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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是不平凡的一年，在全民抗疫的战斗中医疗卫生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面临着诸多

挑战，同时随着健康中国行动的持续推进，新基建理念的提出与落地，未来中国医院建设将发生

深刻而长远的变革。在国际关系日趋复杂多变的“十四五”开启之年，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如何开

创一条自主创新、引领全球的发展新路径，我们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

面对时代创变，把握医院建设系统集成知识的医疗建筑设计师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核心力

量，在多元变量的综合影响下，医疗建筑设计师如何用设计之笔擘画出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医院

建设蓝图，这不仅需要锐意进取、突破创新，形成符合时代需求的现代医院设计方法体系，发现

面向未来的医疗建筑设计师，更需要集合设计师群体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医院建筑设计整体

升级，这是时代赋予的全新使命。

为此，筑医台联合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及国内十五家顶级设计机构，以“面

向未来创新，设计师群像推动中国医院设计整体升级”为主题，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医疗建筑

设计师年会，将于 2020 年 12 月 18-20 日， 在北京召开。

本届大会将邀请全球顶级医疗建筑设计领域专家，广泛聚合跨界知识体系，采用专业培训、

主题发言、多元对话、深度研讨、展示交流等多种方式，多维度、多层次的实现知识体系呈现与

深度交流互动，用智慧启迪智慧、用力量汇聚力量、用成长铸就成长，全面探索面向未来的医院

建筑设计新路径。

本届大会将有 1000 余位医疗建筑师和医院建设行业同仁共同与会，盛邀参与！

卷首语
PREFACE



·3·

第三届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师年会
The 3rd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Medical Architects

3

亮点聚焦
HIGHLIGHT FOCUS

跨 界 融 合 构建 360 度全景复合知识体系
本届大会将连接城市管理者、行业管理者、医院管理者、医疗建筑研究学者、创新技术

领袖等医疗建筑设计相关协同领域的不同人群，为医疗建筑设计师构建开放的 360 度

复合知识体系，旨在满足医疗建筑设计师群体高统筹型复合知识需求，搭建设计师与多

方交流、融合的开放舞台。

国 际 视 野 与世界交汇、与设计共振、与健康共鸣
全球疫情的快速蔓延给世界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严峻的挑战，在疫情面前

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医疗建筑师作为幕后英雄，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师与疫情赛跑的坚实力量必将成为全球典范。本次会议旨在构

建以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师为核心的世界级医疗建筑设计交互平台，共同探寻更加符合未

来人类健康服务需求的医疗建筑设计方法体系。

深 度 交 互 搭建多维度、多层次、多形式的深度交互平台
大会将广泛聚合医疗建筑设计师群体，通过专业培训、主题发言、多元对话、深度研讨、

展示交流等多种方式，为设计师搭建与全行业多维度、多层次、多形式的深度交互平台，

满足学习成长、知识传播、品牌塑造、行业交流、圈层融合等多元需求。

凝 聚 共 识 聚集医疗建筑设计师群像力量
本届大会邀请全球医疗建筑设计领域顶级专家及行业同仁齐聚北京，直面变革、深度碰

撞，挖掘中国医疗建筑设计面向未来、锐意进取、突破创新的核心力量，围绕医疗建筑

设计师中坚群体需求，建立行业价值共识平台，为医疗建筑设计师们提供穿透时空、凝

聚共识的高价值交流空间，聚合推动未来医疗建筑设计整体升级的群像力量。

预 见 未 来 探寻创变时代未来医疗建筑设计新路径
在多元变革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未来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作为中国医院建设行业

未来发展的核心引领者，医疗建筑设计师该如何把握时代机遇、承担历史使命，需要集

合群像力量与时代共进、与行业共生，共同探寻创变时代未来医疗建筑设计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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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机 构

 指 导 单 位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主 办 单 位 ：筑医台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

 联 合 主 办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建筑规划设计专业

委员会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医疗工艺设计专业

委员会

《医养环境设计》杂志

《建筑技艺》杂志

 联合发起单位：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五合国际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建集团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澳华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首席战略合作单位：蓓安科仪（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基本信息
BASIC INFORMATION



·5·

第三届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师年会
The 3rd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Medical Architects

5

大会主席团

 指 导 单 位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主 办 单 位 ：筑医台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

 联 合 主 办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建筑规划设计专业

委员会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医疗工艺设计专业

委员会

《医养环境设计》杂志

《建筑技艺》杂志

 联合发起单位：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五合国际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建集团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澳华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首席战略合作单位：蓓安科仪（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名誉主席：

陈啸宏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会长

樊代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崔 愷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

孟建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赵自林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理事长

黄锡璆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名誉总建筑师

 大会主席：

刘殿奎 原国务院医改办公立医院改革组负责人，原国家卫计委体制改革司副司长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会长

《中国医学装备》杂志社社长

 联合主席：

张同亿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马 海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冯正功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董事长

王铁林 海南省肿瘤医院名誉院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

张建忠 上海市卫生基建管理中心主任

李维平 北京建筑大学副校长

廖 凯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宝峰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执行主席：

李宝山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筑医台总编辑、《中国医学装备》杂志社常务副社长

许海涛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

谷 建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医疗设计研究中心（北京睿谷联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建筑师

邢立华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本原设计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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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团

 副主席：

沈崇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

刘玉龙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陈国亮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

勾振远 上海市卫生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张远平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副总建筑师

李树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用洁净装备与工程分会会长

李德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孙晓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

李 辉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医疗建筑设计一院院长

刘 颖 贵州新基石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 鹏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白 亮 上海浚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 希 AECOM 执行总监

李建广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刘常明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梁晓光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华纳鸿业建筑设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裁

蔡文卫 上海浚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曹 剑 华蓝设计 ( 集团 ) 有限公司所长兼总建筑师

曾奕辉 广东华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广州第一设计院董事、总建筑师

陈 亮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

陈 兴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医疗建筑设计二院院长、总建筑师

程 超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六分院院长

邓琳爽 戴文工程设计（上海）有限公司总监

联合发起人：

Alan Jon Warner

按首字母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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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

沈崇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

刘玉龙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陈国亮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

勾振远 上海市卫生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张远平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副总建筑师

李树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用洁净装备与工程分会会长

李德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孙晓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

李 辉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医疗建筑设计一院院长

刘 颖 贵州新基石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 鹏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白 亮 上海浚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 希 AECOM 执行总监

李建广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刘常明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梁晓光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华纳鸿业建筑设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裁

蔡文卫 上海浚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曹 剑 华蓝设计 ( 集团 ) 有限公司所长兼总建筑师

曾奕辉 广东华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广州第一设计院董事、总建筑师

陈 亮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

陈 兴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医疗建筑设计二院院长、总建筑师

程 超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六分院院长

邓琳爽 戴文工程设计（上海）有限公司总监

董永青 北京睿勤永尚建设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杜志杰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医疗设计院院长

段建军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聚和设计中心医疗负责人

方国溪 厦门方式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 平 香港澳华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高腾野 河北大地建设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格 伦 北京建筑大学医疗建筑国际创新研究院主任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郭建华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院医疗分院院长

郝晓赛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系主任、健康环境设计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

侯 军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筑塬院院长

胡展鸿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贾敬龙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医疗健康产业研究中心

总经理

何嘉欣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

李爱兵 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

李 劲 北京轩涵睿勤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美国 HSM 医疗工艺工作室执行董事

李 敏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副总建筑师

医疗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李敏工作室主任）总建筑师

院医疗建筑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李 麒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室内设计二所所长

李维东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五设计分院院长

廖茂志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医疗所所长

龙 灏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

南在国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医疗院副院长

倪 阳 深圳极尚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

任立新 广东华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广州第一设计院董事、院长

石 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医疗建筑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

苏黎明 北京五合国际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苏元颖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医疗总建筑师

孙鸿新 天津天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

大会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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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青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总院副院长

孙亚明 江苏亚明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邰仁记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第三设计所所长

田 莉 北京亚太医院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丹京 北京大铭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医疗设计总监

王 岗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三设计分院院长

王国栋 浙江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王秋利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医疗院院长

王希建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医疗院院长

王 翔 美国 HKS 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执行总监

文 莉 Perkins and Will 中国区资深助理董事、项目总监 / 北方区域代表

徐 昉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医疗事业部副总监

徐闰超 帕金斯威尔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设计师

杨 海 法国 AIA 建筑设计集团中国区总经理

杨曙光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四分院院长

姚红梅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研究院有限公司医疗分院副院长

张春阳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张九学 开源国际建筑设计院（广州）有限公司首席建筑师

张释之 北京联华建筑事务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张万桑 瑞士瑞盟設計 Lemanarc 建筑及城市规划设计事务所首席设计师 

瑞士联邦建筑师协会注册执业建筑师

张卫强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医疗健康事业部副总经理

钟丽冰 优信工程设计（上海）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周 超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工程设计研究三院院长

周 颖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大会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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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团

时间地点

 秘书长：

陈立东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秘书长、筑医台研究院总监

 副秘书长：

吉英雷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创作中心主任建筑师

王宇婧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三分院建筑师

李金奎 中衡设计集团医疗设计研究中心设计总监

徐 备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三分院副院长

刘瑞平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本原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总监

吴 帅 同圆设计集团医疗建筑设计院方案工作室主任、主任建筑师

杨 建 Nickl & Partner 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副总经理

李竹青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医疗建筑研究二院建筑所设计前期主管

袁恺星 北京五合国际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

郑 虎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医疗研究中心建筑师

谷丽娜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设计师

李 伟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公司医疗事业部总建筑师

夏志伟 西南设计研究医疗健康建筑设计研究中心副总建筑师

曾 佳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医疗建筑设计研究一院建筑所所长助理

 时 间 ：2020年12月18-20日

（12月18日报到，19-20日主题论坛及学术交流）

 地 点 ：北京昆泰酒店（北京朝阳区望京启阳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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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活动
BASIC INFORMATION

一、2020 年度青年领袖会前培训

 现代医院建筑设计方法体系培训

 医疗建筑设计案例写作方法培训

二、会议内容

高峰论坛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高峰论坛

 医疗建筑设计大师高峰论坛

 国际医疗建筑设计高峰论坛

 现代医院建筑设计方法与实践综合论坛

 医院业务规划与医疗工艺设计专题论坛

 现代医院空间与环境设计专题论坛

 医院建筑艺术设计与文化传承专题论坛

跨界对话

 与趋势对话

未来医院建筑设计发展趋势

 与大师对话

凝思设计 致远未来——寻迹创新实践中引领发展趋势的顶级建筑师成长之路

 与城市对话

医院与城市的融合发展

 与行业对话

后疫情时代区域医疗健康服务体系规划

 与院长对话

后疫情医疗服务模式对建筑形态的影响

 与艺术对话

空间之魂 疗愈之心，医院建筑如何通过艺术设计抚慰心灵？

 与医疗集团领袖对话

医康养结合的投资价值与产业发展

 与创新技术领袖对话

5G 技术对未来医院建筑与空间设计的影响

 与 ICU 对话

现代医院 ICU 人文关怀与空间设计

 与急诊对话

高效安全的急诊科流程设计

 与感控对话

后疫情时代医院感染防控空间设计

深度研讨

 面对未来挑战，如何建立中国医疗建筑设计研究体系推动行业整体升级？ 

 未来 5-10 年中国医疗建筑设计机构的国际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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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建筑师认证 ：美国医疗建筑师认证体系是否可以借鉴？

 设计总承包时代，医院建筑室内设计机构的发展之路

 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医疗建筑设计师—人才培养之路

 面对高爆发市场医疗建筑设计院发展趋势与经营之道，设计院管理者专场

 EPC 时代，医院建筑设计协同平台创立的必要？

同期活动

 首届中国传染病医院建设发展大会

 2020 筑医台企业家成长营

 北京新建医院设计方案创新论坛暨展示活动

 《江苏省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初稿研讨会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评价标准》初稿研讨会

 新建医院项目建筑设计方案专家公益评审会

 中国医院建设奖（CHCA）评选工作研讨会

 2020“为中国建设更好的医院”年度嘉宾联合答谢晚宴 

     暨“中国医疗建筑设计青年领袖计划”入选人授牌仪式

竞赛活动

 社区多机能健康服务机构概念设计快题启动仪式

 2020 年度首届“筑医台”杯医疗建筑设计师篮球友谊赛

考察安排

 既有经典—北大国际医院

 智慧典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技术典范—华为北京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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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咨询

长按识别二维码
下载、安装筑医台 APP 线上报名筑医台官方 APP 筑医台官网微信

大会会务组
CONFERENCE MEETING GROUP

大会门票
代表类型 参会费用 参会权益

企业个人版 2800 元 / 人 包含论坛、展览门票和资料费及中餐费用

企业团体版
9000 元 / 单位

（限 5 人以内）
包含论坛、展览门票和资料费及中餐费用

12000 元 / 单位

（限 6-10 人）
包含论坛、展览门票和资料费及中餐费用

1200 元 / 人

（限 10 人以上）
包含论坛、展览门票和资料费及中餐费用

学生版
免费

（仅限在校学生）
如愿意成为大会志愿者，为本届会议作出贡献，经
主办方审核通过后，可协助安排食宿

注：交通、住宿、晚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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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院建筑设计方法体系培训

建筑师的角色                                 谷 建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设计研究中心

（北京睿谷联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建筑师

医疗建筑设计案例写作方法培训

医院建筑设计案例写作                                 郝晓赛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系主任、健康环境设计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

2020 年度青年领袖会前培训

高峰论坛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高峰论坛

核心价值：探索发展，启迪未来

着眼未来，理清长远发展思路，多维度探讨未来医疗建筑设计路径。本论坛将对新时代医疗建筑设计发展趋势进行深

入探讨，顶级智慧碰撞，引领时代发展。

论坛主席：

刘殿奎   原国务院医改办公立医院改革组负责人，原国家卫计委体制改革司副司长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会长

《中国医学装备》杂志社社长

孟建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主持人：

刘殿奎   原国务院医改办公立医院改革组负责人，原国家卫计委体制改革司副司长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会长

《中国医学装备》杂志社社长

主题发言

新基建助力构建高效、安全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嘉 宾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从智慧城市到智慧医院 嘉 宾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疫后医院投资规划趋势 嘉 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 推进整合医学模式 嘉 宾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十四五”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嘉 宾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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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建筑设计大师高峰论坛

核心价值：用匠心启迪匠心，用经验铸就成长

登高望远！本论坛旨在开拓视野、汲取大师智慧，将邀请当前炙手可热的医疗建筑设计大师，基于各自成就、经验，

共话医院建筑设计，聆听大师的声音，探寻大师的设计际遇，体会大师的成长故事。用匠心启迪匠心，用力量汇聚力

量，用成长铸就成长。

论坛主席：

孟建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黄锡璆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名誉总建筑师

主持人：

朱 希   AECOM 执行总监

主题发言

上半场：医院建筑设计寻根溯源

戴着镣铐的舞蹈：中国医院设计的理性与温度 谷 建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设计研究中心

（北京睿谷联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建筑师

医疗建筑设计的开拓与实践：挚爱医院设计20年 陈国亮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

文化与传承：医院建筑设计的功能、城市与人文 刘玉龙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下半场：跨界—医与筑

本土设计中的医院设计思维 嘉 宾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从建筑策划看医院建筑循证设计 嘉 宾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延续建筑：

医疗建筑设计人文发展理念与深度探寻
嘉 宾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高峰论坛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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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疗建筑设计高峰论坛

核心价值：全球视野 思想碰撞

本论坛旨在打开全球视角，深度交流，凝聚共识，在世界格局中发现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力量，推动中国医疗建筑设计

走向世界、引领全球。

论坛主席：

黄锡璆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名誉总建筑师

主持人：

李 辉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医疗建筑设计一院院长

主题发言

在不同文化及宗教群里中，国际设计标准的应用 Henning Lensch RRP   国际医疗规划设计公司CEO

第五代医院建筑设计发展趋势

—中美医院案例分析

王 翔   美国HKS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执行总监

国际卫生医疗服务体制发展与中国医疗建筑升级 董胜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际合作项目部主任

明日医院——高效与人性共促互融 水 明（Simon TSOUDEROS） 

法国AIA建筑工程联合设计集团合伙人、中国区总经理

超越大型流行性疾病的医疗规划和设计 Hank Adams   美国HDR董事兼全球医疗总裁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

高峰论坛

（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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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院建筑设计方法与实践专题论坛

核心价值：创新理念 传承经典

本论坛从不同维度提炼中国医院建筑设计方法，为医院建筑设计师打开视野，汲取经验，从经典案例中探究医院建筑

设计的方法论和范式，寻找通达未来医院的创新路径。

论坛主席：

谷 建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设计研究中心（北京睿谷联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建筑师

黄锡璆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名誉总建筑师

主持人：

姚红梅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三分院院长

主题发言

空间可变性诉求下的民营医院建筑设计 陈国亮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

“经纬织筑”方法论引导的医院建筑设计 张远平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副总建筑师

建设资源局促条件下的医院建筑设计 李 辉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医疗一院院长

基于复杂性科学的医院建筑设计 姚红梅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三分院院长

全方位人文关怀理念下的医院建筑设计 邢立华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本原设计研究院

院长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

高峰论坛

（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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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业务规划与医疗工艺设计论坛

核心价值：从心出发，做好工艺

医疗功能需求决定了医疗建筑设计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而关系着医疗功能能否实现的医疗工艺设计就成为了医疗建筑

设计师的必修课，也对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具备统筹多学科的复合型知识体系，做好医院建筑要从心出发。

论坛主席：

王铁林   海南省肿瘤医院名誉院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

沈崇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

主持人：

格 伦   北京建筑大学医疗建筑国际创新研究院主任，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主题发言

后疫情时代医院医疗工艺流程设计变革 沈崇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

医院建设前期策划核心要点 朱 希   AECOM 执行总监

综合医院总体规划及医疗工艺流程设计 王铁林   海南省肿瘤医院名誉院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

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

多中心制综合医院医疗工艺设计创新 嘉 宾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

后疫情时代医院发热门诊的空间设计与流程规划 李六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管理-疾病预防控制处副处长

康复医院学科规划与医疗工艺流程设计 倪琪峰   苏州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综合医院感染疾病科建设方案 张越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感染管理处处长

民营医院学科规划与服务流程创新 李富军   西安新长安妇产医院院长兼总经理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

高峰论坛

（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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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院空间与环境设计专题论坛

核心价值：功能空间 人文医养

随着人们对就医环境要求的提升，医院室内环境功能价值不断被重新定义，不仅是患者疗愈、康复的物理环境，同时

还能愉悦缓和情绪，医院室内环境设计已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心理治疗手段。本论坛邀请国内知名室内设计师与医院

管理者，对未来医院室内设计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与交流。

论坛主席：

陈 亮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

李朝阳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书记

主题发言

医院建筑和环境设计成果的思路和理念介绍 陈 亮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

院长

医院环境人居设计的要点和融合元素 赵 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儿童诊疗环境设计 奚益群   上海市儿童医院副院长、研究员

室内医疗空间与人群服务需求的融合和提升 郭建华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医疗事业部设计院院长

化繁为简的医院室内设计方法创新 孙亚明   江苏亚明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

高峰论坛

（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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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建筑艺术设计与文化传承专题论坛

核心价值：空间之魂 疗愈之心

医院建筑以空间为框，装饰为景，艺术为魂，创造爱与疗愈的能量建筑。本论坛重点关注医院建筑艺术与功能的高效

融合，从不同维度理解建筑与艺术、环境与艺术的融合关系，整合医患的心理需求，以艺术为媒，以人文为魂，寻找

医疗建筑疗愈空间的形式与表达。

论坛主席：

姜 峰    J&A杰恩设计董事长、总设计师

赵 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主持人：

赵 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主题发言

自然和景观的疗愈作用 俞孔坚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

空间表达的艺术性与人文 姜 峰   J&A杰恩设计董事长、总设计师

医院的设计、形式与艺术 赵 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从使用者角度看艺术与疗愈 彭明强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

抚慰心灵的艺术 王 中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设计学院院长、

中国公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

高峰论坛

（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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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趋势对话

核心价值：取势 明道 优术

以全球视角，看中国医疗建筑设计活动涌动，以时代触觉，感受中国医疗建筑设计未来发展。本对话将从多维度探讨

影响未来医疗建筑设计的主要因素，深度研讨未来医院的设计趋势，在世界格局中发现中国设计力量，建设引领趋势

的未来医院。

主持人：

刘殿奎   原国务院医改办公立医院改革组负责人，原国家卫计委体制改革司副司长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会长

《中国医学装备》杂志社社长

未来中国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变革与发展趋势

嘉 宾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嘉 宾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嘉 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嘉 宾   中国工程院院士

嘉 宾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跨界对话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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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师对话

核心价值：凝思设计 致远未来

与大师深度对话，共话医院建筑设计师背后的成长故事。

主持人：

谷 建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设计研究中心（北京睿谷联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建筑师

共话医院建筑设计师背后的成长故事

孟建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深圳市建

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嘉 宾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嘉 宾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嘉 宾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陈国亮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

谷 建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设计研究中心

（北京睿谷联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建筑师

刘玉龙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跨界对话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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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对话

核心价值：打开视界 共生发展

城市系统就像有机的生命体，各个要素相互协作，相互支撑，对抗外来的威胁。维持生命体征的正常运转，也需要各

个子系统之间相互的协作与协调。在城市的各个系统中，医疗卫生系统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它是维持城市健康运转的

根本，在疫情的影响下，医疗卫生系统作为城市支撑设施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在城市受到伤害后，他们诊断与治疗疾

病，在城市健康运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医疗设施如何与城市融合，继续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如何和未

知的疫情共存，帮助城市快速恢复。是本次对话要探讨的重点问题。

主持人：

黄二丹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卫生服务体系研究部副主任

医院与城市的融合发展

•城市的卫生服务规划

•医院在城市规划中的地位和作用

•健康城市和韧性城市

•医院建筑与城市风貌

•交通设计与健康城市

赵奇侠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基建处处长

韩艳红   深圳市新建市属医院筹备办公室主任

曾 超   重庆交通大学教授，重庆市公路学会静态交通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 

刘玉龙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徐 腾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

跨界对话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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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对话

核心价值：空间之魂 疗愈之心

疫情之下，面对死亡、病痛、社会和经济变化，需要艺术的介入与疗愈，医院中如何利用艺术达到抚慰人的心灵的效果？

主持人：

陈 亮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

空间之魂 疗愈之心，医院建筑如何通过艺术
设计抚慰心灵？

俞孔坚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

姜 峰   J&A杰恩设计董事长、总设计师

赵 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彭明强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

王 中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城市设计学院院长、中国公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跨界对话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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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业对话

核心价值：把脉时代 拓展边界

经过 70 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完整、水平较高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医疗卫生资源总

量显著增加，质量水平不断提高；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不断增强；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结构不断健全优

化。但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获得优质高

效的卫生健康服务更加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构建新型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仍面临

诸多新挑战，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常态化的局面下，建筑师如何紧跟时代，与新型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相配合，是值得探

讨的问题。

主持人：

李 辉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设计一院院长

医疗改革与建筑设计理念变化

新医疗理念与建筑设计

新型卫生健康服务体系规划与建筑设计

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完善与建筑设计

嘉 宾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嘉 宾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

苏红华   南宁市卫健委调研员

王国栋    浙江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李建广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跨界对话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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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院长对话

核心价值：模式创新 高质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全球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治理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对医院医疗服务模式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医院必须实行预检分诊、预约挂号等医疗服务模式，同时结合信息化的发展推行远

程会诊、互联网问诊等新型业务。后疫情医疗服务模式的改变将对医院建筑形态产生哪些影响？医疗建筑设计师如何

根据新的医疗服务模式对医院建筑形态、空间进行重新设计，这是本次对话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

主持人：

沈崇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

后疫情医疗服务模式对建筑形态的影响

鲁 超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孙晓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

沈崇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

李树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用洁净装备与工程分会会长

李德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苏黎明   北京五合国际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李 鹏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跨界对话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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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医疗集团领袖对话

核心价值：笃行致远  乘风破浪

医疗健康产业作为最贴近民生的新兴产业 , 在国家医疗需求迅速增长、医保改革、财政控费的情况下，虽然时间、路径、

方式不尽相同，但都经历了公立医院、社会资本办医导入、医疗集团化的发展过程，有效的提升了医疗服务供给，改

善了产业结构与服务效率。中国医疗集团正处在整合并购期，并在快速的向集约化与现代化迈进。大型医疗集团的发

展，可以有效促进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缓解政府压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

主持人：

李宝山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筑医台总编辑

《中国医学装备》杂志社常务副社长

承载国家重托 奋力谱写普惠养老新篇章 嘉 宾   中国健康养老集团

医康养结合的产业布局与投资 嘉 宾   国药集团

航天医科健康产业发展布局与现状 嘉 宾   航天医科集团

立足天然优势 构建“医养结合”的健康保障体系 嘉 宾   华润医疗控股有限公司

复星康养的沉潜、布局与发力 嘉 宾   复星集团

医疗+保险模式下的泰康康养架构 嘉 宾   泰康集团

跨界对话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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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技术领袖对话

核心价值：协同创新  智慧空间

健康建筑是新兴的交叉学科领域，涉及多种学科范畴，5G 的推广应用推动医疗服务模式和医疗服务流程变化，不同

级别与定位的医疗建筑空间布局需要随之改变。随着互联网 + 人工智能诊疗服务及远程诊疗服务的发展，普通患者涌

向三甲医院就诊的现状将会发生改变，进而改变三甲医院的门 / 住患者比例，随之医疗建筑空间布局及功能用房面积

分配比例都将发生改变。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智能科技研究及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智能物流机器人也将很快得到普及

和使用，并深刻影响医院的建筑空间布局设计。

主持人：

刘晓雷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顾问总工程师

恰逢其时

医疗行业在5G领域的应用现状与5G医疗卫生行业

标准

嘉 宾   国家卫生健康委

集智入微

5G医疗应用场景里的空间优化

嘉 宾   中日友好医院

协同创新

5G为医疗行业产业链带来的变革创新

李宝山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筑医台总编辑

《中国医学装备》杂志社常务副社长

精耕细作

医疗设备的5G化加速智慧医院迭代升级

设备厂商

智慧空间

新技术对医院再造空间的影响

郝晓赛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系主任

健康环境设计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

破届有方

从《手术两百年》到《手作》--制片人眼中的医疗

与建筑空间

池建新   《手术两百年》制片人

跨界对话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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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ICU 对话

核心价值：死生契阔 疗愈人心

向左生，向右死，在一次次无意的选择中，竭尽所能敬畏生命，这便是人们对 ICU 的印象。生命的意义在不断被定义，

高品质的护理需求、高质量的护理环境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流程对话寻找高效品质，与空间对话探寻疗愈之方，

在生命的聚落中致敬爱与尊严。

主持人：

沈崇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

现代医院ICU空间流程及医疗服务提升

嘉 宾   北京协和医院

嘉 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嘉 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沈崇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

格 伦   北京建筑大学医疗建筑国际创新研究院主任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钟丽冰   优信工程设计（上海）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跨界对话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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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动线合理 高效安全

急诊既是医院急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院内交通枢纽，医院急诊科的设计，必须契合其紧急、全天候的特点。本

次对话将深度探讨急诊业务流程规划及急诊空间的医疗工艺规划与设计。

主持人：

嘉 宾

高效安全的急诊科流程设计

嘉 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嘉 宾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嘉 宾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嘉 宾    中日友好医院

核心价值：硬核防控 安全保障

疫情爆发给全球社会、经济运行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在疫情常态化之下，防控空间建设对于保障医疗健康显得尤为重要。

主持人：

嘉 宾

后疫情时代医院感染防控空间设计

向海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

张越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感染管理处处长

李六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管理-疾病预防控制处副处长

嘉 宾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跨界对话

与急诊对话

与感控对话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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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未来挑战，如何建立中国医疗建筑设计研究体系推动行业整体升级？

核心价值：研究铸造内核，促生产业硕果

中国已有数十年的医疗建筑设计领域研究历史，但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医疗建筑设计研究体系。以未来该领域的学科

研究需求和科学的方法论为基础，建立属于中国的医疗建筑设计研究体系，整合产、学、研、用各个环节，打通产业

链，优化业内需求与供给资源配置，激发产品创新，推动行业整体升级。

主持人：

龙 灏   重庆大学建筑设计系主任、医疗与住居建筑研究所所长、教授

引导发言

•美国医疗建筑设计领域研究体系

•美国医疗设计研究中心介绍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研究情况与思考

吕志鹏   美国A&M大学健康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

Debra   美国医疗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郝晓赛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系主任

健康环境设计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

深度研讨（排名不分先后）

面对未来挑战，如何建立中国医疗建筑设计研

究体系推动行业整体升级

龙 灏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系主任

医疗与住居建筑研究所所长教授

周 颖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春阳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张姗姗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郝晓赛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系主任

健康环境设计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

许海涛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医疗院院长

邢立华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本原设计研究院院长

深度研讨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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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5-10 年中国医疗建筑设计机构的国际化发展之路

核心价值：走出国门 千帆竞渡

随着全球化与中国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国家“一带一路”方针政策的指引，一些具有优秀设计水平，综合实

力较强的勘察设计企业纷纷将国际化作为新时期的发展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机构走出国门，带着原创作品参与

国际市场的竞争，在国际舞台亮相。未来 5-10 年，中国医疗建筑设计机构如何跻身世界前列，参与国际化角逐，值

得研讨。

主持人：

文 莉   美国Perkins+Will 建筑设计事务所

引导发言

未来5-10年可预见的医疗建筑国际市场思考 付 强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HKS国际化发展策略
王 翔    美国HKS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执行总监

深度研讨（排名不分先后）

深度研讨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机构的国际化发展思考

付 强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王 翔   美国HKS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执行总监

徐  昉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医疗事业部副总监

杨 海   法国AIA建筑设计集团中国区总经理

（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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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建筑师认证 ：美国医疗建筑师认证体系是否可以借鉴？

核心价值：他山之石，与时舒卷

医疗建筑设计对建筑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既要精通严谨的医疗工艺流程，又要拥有打破常规的艺术想象力，建

筑师往往需要数年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医院设计的内涵。美国医疗保健建筑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Health-

care Architects，简称 ACHA）通过对建筑师进行医疗建筑设计评估，进而为通过评估的建筑师提供医疗建筑专业领

域的资格认证，获得 ACHA 头衔，提高建筑师的专业化程度。国内建筑师是否可以借鉴这种体系对医疗建筑设计从业

人员进行培养和考核，是本次深度研讨的主要议题。

发起人：

孟建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主持人：

邢立华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本原设计研究院院长

引导发言

美国医疗建筑师认证系统介绍 RAY 美国A&M大学健康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深度研讨（排名不分先后）

国外医疗建筑师认证系统借鉴意义

谷 建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设计研究中心

（北京睿谷联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建筑师

许海涛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医疗院院长

邢立华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本原设计研究院院长

郝晓赛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系主任，健康环境设计研究

与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

深度研讨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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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总承包时代，医院建筑室内设计机构的发展之路

核心价值：直面变革 创新发展

随着室内建筑设计需求的不断增加，从平行管理到集成统筹，建设模式、管理方式都发生深刻变化，在模式的转型中，

医院建筑室内设计机构需要抓住机遇，探索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

主持人：

陈 亮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

引导发言

设计总承包机制下医院建筑室内设计机构面临

的挑战与发展思考

倪 阳   深圳极尚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

深度研讨（排名不分先后）

设计总承包时代，医院建筑室内设计机构的发

展思考

赵 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姜  峰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设计师

孙亚明   江苏亚明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设计师

陈 亮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

院长

郭建华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院医疗分院院长

深度研讨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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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医疗建筑设计师 - 人才培养之路

核心价值：以人为本，面向未来

以人为本，面向未来医疗建筑设计是一项多专业、跨学科的工作，属于民用建筑设计中非常复杂的一个类型，医疗建

筑设计师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深度影响着项目的实际成果。伴随着医疗建筑领域新政策的发布、新技术的推广以及

新模式的应用，对未来医疗建筑设计师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医疗建筑设计师应该依循怎样的培养之路

已成为众多建筑学高等学府与医疗建筑设计机构共同面对的问题。

主持人：

邢立华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本原设计研究院院长

引导发言

在校学生医疗建筑设计培养现状与思考
龙 灏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系主任

医疗与住居建筑研究所所长、教授

中国中元青年建筑师培训体系与思考 许海涛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医疗院院长

深度研讨（排名不分先后）

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医疗建筑设计师？

人才如何培养？

龙 灏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系主任

医疗与住居建筑研究所所长、教授

周 颖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春阳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张姗姗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郝晓赛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系主任，健康环境设计研究

与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

许海涛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医疗院院长

李维东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五设计分院院长

王秋利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医疗分院院长

深度研讨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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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高爆发市场医疗建筑设计院发展趋势与经营之道，设计院管理者专场

核心价值：把握时代契机  抢占发展先机

疫情的爆发即给我们带来了启示，也给医院建设带来了新的需求。科技实力的增强推动着医疗建筑设计模式的转变，

在高质可持续的发展中如何理清趋势，把握机遇，抢占先机，赢得未来。

主持人：

李 鹏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引导发言

深度研讨（排名不分先后）

面对高爆发市场医疗建筑设计院发展趋势与经

营之道，设计院管理者专场

王 岗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三设计分院院长

陈国亮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

李 辉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医疗建筑设计一院院长

曾 捷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

高 枫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医疗事业部总经理

白 亮  上海浚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邢立华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本原设计研究院

院长

蒋 维  北京五合国际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医疗健康事业部

总经理

深度研讨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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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 时代，医院建筑设计协同平台创立的必要？

核心价值：统筹整合  协作升级

符合医院建设特征、能够实现高度统筹和深度整合的 EPC 建设模式已经成为未来医院项目建设的发展趋势，未来医

院建设将全面进入 EPC 时代。作为医院建设龙头的建筑设计如何实现面向未来的多维协同与创新引领，是每一位医

疗建筑设计师需要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问题。创新的发展诉求需要新型的体系支撑，如何建立一个能够提供技术体系持

续积累和开放共享的基础工具，实现医院建设多角色与多专业的全面统筹、深度整合及技术与管理的高度协作，实现

医院建设与管理全生命周期的无缝对接，创新体系驱动行业的整体升级，本次将深度研讨“EPC 时代，医院建筑设计

协同平台创立的必要性”，探索建立面向未来的设计协同体系。

主持人：

李宝山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筑医台总编辑、

《中国医学装备》杂志社常务副社长

引导发言

基于人工智能设计平台带来的创新价值 嘉 宾   小库科技

基于BIM的设计协同平台应用价值 嘉 宾   美国BIM机构代表

深度研讨（排名不分先后）

医院建筑设计协同平台创立的重要意义

邢立华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本原设计研究院院长

王 岗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三设计分院院长

谷 建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设计研究中心

（北京睿谷联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建筑师

深度研讨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MEETING（内容持续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