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现场答辩
暨“鲁班之星”颁奖盛典

邀请函
尊敬的各参赛团队师生：

你们好！

2019 年第五届全国高校BIM 毕业设计大赛作品评选结果已经发布，定于 2019

年 6 月 14-16 日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举办现场答辩赛及“鲁班之星”颁奖盛典活

动，诚邀获得入围奖的参赛团队出席答辩赛，并欢迎所有参赛团队指导老师观摩。

本次 BIM 毕业设计大赛是全国各大高校优秀毕业生组队参与、老师指导、不

限制图纸、不限制建模软件、将 BIM 模型及其在 BIM 协同管理平台上进行全过程

协同应用成果作为评比内容。本届比赛全国范围内 200 余所院校、400 多支团

队参赛，200 多参赛团队完成最后的毕业设计成果，已通过线上网络评选方式评

审出入围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详见附件）。

网络评选获得入围奖的团队获得晋级本次现场答辩赛资格，通过现场答辩最

终评选出三个模块的特等奖作品，答辩形式以 PPT 讲解为主，视频播放、BIM

系统客户端软件操作演示为辅，并需要回答评委提问。

欢迎所有参赛团队指导老师出席本次颁奖盛典、观摩特等奖现场答辩赛，并

出席 BIM 教育论坛活动。本次答辩活动具体事宜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

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推广中心

支持单位：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上海鲁班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二、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6 月 14-16 日（14 日全天报到）

报到地点：上海市文汇酒店（海湾大学城店）（奉贤区奉炮公路 450 号常青大厦）

答辩地点：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奉贤校区）图书馆楼（上海奉贤区海泉路 100 号）

B1 模块报到联系人：洪超 联系电话：17621752957

B2 模块报到联系人：罗梦梦 联系电话：17858751783

B3 模块报到联系人：周敏强 联系电话：18968145162

三、参会对象

1、2019 年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 毕业设计大赛作品评选中获得入围奖的团队

（建议1 名带队老师及 2 名以上团队学生代表参加，欢迎参赛团队全体成员出席）

2、参与本次大赛所有参赛团队指导老师及其它建筑类院校有意向观摩 BIM

毕设答辩赛的专业老师（共计 30 名额，报满截止）

四、会议流程（详见附件）

6 月 14 日：报到 6 月 15 日：答辩 6 月 16 日：教育论坛、颁奖典

礼

五、参会人员材料准备

参加本次颁奖盛典的团队请于 6 月12 日前将现场答辩材料打包（参赛作品

PPT、视频材料及相关演示内容）传到指定邮箱 2206589446@qq.com，压缩包命名为

“院校名+团队名+项目名称+联系电话”，上台答辩人数 1-2 人，整体答辩时间 10 分

钟，包含评委提问 2 分钟。答辩材料提交成功后，将以短信形式通知。提交后 2

日内未收到短信请致电 18016268826

六、收费标准

本次答辩赛不收取参会费，住宿统一预定，往返差旅费及餐费等自理。

附件一：会议日程流程表

附件二：会场及酒店导航图

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31 日

附件三：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 毕业设计比赛成绩公告（详见大赛网站公告）

附件四：会议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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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会议日程流程表（具体安排以资料袋内日程表为准）

日期 日程安排 备注

14 日 全天报到 签约酒店大堂

15 日

8:00 入场

图书馆楼 101 会场
8:00-8:15 第五届全国 BIM 毕业设计答辩赛开幕式

8:15-8:30 行业领导致辞

8:30-8:45 校领导或公司领导致辞

8:45-9:00 集体合影

9:20-11:30 分组答辩 101/105 会场

12:00-13:00 午餐 学生餐厅

13:00-16:30 分组答辩 101/105 会场

16:30-17:20 获奖情况公布 主会场

18:00-20:00 专家评委、指导老师欢迎晚宴 签约酒店宴会厅

16 日

8:30 入场 图书馆楼 101 会场

8:30-8:40 BIM 教育论坛开幕致辞

8:40-9:10
基于数字建造的跨专业联合毕业设计探索与实践

西南石油大学 刘红勇

9:10-9:40
演讲主题待定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丁文胜(拟)

9:40-10:00 休息

10:00-10:30
BIM 实施应用案例分享

上海鲁班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武鹏飞

10:30-11:00
CIM 技术分享及 2020 年大赛亮点预发布

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魏茂文

11:00-11:40 鲁班之星颁奖典礼 图书馆楼 101 会场

11:40-12:30 午餐 学生餐厅



附件二：会场及酒店导航图

报到、住宿酒店信息
报到地点：上海市文汇酒店（海湾大学城店）

酒店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炮公路 450 号常青大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东门对面）

B1 模块报到联系人：洪超 联系电话：17621752957

B2 模块报到联系人：罗梦梦 联系电话：17858751783

B3 模块报到联系人：周敏强 联系电话：18968145162

收费标准：标准间 230 元/间（费用自理）

位置信息：



报道指引

一．上海虹桥火车站（虹桥 T1\T2 航站楼）——上海市文汇酒店（￥3）

1.地铁 10 号线/地铁 2 号线(虹桥火车站上——虹桥 2 号航站楼站出口下,1 站),

2.虹桥枢纽 4 路(虹桥东交通中心站上——七莘路富强街站下,5 站),

3.虹桥枢纽 5 路(七莘路富强路站上——曙光新村站下,21 站),

4.奉贤 9 路(曙光新村站上——应用技术学院东门站下,17 站),

5.沿奉炮公路向西北步行 208 米，右转、向东北步行 67 米，到达目的地。
注：出租车路程约在 49km，￥170，50min。

二．上海浦东机场——上海市文汇酒店（￥8）

1.地铁 2 号线东延伸段(浦东国际机场站上——川沙站 2 口下,4 站)

2.川航专线(川环南路川沙路站上——沪南公路沈杜公路(沈庄)站,31 站)

3.浦卫专线/浦卫线(沪南公路沈杜公路站——团汇公路万顺路站,7 站)

4.海沈线(团汇公路万顺路站——金海公路庆乐路站,3 站)

5.奉贤 18 路/奉贤 18 路区间(金海公路庆乐路站——佳源广场站,7 站)

6.沿金海公路向东南步行 108 米，直行进入奉炮公路，沿奉炮公路向东南步行 336 米，左

转到达目的地。

注：出租车路程约在 67km，￥240、1h。

三．上海火车站——上海市文汇酒店（￥7）

1.地铁 1 号线(上海火车站——莘庄站,15 站)

2.地铁 5 号线(莘庄站——环城东路站 3 口,11 站)

3.莘海专线(航南公路环城东路站——环城东路育秀路站,5 站)

4.奉贤 9 路(环城东路育秀路站——应用技术学院东门站,15 站)

5.下车沿奉炮公路向西北步行 208 米，右转、向东北步行 67 米，到达目的地。
注：出租车路程约在 50km，￥180，70min。

四．上海南站——上海市文汇酒店（￥6）

1.地铁 1 号线(上海南站——莘庄站,4 站)

2.地铁 5 号线(莘庄站——奉贤新城站 2 口,14 站)

3.奉贤 18 路/奉贤 18 路区间(姚墩桥站——佳源广场站,10 站)

4.沿金海公路向东南步行 108 米，直行进入奉炮公路，沿奉炮公路向东南步行 336 米，左

转到达目的地。

注：出租车路程约在 42km，￥150，50min。



附件四：会议回执表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 毕业设计大赛答辩赛

单位 队名

作品名称 参赛模块 (勾选)B1 B2 B3

带队老师 1 姓名： 带队老师 2 姓名：

电话： 电话：

答辩参赛学生信息

序号 姓名 联系电话 邮箱

1

2

3

4

5

6

住宿预订 1.住宿统一预定，230 元/间，费用自理

2.预定 6 月 14 日、15 日 2 晚，大床 间，标准间 间

答辩地点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奉贤校区）图书馆楼（上海奉贤区海泉路 100 号）

报道地点 上海市文汇酒店（海湾大学城店）

参赛详情

比赛时间：6 月 14-16 日(14 日全天报道)

参赛作品：请 6 月12 日前将现场答辩材料打包（参赛作品 PPT、视频材料

及相关演示内容）传到指定邮箱 2206589446@qq.com，压缩包命名为“院

校名+团队名+项目名称+联系电话”

报道联系人：

B1 模块报到联系人：洪超 联系电话：17621752957

B2 模块报到联系人：罗梦梦 联系电话：17858751783

B3 模块报到联系人：周敏强 联系电话：18968145162

需求备注

(如有其余需求请在此处加以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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