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建筑VR和效果渲染核心技术行
业峰会 暨2016国际VR和CG项目产

品成果展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首届建筑VR和效果渲染核心技术行业峰会 暨2016国际VR和CG项目产品成果展将于2016年11月在广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6年11月26日中国首届VR大会将在广州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恭候您的莅临。本届大会主题为“领创.未来.共
赢”,由广东省城市建筑学会携手暨南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广
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比特城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及来自两岸三地行业顶尖技术力量的企业
领军人士、设计大师、行业技术专家及地产、金融、建设、运维管理专业人士等，面向数千相关业内同仁, 展现如何
借助最先进的VR、渲染创新工具与前瞻的未来思维,引领行业创新变革；铸就建设美好未来；乘时借势融合共赢。

 

一、行业背景：一、行业背景：

       2016年是VR元年，相关数据公司预测，2016年VR设备全球的出货量将达到1400万台，VR市场潜力将达到
1500亿美元规模。2016中国VR市场规模预计将达56.6亿元，2020年预计将超过550亿元，VR领域的内容和应用将
成为资本新热点！VR市场潜力巨大，建筑行业多个应用技术如房地产预售项目仿真漫游，规划展览馆和大型展示主
题商业项目等走向成熟，市场需求十分迫切！与此同时，建筑行业对VR应用的了解甚少，迫切需要通过专业会议实
现技术交流和资源对接。

 

二、会议透视：二、会议透视：

       广东省城市建筑学会作为国内知名的行业学术研究非营利单位，长期致力建筑行业新技术的传播和交流，在建
筑行业大需求的背景下，举办本次会议。据统计，本次会议为国内首届针对建筑和建设领域的VR会议。拟邀请参会
机构包括：国内顶级投资机构20家以上，中国30家百强房地产企业，精选行业专业VR项目和设备企业50家，VR和
渲染技术的需求企业和高校50家，凤凰网、新浪网等多家知名媒体实时播报会议盛况。本次峰会将设立中心报告会
场和项目成果展两大模块，中心会场报告厅500人，实际参会人数8000人以上。将邀请国内外顶尖VR专家学者和企
业一线技术总监介绍项目核心应用技术，同时会有来自全国多家涵盖软件、硬件、新技术等方面公司及厂商，参与
本次跨行业的应用交流盛会。

 

三、主办协办单位：三、主办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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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广东省城市建筑学会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暨南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比特城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四、会议亮点：四、会议亮点：

亮点一:规模最大亮点一:规模最大

2016中国首届建筑VR峰会

国内建筑VR和设备企业、知名地产开发商、风投、设计院及其他各行业知名企业决策层齐聚一堂，将中国建筑VR信
息传播到各行各业；

亮点二：规格最高亮点二：规格最高

这是一个行业技术应用先锋分享平台，又是一个公司董事长、总裁、创始人、决策层的大型交流平台与头脑风暴盛
会；

亮点三：覆盖最全亮点三：覆盖最全

峰会涵盖中国最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其他知名企业，中国多家知名投资机构、设计院、高等职业院校、工程建设
行业等。涵盖以房地产开发商为核心的上下游最重要的产业链，涉及数十个相关行业。

 

五、峰会特色 五、峰会特色 

一场两岸三地地产界、金融界、VR界、BIM界大咖思想与智慧的碰撞；一个带来巨大商机与合作机会的业界社交平
台和行业技术交流平台。

 

六、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六、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

凤凰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大粤网、广东卫视、新华网、今日头条、南方都市报、腾讯视频、爱奇艺、百度视
频、优酷视频、百度VR、深圳都市频道、乐视视频、BIM界、中国BIM培训网、BIM智库、筑比特网、VR日报、
VR网、VR微豆网、好色VR、虚拟4VR社区、99VR视界、VR玩、物联传媒、科技日报等国内40多家最具影响力的
财经、金融、房地产、VR网站、BIM网站及综合类媒体，将展开有深度、有广度的全面报道。

 

七、巨大的商机七、巨大的商机

产业、地产、金融决策层面对面交流，对接商机

融资、投资、品牌建设、商业合作、品牌代言、提升影响力……

这里，潜藏着无穷的商机！

 

八、会议主题和参展内容包括：八、会议主题和参展内容包括：

1．建筑VR和AR：1．建筑VR和AR：

*  VR在房地产和室内设计展示应用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28/


*  VR在城市规划和大型主题项目的展示应用

*  VR辅助建筑设计与展示

*  VR硬件和软件系统（虚拟现实现场体验，虚拟3D体验，虚拟3D展示，3D技术展示）

*  BIM+VR项目设计技术

2．效果渲染和2．效果渲染和3D打印3D打印：：

*  效果渲染动画媒体应用先锋案例

*  设计单位内部绘制建筑效果图适宜技术（3D工具+Vray+Lumion）

*  最新渲染表现插件应用技术（包括业界期待BIM渲染工具enscape）

*  3D打印建筑和构件

 

九、参会嘉宾定位：九、参会嘉宾定位：

1．房地产企业：总裁、企业副总、总工、CIO（了解VR体验厅和商业应用）

2．设计企业：设计院长、设计师（了解VR技术提升传统商业和展览业态实践经验）

3．高等院校：建筑类专业院长、主管副院长、系主任、任课老师（了解VR实验室建设和课程教育）

4．工程建设行业：总裁、企业副总、总工（路桥、隧道、市政等）

5．其他：政府协会领导、投资者、金融机构 、行业知名媒体（了解VR技术与应用前景价值）

6．其他专业观众（商业实体项目运营机构、VR和CG软硬件设备观摩、3D打印建筑和构配件考察，行业协会、管理
决策机构、技术爱好者等）

 

峰会地点：峰会地点：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暨南大学管理学院101报告厅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论坛主题
首届建筑VR和效果渲染核心技术行业峰会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48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574/


暨2016国际VR和CG项目成果展

时间 2016年11月26日9:00-18:00

地点 暨南大学

一、中心论坛报告厅

上午议程（9:00-12:00）

序
号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时间

1 大会致辞 校领导、学会领导 9:00--9:20

2

BIM及VR技术在建筑工程全生命周期中的应用、研究
及动态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王朔 9:20--9:50

3 国内近期建筑VR应用热点和项目实例 广州凡拓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郭宜良  
9:50--
10:20

4 拍照和茶歇
10:20--
10:45

5 日本建筑VR应用现状
暨南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施燕东

10:45--
11:10

6 虚拟现实技术助力建筑专业应用 上海曼恒数字技术    谭永冰
11:10--
11:35

7 虚拟现实技术架构剖析和商业应用创想
广州大学建筑环境与数字化模拟实验室

罗志华

11:35--
12:00

午餐交流（12:00-14:00）

下午议程（14:00-18:00）

1 光辉城市——未来辅助建筑设计创新模式
重庆卢浮印象数字科技公司 

宋晓宇

14:00--
14:30

2 BIM+VR的融合创新 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孙海洪
14:30--
15:00

广州易达建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5:0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65/


3 BIM与VR可视化项目和信息化管理
广州易达建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余科峰

15:00--
15:25

4 BIM与VR在工程施工中的应用探索 万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刘勇
15:25--
15:50

拍照和茶歇
15:50--
16:10

5

设计院内部绘制建筑效果图适宜性技术（3D工具
+Vray+Lumion）

 

广州大学建筑环境与数字化模拟实

验室 罗志华；广东华南建筑设计院有限公
司  姚敏丽

16:10--
16:35

6
VR在建筑精装修领域的实践

 

 

深圳蓝波绿建集团CIO　　　尤琪

 

16:35--
17:00

7
VR+房地产深度体验厅建设实践析

 

深圳云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吴江华

17:00--
17:25

8  优案科技
17:25--
17:50

9 闭幕式
17:50--
18:00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

多平台BIM融合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是意义很重大，让BIM从工作站设计电脑迁移到我们的浏览器和桌面
端，用一般的办公电脑来做应用和后期运维等工作，实现设计和运维一体化，有效的拓宽了行业范围和业务领域。
针对BIM数据的小范围高密度的数据特点，我们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算法，来精简、简化BIM数据，统一格式到
CityMaker平台，实现数据工厂的工作，海纳百川，当你需要对接其他平台的时候，我们能有效输出中间格式，对
接多平台。VR是好，但成本太高，交互型VR体验系统的落地成本都不低，针对这一点，我们提出了轻VR客户端，
一键对接VR，造价低，速度快，效果好。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

    针对建筑设计行业领域现状，光辉城市着力于在VR+建筑设计这一细分领域，整合VR服务输出、软件平台、硬件
设备，为建筑设计提供VR服务能力。主要表现为建筑设计院在成果表现形式上将从传统平面图形和立体模型过渡到
利用VR技术升级为沉浸式的三维空间。这将有效提高设计院方案沟通效率，节省成果表现成本。同时光辉城市通过
与建筑设计教育机构合作，共同开设VR教学实验平台，开发VR教学内容，培养VR专业人才，全面助力建筑设计服
务升级。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

    国内近期建筑VR应用热点,我们归纳为三个类别：博物馆的展厅、虚拟样板间、企业展览馆。在实际运用中表现
为三种形态：（1）静态图像的VR展示,原有的效果图形式升级成为VR沉浸式,过去一张图只能展示空间的一个视点,
而现在可以360°的站在还没有建成的空间中；（2）动态VR展示,在空间展示中加入了时间线,用户可以坐着但是镜头
自动的展示整个建筑的空间（3）实时互动VR展示,这里产生的一切都是实时运算的,空间中设置了互动,天气系统,阳
光系统等等。我们将展示我们最新制作的南非Ocean Apartment VR案例。另外还会探讨在VR研发过程中所遇到的
问题与解决方案，如解决用户VR二次体验的痛点。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

    BIM技术已经成为当前建筑信息化应用的关键技术并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本题目结合华南理工大学-Autodesk
BIM联合实验室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BIM中心的研究及应用实践，介绍了BIM技术、三维扫描及数字
化技术、VR技术、以及BIM技术与智慧建筑系统集成等方面的研究及工程应用情况。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

    虚拟现实在中国被关注，源于2009年阿凡达电影的播出，大众开始关注3D技术。2014年7月，FaceBook宣布以
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Oculus，将虚拟现实推向风口浪尖。如今，众多国内外巨头企业纷纷布局VR，打造自己的VR
产业链；VR可以应用于建筑三维可视化、建筑虚拟装配、辅助营销、培训/流程展示、市场推广服务等环节；VR产
品与方案：VR辅助设计软件DVS3D，多人协同，VR可视化系统，交互追踪系统，VR内容定制开发，3D打印。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73/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

    VR技术在日本建筑领域发展迅速，从VR样板间、虚拟空间体验到VR辅助工程设计和建造等各个领域均有代表性
的应用，日本的工匠精神与VR技术有了新的结合。报告将梳理当前日本建筑VR界的主流应用技术。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

   　介绍虚拟现实重要技术概念，从开发应用的角度剖析虚拟现实项目制作流程和重要技术环节；梳理当前建筑VR
应用热点，探索ＶＲ技术对传统建筑设计和实体升级改造的影响以及未来商业应用的发展方向。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178/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筑信息模型，建筑行业当前最热门技术新贵。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仿真技术，计算机图形学与人机交互的新革命。如果将VR+BIM两者结合，会对建筑行业产生
怎样颠覆性的化学反应？基于BIM和ＶＲ的结合，本报告内容包括：BIM 与VR的可视化和信息化管理的应用效
益，BIM+VR项目制作要点和成本控制方法，易达科技在实际项目中的BIM与VR可视化项目管理的应用等。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

     BIMVR（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in Virtual Reality）通过将BIM信息模型技术与VR虚拟现实的视觉
表现技术和交互技术结合，在建筑全生命周期的实施过程中皆可有其用武之地。针对施工阶段,BIM具有的数据信息
与VR的沉浸式表现和交互能力，可以用来做复杂施工流程的模拟培训和施工安全教育培训。报告将从现状分析出
发，介绍BIMVR在施工阶段应用的项目开发流程和项目实践成效。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

建筑装饰领域的ＢＩＭ和ＶＲ技术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设计阶段通过VR与客户进行互动交流到材料和家具选
型，以及后期施工阶段的VR辅助和模拟，BIM+ＶＲ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55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93/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

VR技术作为一项前沿科技，在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城市规划，房地产营销等领域VR已经体现出无可比拟的优势和
前景。本报告提出通过软硬件的一体化整合形成VR深度体验厅，项目特点包括:以深度体验为概念，硬件上将
HTCVIVI頭显，VR大屏映射，中央控制系统，全景音响系统进行一体化整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硬件行业解决方案；
软件方面以强大Unreal Engine 4为开发平台，呈现出逼真的画面，身临其境的沉静感，和流畅的交互体验；内容方
面打破VR就是样板间的一贯概念，扩展为融合区域规划，建筑外观/结构，园林景观，室内设计等行业内容全覆
盖。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普通参会费用：350元/人普通参会费用：350元/人，含中心报告厅门票、大堂VR展览互动优先参与、会议资料、午餐交流。

VIP参会费用：680元/人VIP参会费用：680元/人，除享有普通嘉宾待遇以外，还可以安排前排就坐，大堂VR展览互动最优先权，中午与
领导和报告嘉宾聚餐等。

 

会场前瞻会场前瞻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75/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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