王清勤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毛志兵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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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刘燕辉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

筑师 

李百战  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学院院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

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甘忠泽  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会长 

朱  雷  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总经理 

徐  伟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环境与节能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秦佑国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国务院建筑学

学位委员会委员 

朱颖心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葛  坚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 

袁  镔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建筑学专家 

马重芳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能源学院原院长、节能专家 

程大章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技术系原主任、教授；智能建筑信息化专

家 

叶  青  深圳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生态城市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城市科

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津奕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副总建筑师 

田  炜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主任 

徐  雷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 

邹经宇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香港）委员会主任 

刘少瑜  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香港）

委员会副主任 

卓重贤  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澳门）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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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加行  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澳门）协会理事长 

孟  冲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张燕平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原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  捷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Prof. Alexander Rudolfi 亚历大·鲁道菲教授 德国可持续建筑委员

（DGNB）主席  

Derek J Clements-Croome  欧洲智能建筑联盟前任主席；瑞丁大学教授 

Robert Watson  美国绿色建筑协会前董事会成员 

Albert Speer  德国 AS﹠P 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联合公司总裁；建筑师、

规划师 

Etienne Crepon  法国建筑科学技术中心（CSTB）院长 

Michel Raoust  法国全球环境基金中国项目技术顾问及总协调人 

Marc Bellanger  法国全球环境基金及世界银行项目专家 

陈启伟  新加坡建设局资讯科技处处长、博士  

李修贤  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建筑性能中心主任、博士 

二、会议内容 

（一）大会 

大会共设立 35 个专题： 

1、绿色建筑设计理论、技术和实践：讨论绿色建筑最新设计理论、绿

色建筑标准规范、激励政策分析和最优实践方案，探讨国内外对绿色建筑

评价的体系框架、评价方法、标识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分析绿色建

筑成本增量问题，对绿色建筑项目进行技术经济分析。 

2、绿色建筑智能化与大数据分析：介绍智能化和数字技术在绿色建筑

中的应用。包括相关发展政策与行业管理研究论述，建筑节能数据库、节

能设计及数字化技术应用，安防、楼宇自控等关键技术，数字社区、数字

办公楼建设以及新产品在绿色建筑中的应用。以及如何通过大数据分析与

共享，进一步规范化绿色建筑运营。 

3、绿色建筑与室内环境优化：围绕建筑室内外的声、光、热、空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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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室内污染等问题，结合建筑技术、建筑环境、空气处理、污染治理等

专业领域，在建筑环境质量保障、建筑性能提升、健康建筑实施方面进行

研讨，提高建筑室内外环境质量，减少建筑的材料资源消耗。 

4、既有建筑绿色改造与功能提升：讨论既有建筑绿色改造的标准规范

和技术经济政策，建筑节能围护结构技术与应用，建筑节能、节水与环境

设计与评价技术，建筑能源消耗的测试技术和统计方法，供热计量改造，

天然冷热能源利用技术、既有建筑绿色改造技术与案例等。 

5、大型公共建筑的节能运行与监管：介绍各示范省市及国外开展国家

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能耗统计、能源审计工作的情况，开展建

筑能效专项测评工作，研究制定用能标准、能耗定额和超定额加价、节能

服务等制度。 

6、近零能耗建筑及碳排放总量控制与总量下降：在国家推进能源消耗

总量控制、有效降低碳排放的背景下，近零能耗建筑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

研究。从标准规范／国内外各地实践／各类型近零能耗建筑实践等几方面，

对近零能耗建筑和碳排放控制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推进能耗及碳排放

总量控制与下降。 

7、绿色建材与外围护结构：引导新型低能耗、绿色环保建材，节材新

工艺、新技术，可回收材料、再生材料；外墙保温技术体系研究，外墙保

温材料与产品设备、外墙保温新技术应用等。 

8、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的最新发展：可再生能源应用城市、社区

范例，太阳能、地热能、沼气、风能、生物质能在建筑中规模化应用的最

新研究。以太阳能光热应用和浅层地能应用为重点，介绍可再生能源在建

筑中规模化应用的示范项目。 

9、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解读国家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趋势，

分享各地建筑废弃物管理制度和运营模式创新实践案例；交流建筑废弃物

处理处置产业链各环节科研成果，包括产生、清运、收集、综合利用、再

生建材推广和应用等方面在标准制订、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开发的最近

进展；探讨以建筑废弃物为主要原料的绿色再生建材在工程应用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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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和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探讨建筑废弃物资源化产业对绿色建筑的

支撑作用。 

10、绿色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探讨我国住宅与房地产业依靠技术进

步发展智能、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的政策法规、成功范例、发展模式和技

术途径和激励政策，以及装配式建筑、工厂化住宅如何走绿色建筑道路等。 

11、暖通技术在绿色建筑中的应用：探索建筑暖通空调科学、集约、

绿色建设，合理配置暖通空调新风温度、建筑环境内部温度，采用冷热量

回收、湿热转换等方式合理运行以达到节能目的，从而提高能源的使用效

率，将暖通设计更好地推向绿色的发展方向。同时，研究分析中外供热计

量的政策与供热计量总体方案。 

12、绿色施工最新进展：讨论绿色施工的有关技术、工法、标准规范、

装备设备、管理制度、工程实践等。 

13、绿色校园：介绍绿色校园评价标准、交流绿色校园和绿色建筑知

识教育及绿色校园工程实践经验、分析绿色校园案例。 

14、绿色生态城区：交流中外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的总体情况和我国绿

色生态城区的实践经验，分析绿色生态城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具体案

例，介绍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编制工作，探讨绿色生态城区的发展趋势

与方向。 

15、绿色工业建筑：介绍《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实施，交流研讨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方法和绿色工业建筑工程实践案例。 

16、绿色建筑中 BIM 技术的应用：介绍我国目前绿色建筑 BIM 技术的

发展、标准，绿色建筑 BIM 软件工具的研发及应用，优秀绿色建筑 BIM 项

目的案例介绍、成功经验等多方面内容，就 BIM 技术在绿色建筑方面的发

展历程与取得的宝贵成果展开深入探讨。 

17、绿色建筑和海绵城市：介绍生态城区及绿色建筑新理念；解读海

绵城市的政策、法规、标准和具体技术措施；交流城市雨洪管理、低影响

开发及水敏感性城市设计经验；探讨海绵城市雨水资源利用与绿色建筑节

水、非传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生态城区及绿色建筑雨洪控制利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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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设计案例介绍。  

18、建筑工业化研究与解决方案：探讨建筑工业化面临的挑战和发展

中存在问题、建筑工业化发展途径与装配式建筑发展趋势、装配式建筑新

体系、建筑工业化设计与建造技术、建筑工程现场工业化建造技术、发展

绿色建筑与建筑产业化的关系等。  

19、装配式建筑施工管理与质量检测：随着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装

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对预制装配式建筑工程的相关质量问题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点研究如何加强其施工质量风险管理，有效降低施

工中的质量风险和经济损失，提升装配施工水平。 

20、特色村镇绿色发展：结合《绿色小城镇评价标准》，就如何提高

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绿色小城镇的可

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解读发改委《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

设的指导意见》，并重点介绍国内小城市培育试点和特色小镇建设工作取

得的成果。探讨如何完善城镇功能，提升品质，绿色化引领特色小城镇发

展。 

21、绿色建筑运营管理：探讨绿色建筑运行维护存在问题及其对策，

介绍《绿色建筑运行维护技术标准》，绿色建筑运行维护情况调研及后评

估，综合效能调适技术体系建立，绿色建筑运行维护应用技术，绿色运营

管理监测平台，绿色运营制度创新等及相关运营技术实践案例。 

22、绿色生态城区和地下综合管廊的开发与研究：结合“十二五”时

期的建设成果，总结分享绿色生态城区规划建设经验。并对绿色生态城区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管廊未来规划建设的政策基础和关键点进行

解读。通过分析国内外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案例，交流地下综合管廊规划

设计经验。探讨地下综合管廊运营维护机制、PPP 模式和投融资机制。 

23、生态宜居环境营建：绿色建筑注重环境品质的健康、舒适和高效，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本分论坛征集全国在绿色建筑室内外环境营造

中的设计理论及其方法、创新性技术及产品，以及成功实践案例，在室外

场地规划设计、热岛强度控制、自然通风规划设计、室外声光热空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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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以及室内声、光、热湿及空气环境品质提升等重点领域充分开展交

流与讨论。 

24、被动式建筑的设计与应用：深入探讨被动式建筑设计技术与传统

被动式建筑设计技术的特点和内容，解读气象环境分析在绿色建筑被动式

设计过程中的作用和分析方法，并通过不同气候带典型案例的应用，详细

展示被动式建筑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以及被动式建筑标准化体系的逐步

完善。 

25、“绿色”、“建筑”、“人文”：绿色建筑的发展需要改变全民

的意识。探讨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绿色建筑人文”内涵，建立中国特色

的绿色建筑人文体系，普及“绿色人文”理念，营造“绿色人文”氛围，

突出宣传以绿色人文为主线的绿色建筑发展脉络，推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的“绿色建筑”健康发展。 

26、青年论坛：从绿色建筑设计理论与方法，绿色建筑性能评价标准，

性能目标导向的绿色建筑性能模拟优化技术，绿色建筑性能后评估，绿色

建筑四节一环保新技术、新产品与工程应用示范，绿色建筑管理与政策保

障等几个方面,组织国内外从事绿色建筑的青年工作者对国内外绿色建筑领

域最新的研究前沿、技术进展与工程实践进行深入研讨和广泛交流。 

27、健康建筑理论与实践：讨论健康建筑的标准规范、认证评价、技

术措施和实践案例。包括：健康建筑评价标准介绍、健康建筑发展现状及

评价概况、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与改善、建筑用水安全与健康、建筑使

用舒适度提升与改善、运用建筑设计促进全民健康、健康视角下的建筑人

性化设计、健康建筑其他技术措施与实践案例等。 

28、立体绿化：讨论立体绿化如何有效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丰富城市

绿化景观，增加城市绿量，减少热岛效应，吸尘减噪，营造绿色生态环境。 

29、装配式建筑以及内装设计与部品生产：探讨装配式建筑技术和发

展趋势，以及提高建筑装修部品部件的质量和安全性能；介绍绿色建材标

准，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发展绿色建筑与建筑产业化的关系。 

30、钢、木结构建筑：2016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



 

 16

印发《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方案》中，提到促进城镇木结构建筑应用，

城市公共建筑积极采用钢结构。探讨在此政策大力推动下钢、木结构建筑

如何更好更快走向市场；介绍钢、木结构其技术、性能、特点，以及今后

发展趋势。 

31、绿色机场：目前我国民航机场正处于急速发展阶段。到 2015 年机

场总能耗已超过 80 万吨标准煤。如果未来新建航站楼均为绿色建筑，仅航

站楼每年节电将超过 6 亿 kWh，减少碳排放 25 万吨以上。绿色机场作为区

域概念，其内涵与外延比绿色建筑更广泛，其规划设计直接影响机场整体

能耗与碳排放水平。“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绿色机场规划设

计、建造及评价关键技术研究”旨在为我国绿色机场的建设打下理论与技

术基础，该论坛将报告项目的研究成果。 

32、计划单列市及港澳台地区绿色建筑联盟—C8 畅想：探讨与展望计

划单列市及港澳台地区绿色建筑产业未来发展；分享联盟地区绿色建筑亮

点及示范案例。 

33、气候变化与建筑碳排放：自《巴黎协定》签订以来，气候变化涉

及的科学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工业革命开始的两百多年间，人

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化石能源的消耗。快速城市化进程与 CO2 排放同

步增长，碳排放已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温室气体排放的 75%

来自城市，目前，全球已有 7 千多个城市制定碳减排目标。我们需要改变

传统城市发展模式来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在占碳排放总量约 30%的建筑

领域，低碳城市与绿色建筑研究成为遏制全球升温的重要途径。本论坛将

通过大量建筑案例分析，探讨低碳建筑的适宜技术。通过探索低排放、高

效能、高效率的建筑技术途径，实现城市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4、国外事务部论坛：加深入地推动绿色建筑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学习借鉴国外建筑绿色化、低碳化发展的同时，将中国的经验介绍到国

外，中国绿建委推动成立了中日、中英、中德、美东事务部和中美绿色建

筑中心，与新加坡围绕 5 个专业领域开展合作研究。本分论坛交流共享合

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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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国际绿色范例新城：为了贯彻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理

念政策，推动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新城市议程》，本论坛

分享建设人人共享的可持续城市与人居环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重点介绍

国际绿色范例新城倡议(IGMC)及其最新成果《国际绿色范例新城标准 3.0 》

的定位作用、策略方法和评估认证系统，结合大量国内外最佳范例，探讨

如何运用 IGMC 标准这一评估和指导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先进的规划工具，

更加有效地规划和管理城市空间发展，创造和提升房屋和土地价值，提高

绿色低碳城镇包括特色小镇建设水平，从而推动城市发展从数量型向质量

型转变。 

（二）博览会 

根据大会主题和内容，博览会将展出： 

1、绿色建筑设计理论、技术和实践：绿色建筑总体设计方案、节能建

筑总体设计方案、智能建筑总体设计方案、绿色建筑房地产开发项目实例

等。 

2、建筑节能技术和产品：高效率采暖空调设备，供热系统效率提高技

术；暖通空调系统优化设计与运行技术；高效率给水排水和热水供应技术。 

3、绿色建筑智能化技术与产品：楼宇自动化系统、建筑供电系统、智

能社区、智能网络通讯系统、业务应用系统集成与开发技术、环境与控制

系统、商务区办公自动化及信息服务、社区物业管理。 

4、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工程实践：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总体设计方案、

项目实例，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技术和设备等。  

5、大型公共建筑的节能运行与监管：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的运行、监管

与节能服务市场的展示。 

6、绿色建材技术与产品：生态化铺装材料、再生材料；建筑门窗及配

套五金件；化学建材；室内装饰材料；厨房、卫浴设施及配套五金件；节

水器具；建筑电工、电气；各类房屋建筑材料和技术；钢结构及金属制品。 

7、建筑外围护结构的节能技术：新型墙体保温材料，绿色隔热建筑材

料；保温装饰一体化；新型节能环保幕墙材料；外墙保温技术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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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保温材料与产品开发。 

8、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的工程实践：太阳能、地源热泵、风能热

泵、风能等新能源利用技术在建筑上的应用与新产品展示。 

9、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工艺和设备、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成功范例。 

10、供热计量改革与建筑节能：供热体制改革示范项目、最新供热计

量技术及计量改革成功范例、设计方案；采暖、供热设备及通风系统；节

能暖通空调、供热设备、燃气热水技术与设备；供热计量新技术与新产品

与检测收费系统。 

11、绿色施工技术：绿色施工技术项目介绍，绿色施工技术和工法，

绿色施工装备等。 

12、绿色校园：绿色校园实际工程案例、校园能耗计量与监控系统、

校园节水技术和产品、校园非传统水源利用技术、校园实验室环境控制技

术。 

13、绿色生态城区：环保相关技术产品；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技术与产

品；改善居室环境质量技术与产品；节约资源能源技术与产品；绿色生态

城区的案例介绍、绿色生态环境技术应用、绿色生态城区水资源保护技术、

绿色生态城区能源综合利用技术；绿色交通技术，绿色城区的人文环境、

绿色生态城区的节能减排技术、垃圾循环利用技术。 

14、绿色工业建筑：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方法；绿色工业建筑适用技术

和产品、绿色工业建筑工程案例。 

15、BIM 应用与绿色建筑创新：国内外基于 BIM 技术的建筑节能设计

分析、建筑能耗模拟、民用建筑能效测评、建筑风环境模拟、声环境模拟、

自然采光、建筑遮阳分析等绿色建筑设计、施工、检测、运营阶段的产品

和绿色建筑系列解决方案，以及典型项目应用。 

16、海绵城市、低碳生态环保技术与产品：建筑雨水排水收集、中水

利用技术及设备、节水设备；固废处理回收再利用技术及设备；环境绿化

配置技术；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技术及设备；低碳社区分析计算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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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建筑工业化与装配式建筑：建筑产业化相关技术和建筑产品、部

件与构配件；工业化建筑设计、工程及施工一体化、预制构件及生产、施

工技术与设备、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及成功范例；建筑工业化关键装备与

装配式建筑生产线；绿色建筑与装配式建筑关联技术产品及工程实践经验。 

18、绿色建筑和地下综合管廊：地下综合管廊设计理论、技术和实践

和总体设计方案，各种管材和管件生产设备、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数

字地下管网监控仪器、管网检测和维修设备等管廊建设配套产品和工程实

践经验。 

19、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技术：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设计、保温体系、

门窗系统、新风系统、气密性保障、热舒适与空气品质、能源系统、智能

系统、施工技术，以及不同气候区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案例介绍等。 

20、绿色照明技术与产品：半导体建筑照明产品、半导体城市照明产

品；数字化、智能化、集成式城市照明节能系统。 

21、绿色房地产实践：绿色房地产项目介绍，绿色房地产适用技术，

绿色房地产的物业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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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四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 

参 会 回 执 表 

*单  位  

*地  址  *邮  编  

*传  真  *联系人  

*邮  箱  *手  机  

*是否代为预订酒店  固定电话  

参会代表 性别 职务/职称 电  话 *联系手机 电子邮箱 

      

      

      

      

      

      

      

      

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钱涵樱、刘琼雅、李梦笛、孙晓晴、刘丹、张春艳、张彩 

电  话：010-58933559、58933632、58934783、58933591、 

58933584 

传  真：010-58933632 

邮  箱：igbc@chinagb.net、dost-moc@mail.cin.gov.cn   

官  网：www. chinagb.net（能源世界—中国建筑节能网） 

微  博：http://e.weibo.com/energy2011 

微  信：chinagb_net 

注：加*号项目为必填项，请认真填写，以方便我们与您联系参会相关事宜。（如

需预订住宿，请仔细阅读并填写组委会发给您的“参会代表确认书”，回发至组

委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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