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高等学校建筑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建筑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2022 年 07 月） 

 
关于“多元 · 创新 · 联合——2022 年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毕

业设计教学研讨会”的通知（2 号）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办，苏州大学承办的“多元 · 创

新 · 联合——2022 年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毕业设计教学研讨会”将于 2022 年 7 

月 23-24 日在苏州大学建筑学院召开。 

当前城乡环境进入转型发展的全新阶段，建筑类人才需求和培养模式面临新的适应性

转型；疫情常态化的特殊境遇也对专业教学方式的转变和应对提出了新的挑战。此次会议

将围绕“多元 • 创新 • 联合”的主旨展开，重点研讨各校建筑学专业毕业设计课程（含

联合毕设）的教学理念、体系与方法，以及百花齐放、多元创新、互通融合的教学成果。 

此次研讨会将以线下+线上同步的方式进行。会议安排如下：  

 

一、会议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7/23（周六） 
13:00-21:00 代表报到（住宿酒店） 

19:30-21:00 研讨会工作会议（相关人员） 

7/24（周日） 

上午 

09:00-09:45 领导嘉宾致辞、集体合影 

09:45-10:45  主会场报告 1~2 

10:45-11:00 茶歇 

11:00-12:00 主会场报告 3~4 

中午 12:00-13:30 午餐 

下午 

13:30-14:50 各分论坛报告 1~4 

14:50-15:10 茶歇 

15:10-16:30 各分论坛报告 5~8 

16:30-17:20 互动讨论环节 

晚间 18:00-20:00 晚餐 

7/25（周一） 自由行程、离会 



二、会议议程安排 

1、7 月 24 日上午，主会场（腾讯会议：741 656 159） 

开幕致辞 

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学术交流中心  

7/24（周日）上午 9:00-9:45 

内容 时间 

苏州大学校领导致辞 

主办方领导嘉宾致辞 

承办方领导嘉宾致辞 

09:00-09:30 

集体合影 09:30-09:45 

主会场报告 

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学术交流中心  

7/24（周日）上午 9:45-12:00 

序号 发言人 单位/职务 题目 时间 

Z-1 韩孟臻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

授、建筑系副主任 

设计/研究/设计研究 

——清华大学建筑系本科五年级毕业设计教

学（暂定） 

9:45-10:15 

Z-2 张昕楠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

授、院长助理/建筑系

主任 

不拘一格 精进不休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毕业设计改革札记 
10:15-10:45 

茶歇 10:45-11:00 

Z-3 张  鹏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副教授、建

筑系副主任 

多元主题，过程把控，校际联动 

——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毕业设计进展 
11:00-11:30 

Z-4 蔡凯臻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

教授、建筑系副主任 

毕设为何？毕设何为？ 

——对于建筑学专业毕业设计的观察与思考 
11:30-12:00 

工作午餐、休息 

（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学术交流中心） 
12:00-13:30 

 

 
 
 



2、7 月 24 日下午，分论坛 1（腾讯会议：741 656 159） 

分论坛 1：多元探索与教学反思 

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学术交流中心  

 7/24（周日）下午 13:30-17:20 

序号 发言人 单位/职务 题目 时间 

F1-1 龙  灏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

授、建筑系主任 

何以毕业？以何毕业？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建筑

学专业毕业设计教学探索 

13:30-13:50 

F1-2 张  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建筑系主任 

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西建大建筑学专业毕业设计教

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13:50-14:10 

F1-3 付  瑶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

院教授、常务副院长 

终点 or 起点？ 

——SJZU 毕业设计的几点教学思

考（暂定） 

14:10-14:30 

F1-4 王  旭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

院副教授、建筑系副主任 

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建筑学毕业设

计课程多元评价体系初探（暂定） 
14:30-14:50 

茶 歇 14:50-15:10 

F1-5 郝少波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副教授 
联合毕业设计的得与失（暂定） 15:10-15:30 

F1-6 华晓宁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建筑

系主任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

毕业设计的多元路径探索 
15:30-15:50 

F1-7 姚敏峰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基于虚实结合叙事方法的毕业设计

教学探索 

——以华侨大学 2022 年毕业设计

教学为例  

15:50-16:10 

F1-8 毛  刚 
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教

授、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委员 

空间塑造的学科本体教学坚守实践 

——以城市设计为交汇点的三校联

合毕设五年总结 

16:10-16:30 

互动讨论环节 16:30-17:20 

晚 餐 

（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18:00-20:00 



3、7 月 24 日下午，分论坛 2（腾讯会议：568 862 900） 

分论坛 2：毕业设计的创新路径 

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学术交流中心  

 7/24（周日）下午 13:30-17:20 

序号 发言人 单位/职务 题目 时间 

F2-1 庄少庞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

教授、建筑系副主任 

面对未来的确定与不确定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专业毕

业设计教学组织 

13:30-13:50 

F2-2 薛名辉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建筑系主任 

由终而始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专业

毕业设计的思考与实践 

13:50-14:10 

F2-3 

Paolo 

Vincenzo 

Genovese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求

是特聘教授 

Cooperative design class 

between two world: China and 

Italy toward the sustainable 

restoration of Miao Minority 

traditional village 

14:10-14:30 

F2-4 李  琳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

授、院党总支副书记 

以理想回应现实关切，谈设计中

的“问”与“答”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埊木

工作教学实录 

14:30-14:50 

茶 歇 14:50-15:10 

F2-5 肖  靖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副教授、建筑系副主

任 

通专结合，科研并举 

——近年深圳大学建筑学毕业设

计改革述略 

15:10-15:30 

F2-6 徐  皓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副教授、五年级

教学组长 

数据平台的运用实践与展望 

——适应“多元共融”趋势的毕

业设计教学组织 

15:30-15:50 

F2-7 王  江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

院副教授 

形状语法之“非常乡村”系列毕

业设计教学回顾 
15:50-16:10 

F2-8 陈  硕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

部讲师、建筑系主任助理 

基于立体复合型选题的大组协作

毕设教学的“立”与“破” 
16:10-16:30 

互动讨论环节 16:30-17:20 

晚 餐 

（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18:00-20:00 



4、7 月 24 日下午，分论坛 3（腾讯会议：292 233 578） 

分论坛 3：互通融合的联合毕设 

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学术交流中心  

 7/24（周日）下午 13:30-17:20 

序号 发言人 单位/职务 题目 时间 

F3-1 叶  露 

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

院副教授、建筑系副主

任 

传承•开放•融合 

——苏州大学建筑学毕业设计教

学实践与思考 

13:30-13:50 

F3-2 解旭东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与城

乡规划学院教授、副院

长 

碰撞•融合•共进 

——建筑类三专业联合毕业设计

初探 

13:50-14:10 

F3-3 李  冰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

术学院副教授 

城市-环境-文化-建筑  

——寒地六校联合毕业设计十年

教学经验与感悟 2013-2022 

14:10-14:30 

F3-4 史劲松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

讲师、四年级教学组长 

基于“交通特色”的多校联合毕

业设计改革与实践 
14:30-14:50 

茶歇 14:50-15:10 

F3-5 张  光  

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

院助理教授、建筑系主

任助理 

变与不变 

——湖南大学建筑学专业新四校

联合毕业设计的思考 

15:10-15:30 

F3-6 黄  晶 
郑州大学建筑学院教

授、建筑系主任 

“重域”与“破域”： 

第六届五校建筑学专业联合毕业

设计教学探索 

15:30-15:50 

F3-7 刘  勇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副教授、院长助理/建筑

系主任 

协同引领创新 

——面向“产学研一体、跨专业

联合”的上海大学乡村振兴联合

毕业设计探索 

15:50-16:10 

F3-8 文旭涛 

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

筑学院讲师、建筑系主

任 

地域文化·工程创新 

——第八届五校建筑学专业联合

毕业设计教学探索 

16:10-16:30 

互动讨论环节 16:30-17:20 

晚餐 

（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18:00-20:00 

注：因航班、交通等原因，会议议程顺序可能会有微调，最终以会议现场为准。



三、会议地点信息 

1、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仁爱路 199 号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二期 

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学术交流中心（7 月 23 日周六报到，24 日周日研讨会） 

2、线上链接：https://wx.vzan.com/live/tvchat-1154686372?v=1657172278671 

 扫码观看： 

3、展览地点：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学术交流中心 一楼大厅 

4、报到地点：住宿酒店接待处（酒店信息详见下文） 

注：① 受疫情管控影响，校园仅开放东门（临松涛街）。 

② 乘坐地铁 2 号线到达松涛街站下车，4 号口出，向北侧步行约 600m即可到达苏州

大学独墅湖校区二期东门，从东门进校向西步行约 400m 即可到达会议地点（苏州大学金

螳螂建筑学院学术交流中心）。 

③ 各酒店与研讨会会场距离 

   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距离会场 1.6km，步行 15-20min。 

   苏州书香世家酒店: 距离会场 2.8km，步行 25-35min。 

   独墅湖世尊酒店: 距离会场 2.6km，步行 20-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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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有关事项 

1、会议回执：请填写 word 版参会回执表，于 7 月 15 日前以电邮方式至苏州大学建筑

学院会务组（电子邮箱: sudaarch2022@163.com）。 

注：受限于酒店接待能力，每个学校参会人数限 3 人（不含参会报告人）。 

2、会议费用：（1）会议住宿费、交通费由参会代表自理；（2）会议注册费 900 元/人

（研讨会报告人免交）。 

   缴费方式： 

（1）现场报到时以刷卡或现金方式支付，由苏州大学统一开具正式发票（请在回执中详

细填写发票信息栏）。 

（2）或 7 月 15 日前转入以下账号： 

     开户名称：苏州大学 

     银行账号：325601000010149002255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苏大支行 

     行号：301305000221 

     请汇款人备注信息（务必）：2022 建筑研讨会+姓名+单位，以备开具发票。 

3、会议住宿：提供以下三所协议价酒店，参会代表自行选择并直接与酒店联系预订。 

（1）西交利物浦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标准间：普通/行政 价格：380 元/480 元 

大床房：普通/行政 价格：380 元/480 元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 99 号 

订房电话：13812651058洪经理 

（2）苏州书香世家酒店(月亮湾店) 

标准间：普通/行政 价格：420 元/450 元 

大床房：普通/行政 价格：420 元/450 元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若水路 398 号 

订房电话：13913553815闫经理 

（3）独墅湖世尊酒店 

标准间：普通/行政 价格：660 元/760 元 

大床房：普通/行政 价格：660 元/760 元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启月街 299 号 

订房电话：13862175376鲍经理 

五、会议联系 

苏州大学建筑学院会务组： 

会议联系人：余飞（13962100467）、王俊帝（15250438889）； 

王彪（13041208933）、尚婧（15190059057）； 

电邮：sudaarch2022@163.com   



六、注意事项 

1、参会人员需确保来苏前所在地为低风险地区，健康码、行程卡均正常，符合苏州市最

新防疫要求（参阅 http://www.szcdc.cn/jkzx/xxgzbdgrfy/）； 

2、参会人员进入苏州大学需有 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3、如遇疫情防控等不可控因素影响，会议安排将进行调整。 

4、特别提醒：恳请参会人员提前关注所在省市区的最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在遵守

相关出行政策的前提下赴苏参会，若您所在地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建议线上参会。 

 

 

 

 

 

 

 

 

 

 

 

 

 

 

 

 

 

 

 

 

 

 

 

主办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承办单位：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 

2022年 7 月 10 日



 

附件：参会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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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苏前需确认健康码、行程卡均正常，并有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