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全国工业设计教育研讨会暨国际工业设计高峰论坛 

议程及报到须知（2 号通知） 
  

一、会议议程 

续表 

2016 年 9 月 23 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13:30—23:00  注册报到 酒店大堂 

17:30—21:00 自助晚餐 一楼西餐厅 

20:00—21:30 
2016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年会 

*参加人：教指委委员、主办与承办单位代表、相关教师代表等 
二楼霄云厅 

2016 年 9 月 24 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08:30—09:00 
开幕式 

领导致辞 
二楼龙云厅 

09:00—09:50 
合影 酒店前广场 

参观“装备中国”2016 年“滨海杯”高端装备创新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 二楼龙云厅 

09:50—11:50 

院士讲坛、国际工业设计论坛（何人可教授主持） 

二楼龙云厅 

1. 中国工程院徐志磊院士特邀报告：创新设计与智能制造（45 分钟） 

茶歇（15 分钟） 

2. Chun-Hsien Chen，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Singapore 

Knowledge-bas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for Product Conceptualization /30 min 

3. John Paul Hermon，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UK 

Graduate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ducts and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 30 min 

12:00—13:00 工作午餐 
二楼瑞云厅、

祥云厅 

13:00—14:50 

主题论坛（一）：高端装备创新设计（朱钟炎教授主持） 

二楼龙云厅 

1. 陈迎春研究员特邀报告：民用飞机设计中的人机工效/30 分钟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科技委常委、总设计师） 

2. 赵江洪教授特邀报告：产品情感化设计：一种协同进化的范式——以汽车造

型为例/ 25 分钟 

  （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汽车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3. 余隋怀教授特邀报告：智能制造提升设计创新——新形势下的工业设计思考/ 

25 分钟 

  （西北工业大学工业设计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4. 高楠教授特邀报告：轨道交通装备工业设计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20 分钟 

  （中国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工业设计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茶歇（10 分钟） 



续表 

14:50—16:00 

主题论坛（二）：设计教育与产学研（程建新教授主持） 

二楼龙云厅 

1. 娄永琪教授特邀报告：Design X：一个设计新行动主义的时代 / 20 分钟 

  （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2. 张凌浩教授特邀报告：创新性与复杂性：为转型而设计的教育思考 / 20 分钟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3. 赵志强教授特邀报告：产业设计环境及产学研协同创新 / 20 分钟 

  （天津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茶歇（10 分钟） 

16:00—17:30 

主题论坛（三）：行业共性技术（辛向阳教授主持） 

二楼龙云厅 

1. 薛澄岐教授特邀报告：先进交互设计及应用 / 25 分钟 

  （东南大学产品设计与可靠性工程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2. 赵宇波研究员特邀报告：仿真驱动的量化设计思维 / 25 分钟 

   （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3.  赵起超特邀报告：基于VR的人-机-环境同步技术及其在设计领域的应用/ 20分钟 

  （北京津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4. 孟祥飞博士特邀报告：超级计算、云计算与大数据融合环境下的创新研发设

计/ 20 分钟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应用研发部部长、副研究员） 

18:30—20:30 
“装备中国”2016 年“滨海杯”高端装备创新设计大赛颁奖典 

欢迎宴会 
二楼龙云厅 

2016 年 9 月 25 日（上午） 

设计教育专题研讨会 

分会场（一） 

时间：09:00—12:00 

地点：二楼凌云厅 

议题：设计教育理念与学科建设 

主持：何人可教授 

分会场（二） 

时间：09:00—12:00 

地点：二楼瑞云厅 

议题：教学与科研 

主持：项忠霞教授 

分会场三 

时间：09:00—12:00 

地点：二楼祥云厅 

议题：创新创业与行业发展 

主持：季铁教授 

1. 朱钟炎：现代设计教育特点与趋势/ 25 分钟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 程建新：产业融合背景下的工业设计/ 25 分钟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3. 曲延瑞：服务和创新语境下的工业设计教育

教学/ 25 分钟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4. 孙远波：综合化工业设计教育理论与实践/ 25分钟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茶歇（15 分钟） 

优秀论文作者做论文汇报与分享 

自由讨论 

1. 罗仕鉴：互联网驱动教育模式创新  

/ 30 分钟 

  （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 苏建宁：产品意象造型设计中人的认

知差异研究/ 30 分钟 

  （兰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3. 刘征：对设计知识工具的想象/30 分钟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茶歇（15 分钟） 

优秀论文作者做论文汇报与分享 

自由讨论 

1. 徐霍成：设计创业与行业创新/ 25 分钟 

  （上海溯洄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2. 梁志亮：设计管理与设计共享 / 25 分钟 

（广州市原子工业产品科技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3. 肖国栋：三维技术给创新企业带来的

机遇 / 25 分钟 

（天津微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茶歇（15 分钟） 

4.万虎：CMF与新产品的设计应用/ 25分钟 

  （长虹工程技术中心深圳分部部长） 

5. 黄海滔：发现工业设计师的价值/ 25 分钟 

  （广州极至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自由讨论 

工作午餐  （时间：12:00—13:00 ；地点：二楼腾云厅、蔚云厅、霄云厅） 



续表 

*1. 以上议程如有微调，以会议当天为准； 

 2. 做论文汇报的作者，组委会另行电话通知； 

 3. 本次大会会场、推荐住宿、用餐均安排在天津滨海圣光皇冠假日酒店。 

 

二、报到须知 

 

报到时间：2016 年 9 月 23 日（周五）13:30—23:00 

报到地点：天津市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55 号 [天津滨海圣光皇冠假日酒店一楼大堂] 

会议注册费：1800 元（含会议期间的资料、用餐、用车等，差旅住宿费自理。建议会前汇款，以便提前开

具发票。现场可交现金、刷卡、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等。如现场未能开具发票，会后补寄） 

会议酒店：天津滨海圣光皇冠假日酒店会期协议价格：标准间 480 元/天（含双早）；大床房 420 元/天（含

单早）；周边经济型酒店 200~400 元不等，可自行预订。 

交通指南： 

滨海机场：乘坐出租车到酒店即可，大约 8 km； 

天津站：乘坐地铁 2 号线到空港经济区站或机场站，出站后乘坐出租车到酒店即可，大约 8 km； 

天津西站：推荐直接乘坐出租车到酒店，大约 25 km； 

天津南站：乘坐地铁 3 号线，在天津站换乘 2 号线到空港经济区站或机场站，出站后乘坐出租车到酒店即

可，大约 8 km； 

自行驾车：外环东路或快速路转向津汉公路，到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与西四道交口处以东。 

天津气候：天津 9 月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气候宜人，温度适中，平均气温 25℃。 

2016 年 9 月 25 日（下午） 

专题会议 

时间：13:30—17:00 

地点：二楼瑞云厅 

议题：工业设计科学研究与科技论文写作专题会议  

主持：王莹秘书长 

时间：13:30—17:00 

地点：二楼祥云厅 

议题：2016 年京津冀经济区创新设计产业联盟年

会暨创新设计论坛 

主持：项忠霞秘书长 

1. 罗仕鉴：设计学科申报国家项目的实践与体会/ 60 分钟 

  （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机械设计》杂志编委、审稿专家） 

2. 张磊：科技论文写作规范/ 60 分钟 

  （天津市设计学学会副秘书长；《机械设计》杂志栏目主持、社长助理） 

3. 张荣强：工业设计论文写作特点及审稿体会 / 60 分钟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机械设计》杂志编委、审稿专家） 

1. 秘书长讲话：联盟近一年的工作总结 

2. 联盟主要发起单位负责人发言 

3. 创新论坛 

4. 联盟主要成员单位代表发言、新项目介绍 

5. 联盟新成员单位代表发言 

6. 秘书长总结发言：联盟下一步工作展望 

大会闭幕式 

时间：17:00—17:20 

地点：二楼瑞云厅 

何人可教授代表大会组委会致闭幕词（王莹秘书长主持） 

自助晚餐（时间：17:30—19:00；地点：一楼西餐厅） 

“空港之夜”设计交流（时间：19:00—20:00；地点：一楼大堂吧） 

2016 年 9 月 26 日活动安排：天津高端制造业参观考察 

（08:30 酒店大堂集合，参观地点：空客 A320 天津总装车间等，午餐后散会，13:00 送回至酒店） 



 

交通及酒店位置示意图 

 

会场布局示意图 

欢迎广大工业设计工作者齐聚滨海，共话创新、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共同推动我国工业设计事业向

前发展！ 

组委会电话：022-58603348    手机：15022682169      联系人：李老师   

 

2016 年全国工业设计教育研讨会暨国际工业设计高峰论坛组委会 

2016 年 9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