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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会是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及相关科学的学科组建，或以促进科学
技术发展和普及为宗旨的社会团体。全国学会要认真履行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
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职责定位，团结动员广
大科技工作者创新争先，促进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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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会

组织机构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理事会 理事长
常务理事会
秘书长
秘书处

中国图学学会是由全国从事图学及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科技工作者及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国性、
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经民政部依法登记的社团法人，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其前
身是中国工程图学学会，成立于 1980 年 5 月 15 日。2010 年 7 月，为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更名为
“中国图学学会”。现任理事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孙家广教授。学会集中了我国图学界的众多知
名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截至 2019 年底在全国各地拥有会员 10.25 万余名。学会是国际几何与图学
学会会员单位。
建会以来，学会始终围绕图学及相关学科，推进学术研究，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编辑出版科技

工作委员会

分会、专业委员会

刊物，促进图学科学普及，开展继续教育、技术培训与咨询，积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

学术工作委员会

土木工程图学分会

组织工作委员会

图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编辑工作委员会

制图技术专业委员会

国际联络工作委员会

制图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

理论图学专业委员会

科普工作委员会

计算机图学专业委员会

企业工作委员会

应用图学专业委员会

奖励工作委员会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专业委员会

图学学科发展工作委员会

产品信息建模专业委员会
数字媒体专业委员会

理事长

孙家广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专业委员会
建筑信息模型（BIM）专业委员会
医学图像与设备专业委员会
动漫图学工程专业委员会
图学大数据专业委员会

官方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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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服务
会员既是学会开展工作的主要依靠力量，又是学
会的重要服务对象。
2019 年，依靠分支机构、通过举办学术会议、
培训、大赛、项目等多渠道、多手段大力发展个人会
员。2019 年个人会员达到 102509 名，新增 27199
名，增幅达 36.1%。单位会员增至 80 家，新增 6 家，
增幅 8.1%。
给会员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更加贴近会
员需求：
● 改善会员有效期

个人会员数量

从“自然年有效期”变更为“注册日起 365 天有效”，更加人性化。
● 学术会议会费减免
第七届中国图学大会、AFGS2019、第五届全国 BIM 学术会议等分支机构办会对会员的减免力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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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七届中国图学大会
时   间：  2019 年 8 月 8 日 -11 日
地   点：云南昆明  
主   办：中国图学学会  
承   办：云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云南创新研究院
协   办：  《图学学报》编辑部、《土木建筑工程信息技术》编辑部、云南省图学学会
2019 年是智能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图学融合更加紧密的一年，第七届中国图学大会因运而生。

主会场

主会场

分论坛——工程图学金课教学研讨会

分论坛——“数字建造 创新发展”BIM 论坛

分论坛——视觉大数据分析研讨会

分论坛——智能计算与大图学论文交流会

分论坛——第四次图学学科发展研究项目研讨会

分论坛——智能 CAD 技术论坛

本次大会以“智能计算与大图学”为主题，征集论文 99 篇，为近 500 名图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搭建高水平、
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将图学与“智能制造 2025”政策紧密结合，共同探讨大图学、智能计算、数字建造、
视觉大数据分析等前沿动态、问题难题。
中国图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孙家广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谭建荣教授，
云南省科学技术院侯树谦院长、云南省工信厅吕欣副厅长、云南省科协刘强副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主持人由中国图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赵罡教授担任。
大会开幕式特邀报告 4 个：
《图学的挑战与发展趋势》——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孙家广教授
《工程图学教学改革：回顾与思考》——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谭建荣教授
《图形建模语言和复杂系统工程应用》——中国航空研究院张新国院长
《三维场景的几何重建、智能理解和交互合成》——教育部长江学者、清华大学胡事民教授
设分论坛 7 个：第二届“奋发图强”青年科学家创新论坛、“数字建造 创新发展”BIM 论坛、智能
CAD 技术论坛、工程图学金课教学研讨会、第四次图学学科发展研究项目研讨会、视觉大数据分析研讨会
等 6 个分论坛和 1 个主题论文交流会，21 篇论文在优秀论文交流会上作口头交流报告。

中国图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孙家广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谭建荣教授
08

中国航空研究院张新国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清华大学胡事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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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图学学会第二届“奋发图强”青年科学家创新论坛
时   间：  2019 年 8 月 9 日   
地   点：云南昆明
主   办：中国图学学会
承   办：云南大学
中国图学学会为了把培育青年科技工作者落到实处，把“图学研究当自强、奋发有为靠青年”的理念在
广大青年人才中传播出去。自 2018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奋发图强”青年科学家创新论坛。
8 月 9 日，在第七届中国图学大会召开之际，第二届“奋发图强”青年科学家创新论坛在昆明市召开。

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助理张开富教授

浙江大学周昆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蔡鸿明教授

云南大学姚绍文教授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来自云南大学等当地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共计 9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
国图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助理张开富教授主持。中国图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赵罡教授到会致辞，他强调：本次论坛除了落实中
国图学学会培育青年人才的一贯宗旨之外，还贯彻落实了中国科协 2019 年度关于“双创”的活动要求，
致力于通过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云南本地数字经济产业的良好发展。
本次论坛邀请了浙江大学周昆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蔡鸿明教授、云南大学姚绍文教授作特邀报告。
《从计算机图形学到智能图形学》——浙江大学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
协会会士（IEEE Fellow）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周昆教授
《互联时代的智能制造计算架构》——上海交通大学软件学院党总支书记蔡鸿明教授
《互联网 + 创新创业服务产业经济升级》——云南大学软件学院院长、云南省网络空间安全专业教指委
主任、云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姚绍文教授
此外，中国图学学会首届“青年托举计划”入选者刘婵娟、谢诚、任博、李静分别作学术报告。

中国图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赵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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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 BIM 高峰论坛

4. 科技资源汇聚与分享技术学术研讨会

时   间：  2019 年 11 月 21 日   

时   间：  2019 年 1 月 11 日 -12 日   

地   点：北京

地   点：云南昆明

主   办：中国图学学会

主   办：中国图学学会应用图学专业委员会

本次高峰论坛共有 800 余人参加会议，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本次论坛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协

结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源分享与分布式资源巨系统及其方法论”等项目实施，由中国图学学会应用

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相关政府

图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昆明理工大学承办的科技资源汇聚与分享技术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来自西南交通

部门和科研院校的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刘兴平副部长（正局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

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大学、青岛海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育培训中心王玉军主任出席了本次论坛。

万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宁波市科技信息研究院、黑龙江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论坛共邀请三位 BIM 领域的产、学、研专家作特邀报告，分别是：
《面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 BIM 发展》——中国图学学会 BIM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张建平教
授

中心以及昆明理工大学等单位的近 50 位中国图学学会应用图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和代表出席会议，新泽西理
工学院大数据中心主任吴奇石教授专程到会。
会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源分享与分布式资源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分布式科技资源体系及服务评

《BIM 技术在公路市政施工行业的融合发展实践》——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孙西濛副总经理

价技术研究”“哈长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研发与应用示范”“成渝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研发与应用示

《BIM、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助力智慧建筑和设施管理》——香港科技大学郑展鹏副教授

范”“长三角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研发与应用示范”等 5 个项目组的组长和专家做专题报告。

此外，第八届“龙图杯”全国 BIM 大赛的 8 个一等奖获奖项目作成果分享。报告内容受到了参会代表
的一致好评。

清华大学张建平教授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孙西濛副总经理

香港科技大学郑展鹏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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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届数字化论坛

6. 首届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图学教育研讨会

时   间：  2019 年 3 月 29 日 -31 日   

时   间：  2019 年 5 月 11 日   

地   点：上海

地   点：湖南长沙

主   办：中国图学学会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专业委员会

主   办：中国图学学会图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承   办：复旦大学软件学院

联合承办：高等教育出版社、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协   办：上海晨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来自全国 61 所高等职业院校近 140 位工程图学课程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们就现代
“数字孪生”是本次大会的主题，来自全国 44 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的 50 余位专家参加
了会议。与会代表们就数字孪生与智能制造、优化设计、数字化生命、智慧口岸区块链、数字克隆与数
字教育、数字化教育等主题进行了专题演讲与研讨交流。

职业教育体系下图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创新、智慧职教等主题进行了专题演讲与研讨交流。
5 月 11 日上午，中国图学学会图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京英教授致辞并宣布“首届全国高等职
业院校图学教育研讨会”开幕。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邱丽芳教授致欢迎辞。中国图学学

3 月 30 日上午“第五届数字化论坛”在复旦大学隆重开幕。中国图学学会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专业委

会图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张京英教授、浙江科技学院邹凤楼教授、2018 年国家精品在

员会主任委员田凌教授致辞并宣布会议开始。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沈卫明教授作了《Digital

线开放课程负责人丁刚副教授、高等教育出版社高职事业部工科分社张值胜分社长、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Twin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的主题报告，浙江大学设计过程研究所所长张树有教授作了《“互

教务处副处长刘军旭教授、苏州市职业大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主任郭南初教授、九江职业技术学院机械

联网 +”产品定制设计方法与技术》的主题报告，来自复旦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华侨大学、

设计与制造专业教研室韩燕主任、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制图教研室主任张圣敏教授等分别做主题发言。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晨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和学者，针对数字孪生在各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演讲、
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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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网络协同制造与科技服务学术会议

8. CIDE&DEA2019 暨“媒体智能与大数据计算”高峰论坛

时   间：  2019 年 7 月 12 日   

时   间：  2019 年 7 月 12 日 -14 日   

地   点：四川成都

地   点：辽宁大连

主   办：中国图学学会应用图学专业委员会

主   办：中国图学学会动漫图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图象图形学会动画与数字娱乐专委会、大连民族大学

承   办：制造产业链协同与信息化支撑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协   办：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辽宁省图学学会

为推进科学技术交流，加强多组织间的“协同”与“交流”，营造良好学术氛围，会议重点围绕网络协
同制造和智能工厂、科技服务业暨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专业和价值链协同业务科技资源及标准等领域开展
学术和技术交流。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和西南交通大学科研院领导到会致辞，中国图学学会副理事长、应用图

240 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参会，聚焦媒体智能与大数据计算领域，围绕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视觉、
数字媒体智能计算、大数据计算、智能 CAD 与数字娱乐等领域开展了充分、广泛的交流。
会议邀请了包括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万人、优青、青拔、青长、青托等在内的 20 余名领域专家和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孙林夫担任大会主席，中国图学学会副秘书长王静研究员出

青 年 学 者， 密 集 开 展 了 14 场 高 水 平 学 术 报 告。 报 告 人 分 别 为：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马 利 庄 教 授（ 杰 青 ）、

席。

上海交通大学王贺升教授（优青）、西北工业大学夏勇教授、中科院软件所田丰教授（万人、优青）、百度
来自中国图学学会及应用图学专业委员会、科技云服务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大学、

3D 视觉首席科学家杨睿刚、中山大学李冠彬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卢策吾教授 、浙江大学李玺教授、天

电子科技大学以及制造产业链协同与信息化支撑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等单位的近 150 余名领导、专家、委

津大学韩亚洪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兰旭光教授、南开大学程明明教授（青拔）、中山大学郑伟诗教授 ( 优青 )、

员和代表出席了学术会议。

清华大学鲁继文副教授（优青）和武汉大学肖春霞教授。

会议安排了 11 个大会主题报告，其中 8 个报告来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中央财政服务业发展专项的项
目组。
为更好地“协同”，在应用图学专业委员会和科技云服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组织下，西南交通大
学、成都国龙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科学院计
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黑龙江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
分别围绕京津冀协同创新区、哈长城市群“业务科技
资源”体系建设及服务签订了合作协议；电子科技大
学、北京万方软件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
信息中心、黑龙江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分别围绕
京津冀协同创新区、哈长城市群“专业科技资源”体
系建设及服务签订了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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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首次“走进高校”活动

10. 第五届全国 BIM 学术会议

时   间：  2019 年 9 月 22 日   

时   间：  2019 年 11 月 16 日 -17 日   

地   点：山东济南

地   点：湖南长沙

主   办：中国图学学会大数据图学专业委员会

主   办：中国图学学会建筑信息模型（BIM）专业委员会

首次“走进高校”活动在山东科技大学举行，主题为“机器学习与影像大数据”。本次活动邀请了国内 5

湖南省长沙市是全国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之一，因此本届会议将主题聚焦“装配式建筑领域的 BIM

位优秀青年学者受邀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山东科技大学师生、青岛部分高校教师以及专业委员会部分委员

研究与应用”，会议由筑友智造科技产业集团承办，清华大学（土水学院）-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IM

共 230 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联合研究中心和长沙市房地产业协会装配式建筑专业委员会协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师生、相关企业的主

活动由山东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彭延军教授主持。东南大学的张敏灵教授、西安交通
大学的孟德宇教授、南京大学的俞扬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邬霞教授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张道强教授分别作学术报告。

管领导和技术负责人以及 BIM 从业人员共计 500 余人参加了会议。这是国内最早一个以 BIM 为主题的大型
学术会议。
11 月 16 日上午，中国图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谭建荣教授，湖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巡视员高东山先生以及筑友智造科技产业集团总裁郭卫强先生分别代表指导单位、当地政府主管部门
和承办单位致开幕词。此外，BIM 专委会主任委员张建平教授、副主任委员马智亮教授、湖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副调研员黄婕女士、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装配式建筑发展联席会办公
室副主任欧阳仲贤先生等 30 余位领导和嘉宾出席会议。本届大会还邀请了筑友智造首席技术官俞大有、卡
耐基梅隆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助理研究教授刘雪松、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郭海山、中国机械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恺真作特邀报告。会议由 BIM 专委会秘书长、
清华大学胡振中副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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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以成图大赛为抓手，全面促进高校新工科建设”研讨会

1. 第 12 届亚太地区图学论坛（AFGS2019）

时   间：  2019 年 11 月 23 日 -24 日   

时   间：  2019 年 8 月 9 日 -12 日   

地   点：山东济南

地   点：云南昆明

主   办：中国图学学会制图技术专业委员会

主   办：中国图学学会
协   办：日本图学会（JSGS）
、国际几何与图学学会（ISGG）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

来自全国众多高校及企业的 150 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图学学会制图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云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云南创新研究院

邵立康等 9 位专家、教授就高校的新工科建设、全国大学生排行榜指数的计算方法、工程图学课程的 VR 技
术应用、制图标准在图学课程中的应用、制图课程的教学改革探讨、第十二届成图大赛的回顾与总结、识图

亚太地区图学论坛（AFGS）每两年召开一次，自 1993 年以来已经举办了十一届，截止 2019 年本

与制图的信息化教学、成图大赛的程序规范、成图大赛命题三维建模命题与制图教学的关联性等问题作了学

次会议，中国图学学会已在中国无锡、成都、昆明、敦煌、西安、苏州、大连成功承办了七次亚太地区图

术报告。

学论坛会议。AFGS 2019 会议得到中国科协的项目支持，旨在为广大图学界的科技工作者提供在几何与
图学、计算机图学、工业应用与研究、图学教育领域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交流平台。本次论坛有来自日本、
匈牙利、意大利、塞尔维亚、中国等国家的近 70 名图学领域专家学者参加。
开幕式于 8 月 10 日上午隆重举行，中国图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孙家广教授，日
本图学会理事长、九州大学 Kazuki TAKENOUCHI 教授，国际几何与图学学会 (ISGG) 主席、东京大学
Yasushi YAMAGUCHI 教授，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向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欢
迎与感谢，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开幕式由中国图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
副书记赵罡教授主持。
本次大会特邀报告邀请了来自韩国 BuildingSMART 主席 , 韩国庆熙大学 Inhan KIM 教授作了题为
《AI based Quality Checking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的报告；日本图学会理事长 , 九州大学 Kazuki
TAKENOUCHI 教 授 作 了 题 为《Several Features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of Cow Carriage
Wheels in Ancient Japanese Picture Scrolls》； 香 港 理 工 大 学 李 恒 教 授 作 了 题 为《From Virtual
Prototyping to Smart Construction, to Construction Ergonomics》；王坤研究员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田捷教授作了题为《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based new era of biomedical imaging》的
报 告； 日 本 图 学 会 副 理 事 长 , 大 阪 大 学 Kensuke YASUFUKU 教 授 作 了 题 为《DEVELOPMENT OF
INTERACTIVE VISUALIZATION SYSTEM FOR TRAJECTORY ANALYSIS OF AIR TRAFFIC》的
报告。会议交流学术论文 42 篇、海报 21 篇。
第十二届亚太地区图学论坛（The 12th Asian Forum on Graphic Science, AFGS2019）于 8 月 12
日上午闭幕。中国图学学会副理事长、国际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韩宝玲教授和日本图学会副理事长 , 大
阪大学 Kensuke YASUFUKU 教授分别在闭幕式上做了总结性发言。国际几何与图学学会 (ISGG) 主席、
东京大学 Yasushi YAMAGUCHI 教授还网络连线第 19 届国际几何与图学学术会议（ICGG2020—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ometry and Graphics）的主办方，简要介绍了下届国际会议将在巴西举
办，欢迎各国专家学者莅临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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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亚太地区图学论坛开幕式会场

中国图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
孙家广教授致辞

分会场交流

海报展位参会代表相互交流

中国图学学会副理事长韩宝玲教授在闭幕式上讲话

国际几何与图学学会 (ISGG) 主席、东京大学
Yasushi YAMAGUCHI 教授致辞

中国图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赵罡教授主持

韩国 BuildingSMART 主席、韩国庆熙大学
Inhan KIM 教授作报告

日本图学会理事长、九州大学
Kazuki TAKENOUCHI 教授作报告

香港理工大学李恒教授作报告

王坤研究员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田
捷教授作报告

日本图学会副理事长、大阪大学
Kensuke YASUFUKU 教授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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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交流

第十二届亚太地区图学论坛开幕式参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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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六届 BIM 技术国际交流会—“数字建造在地产、设计、施工领域应用与发展”论坛
时   间：  2019 年 9 月 25 日 -26 日    
地   点：上海
主   办：中国图学学会土木工程图学分会
承   办：  《土木建筑工程信息技术》编辑部、北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建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协   办：达索析统（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鸿业同行科技有限公司、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梅切克软件工程（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益埃毕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建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嗡嗡科技有限公司、金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晨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荣顺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慕柏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上海市建设协会、同济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学会 BIM 分会、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应用联盟
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勘察设计、施工、运营、房地产开发、软件厂商、BIM 服务商等企业代表、高
校师生共 500 余人参会。该会是国内最早举办的 BIM 国际会议，领域广、内容多，把握国内外最新 BIM 发
展趋势，搭建了很好的 BIM 国际交流平台，已被列入中国科协的重要学术会议指南（2019）目录。50 余名
中外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领导作大会报告，7 位外国专家参与 BIM 国际沙龙论坛作技术交流。《土木建筑工
程信息技术》期刊网站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同期，编辑出版论文集，择优收录论文 83 篇编纂成文集并将
陆续发表在期刊中。本届大会论文集共计 538 页，文章数据在《土木建筑工程信息技术》期刊官网可供作者
阅读下载，并被中国知网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CPCD）收录。此外，大会还为厂商提供产品体验区，
与参会代表充分进行产品应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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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学术会议指南
按照中国科协“智库、学术、科普”三轮驱动新格局要求，为满足科技工作者获取高质量学术会议信息
的需求，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组织多名院士、专家编制《重要学术会议指南（2019）》（以下简称《指南》），
通过发布进一步加强学术引领，优化学术交流环境，切实为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产品。
2019 年 5 月 17 日，《指南》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线发布，共发布 144 家单位推荐的 861 个重要学
术会议，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推荐的 34 个国内学术会议、6 个国际会议，以及 141 家学会和 2 家学会联合
体推荐的 691 个国内会议、131 个国际会议。本次指南的发布从数据征集、数据分析、数据发布等方面进
行了动态调整和全新尝试。
中国图学学会有 5 个品牌性系列学术会议被纳入《指南》并面向社会发布。分别是：
1. 第七届中国图学大会（中国图学学会主办）
2. AFGS2019（中国图学学会主办）
3. 第五届全国 BIM 学术会议（中国图学学会建筑信息模型（BIM）专业委员会主办）
4. 第五届数字化论坛（中国图学学会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专业委员会主办）
5. 第六届“BIM 技术在设计、施工及房地产企业协同工作中的应用”国际技术交流会（中国图学学会土
木工程图学分会主办）

学术期刊
1.《图学学报》
●学报全年收稿情况。收稿约 455 篇；录用 134 篇，录用率 29%；出刊 6 期，刊发论文 159 篇。
●突出期刊学术特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业设计”、“建筑信息模型”、“工程图学”等体
现本学会学术专长的栏目，成为反映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主要窗口，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
●召开主编工作会议。就拓宽稿源、栏目调整、
审稿流程和未来发展等问题充分讨论，促进学报可
持续发展。加大约稿力度，紧密跟踪国内学术交流
会 议， 共 参 加 CAD&CG 2019 等 7 个 学 术 会 议，
宣传期刊、联系专家、积极约稿。全年会议推荐稿
76 篇，录用 46 篇，录用率 60%。发挥编委积极性，
配合学会工作推进，开展专论专题组稿工作，共约
稿 9 篇。
●影响力逐年扩大。先后收录于北大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科技部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
核心期刊”和中科院“中国科技引文数据库”3 大国内数据库；入选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
计源期刊、万方“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以及“中国学术期刊文摘”源期刊。

北大中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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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医艺的可视计算（英文）》（Visual Computing for Industry, Biomedicine，
and Art）
《 工 医 艺 的 可 视 计 算（ 英 文 ）》（Visual Comput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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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刊源

2019 年 VCIBA 工作情况介绍如下：
一是积极组织优秀稿源。向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特别约稿。IEEE Fellow、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石溪分校终身教授 Jerome Liang 组织热点稿件 10 篇。
二是稿件国际化程度有所提高。国际化稿件占比 68%，稿件国家分布更加广泛，主要国家分布为美国、

●建立学报微信公众号。设置期刊介绍、投稿须知、联系方式、期刊订阅、科研团队等菜单，定期发布
学报当期目录、征稿信息，推送最新刊发的论文，积极多渠道推广，吸引作者和读者关注，充分利用新媒体
提高学报影响力。

日本、马其顿、印度、中国等国家。
三是高度重视服务质量和服务意识。审稿周期和稿件接受、校稿到发表的周期不断缩短。编辑部注重与
作者、评审专家及编委及时联系，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
四是采用严格的同行评审和规范的出版流程。期刊采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 Editorial Manager 投审稿系
统，实现稿件的全面电子化处理。同行评审坚持编辑初审，审稿专家审核，主编终审流程。稿件处理过程中
多次使用 CrossCheck 检测重复率，严防学术不端行为。
五是重视出版伦理道德规范的建设。要求同行评审过程中作者、评审专家、编委（主编）、编辑等严格
遵守各自的伦理规范，严格遵循论文评审过程的客观与公正原则，严格遵守编辑出版规范对文章进行编辑加
工，论文出版后严格遵守论文的获取规定、严肃对待出版伦理相关的失范行为。
六是广泛宣传推广期刊内容。借助 Springer 的 OA 出版平台对全部文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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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放获取，大大提高了期刊的可见度和影响力。编辑部除参加国内、国际学术
会议外，还通过期刊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各种期刊数据库和其他新媒体、社交
媒体、邮件等多种线上形式，广泛推广期刊内容（包括推送当期目录、单篇内容），
让更多优秀作者了解期刊，阅读期刊论文。编辑部还不断积极探索借力新媒体融
合发展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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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
3.《土木建筑工程信息技术》
◆年度评价指标数据。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土木建筑工程信息技术》期刊 2018
年载文量 128 篇，可被引文献量 119，影响力指数 CI 值 101.273，影响力指数学科排序 56/162，复合影
响因子 0.908，复合 5 年影响因子 1.458，复合他引 5 年影响因子 1.331，复合影响因子学科排序 33/162。
期刊综合影响因子 0.494，综合 5 年影响因子 0.555，综合他引 5 年影响因子 0.428，综合影响因子学科
排序 41/162。参考文献总数量 860 篇，基金论文 32 篇，占比 27%。网络下载量 5.2/ 万次。总下载次数
332852 次，总被引次数 11883 次。据《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统计，
《土木建筑工程信息技术》期
刊在 6670 种期刊中排名第 597 名，影响因子 1.54，高于土木工程类刊均影响因子。
◆期刊被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 中国文献数据库（JST China）收录。The journal is collected in
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Chinese Bibliographic Database)(JST China) .

学术期刊
刊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并征集优质稿源，加大力度征集由国家级、省部级、地方财政支持的课题科研成果基金
论文等。编委们也纷纷表示，期刊现今已处于土木建筑工程类期刊的较高水平，作为独具特色的媒体窗口与
行业引领者，在当下建筑业转型时期应面向更多新技术和关键技术点征集论文，严把稿件质量关，力争将期
刊打造成为土木建筑工程行业一流期刊。
◆期刊与中国知网正式签署《CAJ-N 网络首发学术期刊合作出版协议书》。凡被期刊收录的论文，将在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出版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优
先于纸刊印刷出版发行日期进行网络首发上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有网络首发论文视作正式出版，网络首发日
期即为论文正式出版日期。
◆运用新媒体手段促进数据广泛传播，扩大期刊学术影响力。期刊官网采用数据免费开放获取，投审
稿系统完成编辑办公、线上投稿、审稿等流程，会议系统发布会议信息与会议论文集数据，微信公众号发
布论文。
◆组织编委走进企业和高校进行前沿技术宣讲活动。王静主编积极参加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教学改
革会，力促在新课程体系里增加 BIM 及信息技术内容，并到福州建筑工程学院进行 BIM 应用发展趋势专
题交流。马智亮编委赴浙江省建工集团就如何进行 SCI、EI 核心期刊学术论文撰写做专题讲座。

◆编辑出版“第六届 BIM 技术国际交流会——数字建造在地产、设计、施工领域应用与发展”论文集。
收录论文 83 篇，共计 538 页，论文集数据被中国知网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CPCD）收录。
◆召开第四届编委会扩大会议。自 2009 年创刊以来，期刊经过十年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从期刊近

官网

三年计量综合评价指标统计及排名数据的对比分析来看，其中有 15 项影响因子计量指标都比以往呈现出较
大的增加幅度，尤其是综合影响因子增长幅度达 13.3%，高影响力作者发文增长 24.39%，Web 即年下载
率增长 27.78%，学术不端文献连续多年保持为 0。2019 年期刊发文量 122 篇，年度总收稿量、录用量、
基金论文量、参考文献量较往年均有明显提升。王静主编表示，下一步应积极把握建筑业数字化转型契机，
进一步优化稿源，扩大影响力。要继续认真贯彻执行中国科协对期刊“三审三校”制度的要求，扩大外审专
家团队，加强审稿、编校队伍业务素质与能力建设以提升办刊质量，继续举办 BIM 技术国际交流会扩大期
投审稿系统

微信公众号

30

31

CHINA
GRAPHICS SOCIETY
中国图学学会

2019

CHINA
年报 GRAPHICS SOCIETY
中国图学学会

智库篇
2019 年报

科研创新
1. 图学学科发展研究课题
5 月 26 日，中国图学学会《图学学科发展研究》第三次研讨会在上海召开。项目专家组组长、上海交

科研创新
2. 学会首个“双创”课题
2019 年二季度，成功申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双创”项目。学会联合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云南创新

通大学何援军教授，项目顾问、浙江大学彭群生教授及 16 位学科专题负责人、学会副秘书长、《图学学报》

研究院、云南大学团委、云南大学软件学院、昆明市工信委、昆明市呈贡区团委、昆明市呈贡信息产业园等

编辑部及项目学术秘书等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由中国图学学会副秘书长杨洁主持。

多家单位，围绕“双创服务云南省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举办创新创业活动，展示最新的创新创业成果和分
享前沿技术。
8 月 9 日举办“奋发图强”青年科学家创新论坛；8 月 10 日举办以“数字经济与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为
主题的企业家对话论坛。
人民网、新华网和云南当地媒体共十余家宣传报道了本次活动。通过项目的实施，云南当地青年人才享
受了一场图学领域的高端、前沿学术盛宴；聆听了一场数字经济产业新老创业者、全国与本地创业者的深刻
对话；在读大学生更加明晰自己的创新、创业之路。
该项目已顺利通过了验收。

8 月 9 日，中国图学学会《图学学科发展研究》第四次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项目首席科学家孙家广
理事长、项目专家组组长赵罡、何援军教授及各学科专题负责人、学会副秘书长、《图学学报》编辑部及项
目学术秘书等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

11 月 14 日，中国图学学会《图学学科发展研究》项目终审会在北京召开。项目首席科学家、项目组
组长、顾问、部分专家等 15 人参加会议。项目组组长上海交通大学何援军教授介绍了项目的整体工作过程、
报告架构设计思路、各节点研讨情况、各专题撰写情况及项目初步成果。项目顾问清华大学童秉枢教授、浙
江大学彭群生教授及各位与会专家就项目初步成果谈了审读体会，提出了具体的完善意见。
截至 12 月底，本项目的成稿已报送中国科协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已按计划完成撰写工作通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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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
1. 2 月 21 日，“产品图样设计关键团体标准研制与应用”项目团体标准（送审稿）审查会
在京召开
审查专家组由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李勤研究员、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潘凤湖主任、清华大学张

团体标准
2. 五项团体标准在学会官网和第七届第五次理事会议上发布
8 月 8 日，学会副理事长强毅研究员在第七届第五次理事会议上介绍了标准制修订工作在国内外的最新
进展和中国图学学会近一年来的团体标准制订工作情况。随后，宣布了《机械工程图学中标准教学指南》《技

建平教授、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夏晓理研究员、机械工业通用零部件检验中心姜涛主任等 5 位专家组成。

术产品文件 产品残余应力图形符号表示法》《技术产品文件 机械产品设计综合标准化指南》《机械产品三维

专家组组长由李勤研究员担任。项目承担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共 11 人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由中国图学学会

建模通用要求》《技术产品文件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能等级标准》等五项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副理事长、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中汽认证中心研究员强毅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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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正式备案并面向社会公众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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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志愿服务
成立首支科技志愿者服务队
2019 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科技和群团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和第三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到来之际，举办了“礼赞共和国、追梦新时代——科技志愿服务行动”主题活动。旨在发扬“五四精神”、
砥砺爱国奋斗，弘扬“爱国、创新、求实、风险、协同、育人”的中国科学家精神，将其融入“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之中。要求全国学会的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科技志愿服务行动，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图学学会企业工作委员会牵头提报的《“绿色、智能、协同、共享”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
方案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肯定。中国图学学会被授予“中国科技志愿者服务百家学会”荣誉称号。
8 月 9 日上午，中国图学学会在昆明举办了中国科技志愿者服务百家学会之中国图学学会科技志愿者服
务队授旗仪式。服务队队旗由中国图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孙家广教授授予，江苏赛博
智能制造研究院的支海波研究员代表服务队上台接旗并作表态发言。
中国图学学会按照《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印发《科技志愿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科协办函
普字〔2019〕136 号）和《中国科协科普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科技志愿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科协普函基
字〔2019〕49 号）等文件的要求，认真做好志愿者服务队登记注册等工作，并计划做好今后的科技志愿
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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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赛事

1. 第八届“龙图杯”全国 BIM 大赛
时   间：  2019 年全年    
地   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图学学会
指导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承办单位：中国图学学会土木工程图学分会、中国图学学会 BIM 专业委员会

中国图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清华大学孙家广教授致辞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
刘兴平副部长致辞

中国图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赵罡教授主持

第九届“龙图杯”启动会暨第八届“龙图杯”颁奖会于 11 月 21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召开，会议规
模 800 余人。本次大会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相关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校的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刘兴平
副部长（正局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王玉军主任出席了本次会议。开幕式由中国图学学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赵罡教授主持。
中国图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孙家广教授致开幕辞，他表示：BIM 在当前以及在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是支持土木建筑行业的一个基础的工具技术。BIM 有它的科学问题，也有它的技术问题，
但是更多的是工程问题。我们通过每年召开高峰论坛，就是希望国内外的同仁们集思广益，把这些问题切实
解决。BIM 是结合实际而形成的一个学科领域，我们要为土木建筑行业提供一个能够提质增效的工具、系统
和软件。这些年，我们也坚持通过比赛的方式，来交流促进 BIM 科学技术工程的解决。同时，学会持续开
展 BIM 人才的等级考评工作，为社会培养了大量 BIM 人才。在中国科协、人社部的指导下，把这件事做的
更普遍，做的更广泛，做的更深入，要从我们自身的工作做起来，要向国际化、前沿化、普适化、市场化做
出更多的贡献，造福社会、造福人类。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刘兴平副部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王玉军主任分别致辞，
肯定了大会、大赛举办多年来对土木建筑行业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并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图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赵罡教授宣读了《中国图学学会关于表
彰第八届“龙图杯”全国 BIM 大赛获奖名单的决定》。第八届“龙图杯”全国 BIM 大赛分为设计、施工、综合、
院校四个组别，共有参赛单位 1266 家，共收到参赛作品 1844 项，参赛人数 15506 人次，涵盖 BIM 应用
的各个阶段。经过初审、复审、现场答辩、评审结果公示等环节，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从 BIM
技术应用功能、应用创新、应用水平和综合效益等方面严格评审，最终四个组别共评出一等奖 60 项，二等
奖 130 项，三等奖 181 项，优秀奖 198 项。
颁奖环节由中国图学学会副秘书长杨洁主持，共有来自全国的 500 余位获奖代表上台领奖。刘兴平副
部长、王玉军主任以及学会理事长孙家广教授、学会副理事长李华研究员、学会副理事长韩宝玲教授、学会
BIM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建平教授、学会副秘书长兼土木工程图学分会主任委员王静研究员、学会土木工
程图学分会秘书长张建奇等嘉宾为获奖代表颁奖。
最后，在大家的热情期待中，2020 年第九届“龙图杯”全国 BIM 大赛隆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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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赛事
2. 第十二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设计大赛
时   间：  2019 年 7 月 20-23 日

科普讲堂
中国图学学会建筑信息模型（BIM）专业委员会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8 月 27 日，分别举办了中国图
学学会第四期、第五期 BIM 大讲堂，累计 480 人听取报告。

地   点：浙江宁波
主   办：中国图学学会制图技术专业委员会、中国图学学会产品信息建模专业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承   办：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为了适应教育数字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普及先进的成图技术，提高关键技术和核心科技竞争力水平，
贯彻落实新工科、国际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战略，中国图学学会制图技术专业委员会、产品信息建模专业
委员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举办的“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
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已有 10 年之久。
7 月 20-23 日，第 12 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在浙江大学宁
波理工学院举办。近百所 985、211 或双一流高校参赛，参赛学生突破 4000 人。其中参加预决赛活动的
师生近 100 万人，创历届大赛之最。大赛共决出团队奖机械类 170 个、建筑类 68 个、水利类 11 个、道
桥类 22 个。

第四期海报

第五期海报

第四期会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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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BIM 技能等级考试

全国 CAD 技能等级考试

中国图学学会长期以来致力于作全国范围内的 BIM 技能等级考试和 CAD 技能等级考试的标准制定者和
领跑者，稳步开展考评工作的同时持续提升考评品牌含金量，不断为社会培养并输出专业高技能人才。

“全国 CAD 技能等级考试”一、二、三级证书示例
“全国 BIM 技能等级考试”一、二、三级证书示例

● 报名人数再增加

● 报名人数再增加

报名人数同比增长 9.1%

同比增长 41%。

● 考点范围再扩大

● 考点范围再扩大

考点新增 2 个。

考点新增 45 个，累计达到 235 个。

● 严格考评、优质服务

● 考评队伍再扩充

二、三级考试使用电子试卷，进一步提升考试的公信力。

举办考评员培训班 3 期，新增考评员 331 人。

● 社会影响力再提升

● 严格考评、优质服务

考评大纲完成修订、即将出版。

自营考点 24 个，为直接参加考试的考生提供便利。

● 考评队伍再扩充

● 社会影响力再提升

举办考评员培训班 1 期，培训考评员 92 人。

试题集已完成编撰，上市销售。

中国图学学会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筑学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9 年 6 月 12 日，中国图学学会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筑学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与港澳台地区
的交流联系，发挥学会优势，共同推进两岸三地的 BIM 人才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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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
2019表彰奖励篇

科技奖项
《中国图学学会奖励条例》自 2017 年 6 月 30 日正式发布实施后，中国图学学会加强了对学术成就、科
技工作者表彰奖励力度，填补了学会科技奖项的空缺。
2019 年，面向学会会员先后评选了“科技进步奖”“优秀科技工作者奖”“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和“青年托举计划”四类奖项。经过初审，7 月 20 日在北京召开奖励评审现场答辩会，最终共有 3 项
成果、8 名优秀会员获评，有效激励了优秀的图学界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学者。

人才托举
第二届中国科协青托工程（2016-2018）培养
工作完美收官。杨鑫、林佳瑞、苏鹏三位被托举人的
培养工作完美收官。
杨   鑫——研究成果发表在 NeurIPS、CVPR、
ICCV、ECCV、IJCAI、IEEE TMM、ACM
TOMM 等知名会议期刊上，主持军口 863 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支持计划培育项目、面上项目等
重要国家级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
办的“2018 世界机器人大赛 - 共融机器人挑战赛”
双臂协作机器人组亚军和“2018 水下机器人目标抓
取大赛”目标定点抓取组银奖，获得 2018 年教育部
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辽宁省自然科学技术成果奖 1
项，ACM SIGGRAPH VRCAI 2015 最佳论文奖 1
项等。2017 年入选国家“香江学者”计划和辽宁省
“百千万人才工程”。2019 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同年
被任命为学校学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入选 2019 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林 佳 瑞 —— 发 表 论 文 28 篇， 其 中 SCI 论 文 7 篇，EI 与 核 心 论 文 6 篇， 参 编 专 著 2 部。 发 表 的
SCI 论文均为 JCR 1 区，其中 1 篇发表于工程领域顶级期刊《Archives of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影响因子 7.242），该期刊近三年来仅收录中国大陆文章 6 篇，此外有 3 篇发表于土木建筑
领域顶级期刊《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影响因子 4.032）
。递交专利申请 3 项。获得 2018 年华夏
建设科学技术二等奖、2018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三等奖和 2019 年北京市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三等奖。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重点研发计划、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以及企业横向合作项目共计
9 项，经费合计 327.79 万元。被聘为清华大学力学计算与仿真实验室主任。
苏  鹏——发表论文 9 篇，其中 SCI 论文 5 篇、EI 期刊论文 1 篇。申请国家专利 11 项，其中已授权实
用新型专利 4 项、已公开发明专利 7 项。主持承担北京“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
12 项。2017 年 7 月被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12 月晋级副教授职称。2018 年 12 月晋升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职务。
第四届中国科协青托工程（2018-2020）培养工作顺利进行。谢诚、刘婵娟积极参与第七届中国图
学大会、参与第二届“奋发图强”青年科学家创新论坛和双创项目，每人组织“奋发图强”青年人才学术
沙龙一期。
第五届中国科协青托工程（2019-2021）提早准备、精心策划，申报了第五届中国科协青托工程
（2019-2021）并成功获得科协资金支持名额 2 个。在 7 月 20 日学会组织的“青年托举计划”人才遴选评
审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汪淼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冀晶晶脱颖而出，分获第一、第二名。学会将此二人推
荐至第五届中国科协青托工程（20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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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推荐
1. 积极参与推荐工程院院士候选人 1 名：浙江大学机械设计研究所所长童水光教授。
2. 积极参与中国科协“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推荐，推荐人选包括西北工业大学张开富教授、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刘衍聪教授。
3. 积极推荐青年人才参与“第十六届青年科技奖”评选：清华大学临海工程与结构安全研究所副所长胡
振中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表彰奖励
8 月 9 日，第七届中国图学大会为中国图学学会科技进步奖、中国图学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奖、中国图
学学会 2019 年度“青年托举计划”和中国图学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的获奖成果和获奖者、入选人举行
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2020 年学会将评选奖项六项：
1. 中国图学学会学会图学教育奖；
2. 中国图学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奖；
3. 中国图学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4. 2020 年度“中国图学学会青年托举计划”；
5. 中国图学学会先进团体奖（新征集奖项）；
6. 中国图学学会杰出贡献奖（新征集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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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
2019党建强会篇

党建活动
3 月 19 日，中国图学学会组织学会相关专家共 18 人开展了“今日故宫，当代学会”主题党建活动。
按照中国科协要求，在理事成员层面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建功新时代——展风采树楷模”活动。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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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学学会

10 月 10 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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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
2019内部建设篇

工作会议
●中国图学学会常务理事会议
第七届第七次常务理事会
８月８日，中国图学学会第七届第七次常务理事会在云南昆明召开。30 位常务理事参加会议，到会人
数超过常务理事人数三分之二，相关会议决议有效。孙家广理事长主持会议。

工作会议
第七届第八次常务理事会议
12 月 21 日，中国图学学会第七届第八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北京召开。孙家广理事长、赵罡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等 32 位常务理事出席会议。会议由孙家广理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有七项议程：

首先，赵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汇报了学会 2019 年 1-7 月的主要工作，从学会党建工作的再提升、服务

第一，学会党委书记赵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组织大家学习了《中国科协关于认真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

会员工作再升级、学术交流质量再拔高、科技智库建设再加速、服务社会品牌再升值、内部治理改革再深化

中全会精神的实施方案》（科协办发调字〔2019〕22 号）。要求全体常务理事认真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六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图学学会上半年取得的主要成绩。

关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部内容，积极配合并落实中国科协相关文件的推进工作。

其次，汇报了学会 2019 年度科技奖励工作的开展情况： 年初，学会启动了科技进步奖、优秀科技工

第二，赵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汇报了学会 2019 年度主要工作及 2020 年工作设想。2019 年是新中国

作者奖、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青年托举计划四个奖项。经过奖项征集、资料初评等程序，7 月 20 日在京

成立 70 周年，中国图学学会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首要任务，贯

组织召开了答辩评审会，评审出了 2 个科技进步二等奖、4 个优秀科技工作者奖、3 个年度青年托举计划

彻落实《中国科协 2019 年工作要点》和第七届第七次中国图学学会常务理事会议精神，以“六个再提升”

入选人、1 个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奖名单也通过了面向社会的公示环节。与会常务理事们一致通过了获

为工作思路，始终以科技工作者为中心，强化学会党建，升级会员服务，做好学术交流主业，加速科技智库

奖名单并同意在 8 月 9 日的第七届中国图学大会开幕式上举行颁奖仪式。

建设，升值服务社会品牌，深化内部治理改革，开创学会工作新局面。2020 年是中国图学学会成立 40

第三，由组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许纪倩对

周年，学会将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纪念 40 周年为契机，重点

学会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度的工作评估情况作汇报并

做好学会的四项主要工作 ：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为引领，加强功能性党委和学会办

提请审议通过评估结果。与会常务理事们对评估结果

事机构党组织建设；初心不变、砥砺前行，加大对学会和学会凝聚的科学家、科技工作者 精 神 的 宣 传 力

和结果的应用进行举手表决，29 人同意，1 人弃权。

度 ；攻坚克难、自我完善，让学会的精品品牌更多更好；健全制度、依规治会，内部治理改革继续深化。

同意人数超过了与会人数的 2/3 以上，决议生效。

第三，学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唐卫清介绍了《中国图学学会专业委员会评估办法》（修订版）的

最后，动漫图学工程专业委员会周东生秘书长

产生背景和过程。此次的重要变动之处包括三方面： 考虑到各专业委员会开展工作和活动的多样性和独特

汇报了对申办第八届中国图学大会的意向，赵罡副

性，《办法》第四条关于专业委员会评优部分，新增了“特色工作及代表性活动”；考虑到须进一步强化专

理事长兼秘书长汇报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建

业委员会守规范的底线意识，《办法》第十条“属于下述情形之一的专委会，其评估结果为不合格”中新

功新时代——展风采树楷模”宣传活动推荐人选情

增了“私自收取会员会费或会议注册费”等五种情形；考虑到专委会评估设置的鼓励奖项易于学会的科技

况等其他事宜。

奖励类奖项混淆，因此取消了所有单项奖的设置，并将“优秀专业委员会奖”更名为“年度规范管理优
秀奖”。与会人员认真审议并全票通过了此次修订。
第四，杨洁副秘书长汇报了专业委员会、分会的 2020 年度活动计划上报情况。14 个专业委员会、分
会上报了计划内容，共计 43 项。其中，国内外学术会议 20 项、科普活动 10 项、工作会议 12 个、培训 1 项。
8 个国内外学术会议拟申报《中国科协 2020 年度重要学术会议指南》项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各专业委员
会报送的活动计划内容，经费来源等部分内容待修改完善。
第五，赵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汇报了第五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19-2021 年度）的前期工
作情况，学会经过认真准备，积极申报，获得了 2 个第五届中国科协托举名额。2019 年 4-8 月，“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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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
学学会 2019 年度青年托举计划”按顺序遴选出了汪淼、冀晶晶、黄小帅 3 人，按照名额足额推荐，拟报送
汪淼、冀晶晶两位为第五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19-2021 年度）被托举人。常务理事会全票通
过了拟报送人选名单。
第六，15 个专业委员会、分会依次汇报了 2019 年度开展的工作和 2020 年度活动安排。
最后，孙家广理事长做总结讲话。他指出，15 个专业委员会、分会的工作更加规范、活动更具特色、
参加人数更多、社会效益更广。专业委员会、分会和学会一样都在向前、向好发展。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学会也需要有新的发展。首先，学会全体人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按规矩办事，使得学会的工
作更接地气，让学会为国家实体经济发展做更多的提质增效的工作。其次，学会要抓住 2-3 个举办活动影响
面大、受益面广的专业委员会为典型，持续发力，做好做精，尽可能的让学会工作被政府和社会大众知道，
为社会大众做更多实事。第三，筹备好学会的换届工作。第四，与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加强合作交流，拓
宽合作面，无论是高等院校还是高职高专院校，有需要学会做服务的，都可以加强合作。

工作会议
●中国图学学会理事会议
８月８日，中国图学学会第七届第五次理事会议在云南昆明召开。73 位理事参加会议，孙家广理事长
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由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罡教授汇报了学会 2019 年 1-7 月的主要工作。从学会党建工作的再提
升、服务会员工作再升级、学术交流质量再拔高、科技智库建设再加速、服务社会品牌再升值、内部治理改
革再深化六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图学学会上半年取得的主要成绩。
二是汇报了第七届第七次常务理事会议的主要内容。
三是副理事长李华研究员、副理事长韩宝玲教授及学会杨洁副秘书长分别汇报了第七届中国图学大会、
AFGS2019 会议筹备情况及相关的投审稿情况。
四是上海交通大学何援军教授作为专家组长汇报了 2018 年度中国科协学科发展项目“学科发展研究项
目 (2018XKFZ01)”之中国图学学会《图学学科发展研究》的研究进展情况。
五是公布了学会 2020 年的科技奖项种类。包括先进团体奖、杰出贡献奖、图学教育奖、优秀科技工
作者奖、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青年托举计划 6 个奖种，2020 年初将启动奖项征集和评审工作。
六是发布中国图学学会 5 项团体标准。副理事长强毅研究员介绍了标准制修订工作在国内外的最新进展，
介绍了中国图学学会近一年来的团体标准制订工作情况，并宣布《机械工程图学中标准教学指南》《技术产
品文件  产品残余应力图形符号表示法》《技术产品文件  机械产品设计综合标准化指南》《机械产品三维建模
通用要求》《技术产品文件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能等级标准》等 5 项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会议最后，孙家广理事长总结讲话。他说，这些年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特别是经过我们 82300 多会
员的共同努力，使得我们学会对社会的贡献、作用和影响力，均有了很大的进步。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地
把我们的工作抓实，让措施落地，求实创新，务实创新。学会的各位理事及其理事的各个单位要能够千方百
计地为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发展、转型升级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作贡献。这是我们学会肩上不可推
卸的责任，也是我们中国科技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相信，学会理事们、会员同志们，一定能够急国家
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切切实实地为我们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希望
理事们一定是想做事，能做事，做实事，做成事的优秀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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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
●中国图学学会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工作评估
６月 22 日，学会在京召开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度工作评估会议。8 月 8 日的第七届第七次常务理事

工作会议
●中国图学学会企业工作委员会重组后召开首次会议
2019 年 12 月 16 日，中国图学学会企业工作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了本年度工作会议。企业工作委员

会议上，与会代表对《中国图学学会专业委员会评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要求。

会（以下简称“企工委”）主任委员洪建胜、秘书长李世才及 10 位委员到会，中国图学学会首支科技志愿者

组织工作委员会和秘书处高度重视，会后立即对《办法》和配套量化评估表做出了修订。12 月 12 日，修订

服务队队长、江苏赛博智能研究院董事长支海波作为新增委员参加了会议。学会副秘书长王静出席会议。会

稿《办法》和评估表发全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秘书长阅知并征求修改意见和建议。征求期内，制图技术、

议由企工委秘书长李士才主持。

图学教育等专业委员会积极响应并提出了 36 条修改意见或建议。12 月 18 日晚，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首先，洪建胜主任委员传达了中国图学学会第七届第七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精神，从“学会党建工作再

副主任委员及副秘书长、秘书处工作人员共同召开会议，逐条讨论征集的意见建议。12 月 19 日上午，秘书

提升、服务会员工作再升级、学术交流质量再拔高、科技智库建设再加速、服务社会品牌再升值、内部治

处工作人员将讨论结果电话告知了相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或秘书长。最终，修订后的《办法》提请第八次

理改革再深化”等方面向大家介绍了中国图学学会 2019 年的工作情况。同时，组织学习了中国科协对学

常务理事会议审议，会议全票通过了此次修订。

会的最新工作要求。要求各位委员积极、努力参与学会及企工委的活动。
其次，企工委洪建胜主任委员为企业工作委员会 4 位新增委员支海波、张保全、于凡和刘昱颁发了聘书。
第三，为了做好企工委明年的工作，加强与相关企业的交流，委员们就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进行了认真
的研讨，形成了共识。
最后，洪建胜主任委员指出，企工委明年要按照学会的总体工作安排，以学会成立 40 周年相关庆祝
活动为契机，围绕发挥学会专家人才的智力优势、提高学会的社会影响力、为实体经济做好服务等方面开
展工作。希望各位委员再接再厉，积极参与，用更多的科研创新成果、更高质量的学术交流活动、更好的
科技志愿者服务效果，为学会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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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信息化

学会信息化

●专人做好新媒体的宣传工作，用好学会官网各功能板块，发挥微信公众号传播快、可互动、靶向性强
等特征，进一步扩大学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国图学学会的官方网站累计浏览量达到 473 万次。发布通知、宣传稿件类文章 61 篇，比同期的
43 篇增长 41.8%。
●“科学普及”栏目新增“BIM 大讲堂”。
●微信公众号累计发布文章 52 篇，比同期的 33 篇增长 57.6%；关注人数达到 13006 人，同比增长
219%。
●为第七届中国图学大会、AFGS2019 专门制作、开辟了独立的会议网站进行会议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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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工作
●作为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成员学会，参与 2019 年新春报告会等会议的组织工作。
●参加中国科协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成员学会工作会议３次。

中国科协各级组织要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

CHINA
GRAPHICS SOCIETY

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职责定位，推动开放型、枢
纽型、平台型科协组织建设，接长手臂，扎根基层，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
积极进军科技创新，组织开展创新争先行动，促进科技繁荣发展，促进科学普

中国图学学会

及和推广，真正成为党领导下团结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人民团体，成为科技

2019 年报

创新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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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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