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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支持单位

大会主席

程序委员会主席

中国计算机学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 
中国图学学会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中国仿真学会 

香港多媒体及图像计算学会

厦门大学信息学院

厦门市计算机协会

厦门市科学技术协会

胡事民，清华大学
江云宝，厦门大学

刘利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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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委员会秘书长

组委会主席

组委会委员

组委会秘书长

张磊，北京理工大学
吴鸿智，浙江大学

姚俊峰，厦门大学

林俊聪，厦门大学
陈中贵，厦门大学
张俊松，厦门大学
曾    鸣，厦门大学
曹    娟，厦门大学
佘莹莹，厦门大学
郭诗辉，厦门大学
林    琳，厦门大学
蓝    磊，厦门大学
杨宝容，厦门大学
董    潇，厦门大学
葛梦园，厦门大学

程轩，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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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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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graph 2020 中国计算机图形学贡献奖 
获奖人：吴恩华

    吴恩华研究员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清华大学的计算数
学专业学习，本科毕业后从 1970 年至 1980 年在清华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进行了十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
作，其领域涉及计算机数值计算及计算机编程（软件）
的多个方向。于 1980 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科
学系攻读学位并于 1984 年 12 月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
位，此后开始投身计算机图形学研究，耕耘数十年，在
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内外学术交流及发展等方面做
出许多贡献。部分代表性贡献如下：
1. 吴恩华研究员与其学生陈宏于国际上首次解决辐射度方法绘制几何纹

理的难题，对于真实感绘制的辐射度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成
果发表于 SIGGRAPH1990，这是国内学术界第二篇发表于该会的论文，
对推动国内图形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 长期致力于计算机图形学国际前沿研究，在三维图形标准国产化、真
实感绘制、可视化、虚拟现实、基于物理的运动仿真、基于图像的绘
制与建模、面向图像 / 视频处理的深度学习等方面，产生了一批国际
一流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200 余篇，曾
多次获得最佳论文奖，大量成果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与借鉴。

3. 曾任《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主编，及多个国际刊物的副
主编及编委会成员，如 JCST 副主编、IJIG 副主编，以及 The Visual 
Computer 等多个期刊的编委会委员，积极推介中国优秀成果发表，向
国际学界介绍国内优秀学术科研成果。

4. 已培养数十名研究生，获得各类研究生培养奖励数十项（包括全国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提名奖等）。本人亦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
30 周年获得杰出导师荣誉称号。

5. 曾任 SIGGRAPH Asia 2016 大会荣誉主席 , 数十次受邀担任国际会议
的大会 / 程序委员会主席或合作主席（如 PG、ACM VRST 等），在
众多国际会议上做特邀报告，多次组织或承办 PG 等著名学术会议，
并于 2019 年获颁 ACM Service Award。

6. 吴恩华教授受邀参加过各种项目及奖项的评审工作，如香港 RGC 年
度项目评审，中国青年科学家奖评委会委员等，他心系中国图形学的
发展，一直坚持在学术第一线，热心提携晚辈，是一位深受学界同仁
敬仰的师长和学术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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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graph 2020 中国计算机图形学杰出奖
获奖人：汪国平

     汪国平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图形学、人
机交互与虚拟现实等，北京大学信息学院软件研
究所副所长，图形与交互技术实验室主任。 他创
立了北京市虚拟仿真与可视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并担任主任。汪国平一直坚持产学研结合的指导
方针， 长期深度参与国家“军民融合”战略， 面
向国家计算机技术尤其是虚拟现实领域的重大、
重点应用需求，专心解决虚拟现实领域中长期被
西方“卡脖子”的问题，研发突破技术封锁的关
键技术和软件系统。

    汪国平于 2000 年负责研制了我国第一个高速网上大规模分布式虚拟
现实支撑系统，在我国大型国防工程项目中得到良好应用。他主持研发
了多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平台，包括三维离散几何造型系统 
PUM、基于物理的仿真引擎 Physika、超大规模分布式虚拟现实综合集成
支撑平台 ViWo、基于飞行模拟器的视景仿真系统 VSV，以及基于图像的
三维重建系统 i23D 等，在国防军事、数字海洋、文化娱乐、航空航天、
智慧城市等行业获得了良好应用。尤其是面向飞行模拟器的视景仿真系
统的研发，为我军飞行员训练做出了重要贡献。

    汪国平在本专业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和期刊（其中包括 ACM 
TOG、 IEEE TVCG、CGF、CAGD、CAD 等专业领域顶级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超 200 篇。申请 / 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 50 余项，十多项获得转让。
曾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图象图形学会科技进步奖，2009 年获
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10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兼任中国
计算机学会CAD与图形学专委会主任委员，CSIAM GDC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图象图形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图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指挥与控制学
会 VR&HCI 专委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军委科技委创新特区领域专家、
深圳快响小组成员、装发陆军人工智能应用专业组成员、国家信息标准
化委员会专家委员，图学学报主编， VR&IH 副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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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源的图形基础代码库、应用算法库、图形数据集能够不断降低图形学的学
习入门门槛与普及图形学的应用范围，其贡献者的分享精神能帮助他人快速验证
已有方法、推动领域内新技术的发展、提升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影响力。为表彰
和奖励向公众提供计算机图形学相关的开源软件和开源数据集的华人学者、企业
同仁及学生，促进计算机图形学学科的发展，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辅助设计与
图形学专业委员会于 2020 年起设立图形开源奖，包括“图形开源软件奖”和“图
形开源数据集奖”，每年评选一次。
        2020 年评选出 1 个“图形开源软件奖”、2 个“图形开源软件提名奖”和 2 个“图
形开源数据集奖”。

获奖项目名称：太极编程语言

贡献者：胡渊鸣 麻省理工学院
   匡    冶  Google
   徐明宽 清华大学
   彭于斌  上海建桥学院

      太极（Taichi）是面向计算机图形学的编程语言及编译器，以 MIT 协议在
GitHub 开源（12300 个星标），旨在降低计算机图形学的编程、教学、传播、产
学研结合的门槛，提高计算机图形学研发生产力，推动最新图形技术在中国乃至
全世界学术界、工业界的普及。相比于其他编程语言，太极的主要优势在于高生
产力、可移植、高性能。太极语法与 Python 极其相近，因此十分容易学习、编写。
其高性能编译器能够自动生成在各个操作系统上的 CPU/GPU 代码，实现了性能
的可移植性。因此，太极非常适合计算机图形学教学和传播：GAMES201 在线
课程《高级物理引擎实战指南》完全基于太极教学，讲者和同学的 GPU 代码均
可一键运行，课程视频已有 4.2 万次播放，数千名学生参与并利用太极语言开发
了近百份课程项目。
      项目主页：https://github.com/taichi-dev/taichi

 2020 年度图形开源软件奖

图形开源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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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图形开源软件提名奖

获奖项目名称：非线性等几何分析开源软件 (NLIGA)

贡献者：杜孝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    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    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郭马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    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佳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等几何分析直接将 CAD 模型用于 CAE 分析，消除了由于 CAD 模型和 CAE 模
型表达方式不同带来的一系列模型转化问题，提高了 CAE 系统分析计算的效率和
精度，为产品优化设计、增材制造、数据可视化等基于 CAD 模型应用和 CAE 仿真
分析的下游过程提供了改进和优化的空间。
      非线性等几何分析开源软件 (NLIGA) 主要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线性和非线性问题
等几何求解的通用框架。目前功能主要有：（1）NLIGA 提供了大量的标准算例求
解代码（包括泊松问题、板壳问题、平面和实体问题等方面），并将计算结果与精
确解进行了对比验证；（2）NLIGA 提供了包括超弹性和弹塑性材料模型的非线性
等几何分析求解方法，部分算例的计算结果与商业软件进行了对比；（3）NLIGA
提供了自包含的 CAD 模型前处理和后处理方法，可以对等几何分析计算结果包括
位移、应力、计算误差等进行可视化。
      项目主页：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nl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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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图形开源软件提名奖

获奖项目名称：智能人脸画板软件 (DeepFaceDrawing)

贡献者：陈姝宇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高    林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傅红波 香港城市大学
   苏万超 香港城市大学
   夏时洪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DeepFaceDrawing 是 2020 年同名 SIGGRAPH 论文的算法对应的开源软件，
论 文 被 遴 选 进 入 SIGGRAPH 亮 点 宣 传 视 频 Preview Video Trailer 和 选 入 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 的期刊封面。该软件以即时编译深度学习框架计图（Jittor）
为基础，为用户提供了一个从粗略草图绘制到精细人脸生成的工具，具有广泛的
应用背景。该软件现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软件自上线以来，被国内用户广泛
使用，软件单日最高访问量达 1 万人次，全球 160 多个国家人员使用了该软件进
行人脸绘制和创作。该软件已通过 Github 开源，已被斯坦福大学、麦吉尔大学、
清华大学、虎牙、爱奇艺等国内外著名高校研究学者和企业研究人员 Star 关注。
除提供开源代码外，现该项目提供在线服务，同时包含引导界面辅助用户进行操
作。
      项目主页：http://deepfacedrawing.geometrylear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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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图形开源数据集奖

获奖项目名称：Deep Fashion3D

贡献者：韩晓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
  朱鹤鸣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浙江大学
  曹    宇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金    航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
  陈伟凯 腾讯美国
  崔曙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

近些年来，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让基于图像的三维人体数字化领域有了前所
未有的进展：通过一张图像作为输入，现有工作能够实现准确的估计三维人体姿
态、恢复图像中非穿衣的三维人体模型。然而，该研究领域缺少公开的、从真实服
装采集的大规模三维服装数据集，这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三维穿衣人体以及服装重建
的研究进展。为解决研究领域真实三维服装数据集缺少的问题，我们提出了现今最
大的真实三维服装数据集 Deep Fashion3D，它包含从 10 类共 563 件真实服装采集的
2078 个高清晰度三维服装点云模型。此外，数据集中每一个三维服装模型都具有三
维服装姿态、多视角三维服装真实图像以及三维服装特征线的标注。特别的，本数
据集创新性的提出了三维服装特征线的标注，它展现了三维服装最具代表性的领口、
袖口、肩部、服装下摆等位置，为三维服装重建等相关任务提供了重要的位置信息。
Deep Fashion3D 数据集发布一个月以来，已吸引国内外近五十所高校以及企业研究
者的广泛关注。
      项目主页：https://kv2000.github.io/2020/03/25/deepFashion3DRe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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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图形开源数据集奖

获奖项目名称：高质量三维室内场景数据集 3D-FRONT

贡献者：赵斌强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高    林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张    皓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
   付    欢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贾荣飞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张凌霄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蔡博文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本项目提供高质量三维室内场景数据集 3D-FRONT（3D Furnished Rooms with 
layOuts and semaNTics），将完整开源场景的模型数据和布局信息，填补了目前学界
在大规模高质量三维场景布局数据集上空白的现状，对加快研究人员对场景布局预
测与生成等研究课题具有重大意义。数据集提供了超过 20000 个高清室内场景专业
设计渲染图；布局信息为房间内各个模型的位置与朝向，以及各个房间的位置，由
专业设计师设计而成。数据集共有 6813 个房屋，总房间数达 51708 个，其中 19775
个包含高质量三维模型，房间种类多达 28 种。本数据集在 CVPR 2020 “Learning 
3D Generative” Workshop 上进行展示，在 CVPR 2020 上吸引了数百名参会人员观
看该展示。数据集自上线以来，已收到超过 250 家国内外知名大学和企业的使用请求，
包括斯坦福大学、谷歌等。
      项目主页：https://tianchi.aliyun.com/specials/promotion/alibaba-3d-scene-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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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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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将以 Libigl 为主要工具，带领学员们入门和从事数字几何处理与计算的
研究工作。课程将展示如何便捷地使用常用的几何处理算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
其它算法用于自己的科研工作。另外，课程也将介绍数值模拟中的几何计算开发
包，包括便捷鲁棒的 2D/3D 网格生成工具 WildMeshing 和方便易用的有限元方法库
PolyFEM。

Libigl 简介：Libigl 是一个 C++ 几何处理开源库，包括了从离散微分几何算子、
有限元矩阵的构造、参数化、曲面形变等广泛的基础几何处理的开发接口和功能。
Libigl 采用扁平化设计，数据结构（包括网格与其连接关系）采用基于面元和边元
的矩阵表示，提供了直观的可视化工具、方便的序列化和与其它程序协作的接口，
易于学习、上手简单、开发便捷。Libigl 同时提供了 Python 的开发接口，在不损失
内部运行效率的情况下，方便学习和开发。Libigl 被世界数十个科研团队使用，并
广泛应用在二十余篇 SIGGRAPH 论文中。在 2015 年，Libigl 荣获“SGP 开源软件奖”:  
http://awards.geometryprocessing.org 

 Libigl 源码：https://github.com/libigl/libigl

会前课程 1
Libigl：几何处理与计算的便捷开发库

01 课程简介

 授课人简介02 

姜仲石，纽约大学 (NYU) 科朗数学研究所的四年级博士生，
2016 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其博士生导
师为 Daniele Panozzo 教授，主要从事计算机图形学和几何处理
方向的研究；当前主要研究兴趣为稳健和高效的处理数字几何
对象，使其适用于可靠的科学数值模拟或数据驱动的分析。他
曾获 2018 年 Adobe Fellowship 与 2019 年 SGP datase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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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eo Schneider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faculty 
fellow in Computer Science at the Courant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in New York University. 
Teseo earned his PhD in Computer Science from the 
Università della Svizzera italiana (2017) with the thesis 
entitled“Theory and Applications of Bijective Barycentric 

Mappings”. He earned a Postdoc Mobility fellowship by 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NSF) to pursue his research aiming to bridge physical 
simulateons and geometr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finite element simulat- 
ions, mathematics, discrete differential geometry, and geometry processing. 
He is the main developer of PolyFEM, a flexible and easy to use Finite 
Element Library, he is one of the maintainers of the Libigl python bindings, 
and contributor to wild meshing, a 2D and 3D robust meshing library. 

会前课程 2
用 99 行 Taichi 代码编写你自己的物理引擎

01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 Taichi 编程语言为工具介绍基于物理的动画 (physically based animation) 
的基础知识和前沿进展。Taichi 编程语言是针对计算机图形学设计的高性能编程语
言，本课程一开始会充分介绍这门语言。随后，我们会讲解基于物理的模拟的一些
基础知识，包括时间积分、弹性与形变等。在课程最后我们会着重介绍如何用 99
行 Taichi 代码实现物质点法（Material Point Method, MPM），模拟液体、弹性体、
弹塑性体（雪）等介质的耦合。物质点法是最近影视特效中备受青睐的算法，被广
泛应用于动画电影如《冰雪奇缘》中。本课程注重实战，提供的所有代码均可一键
运行。充分掌握本课程的知识后，基本上就具备了复现部分 SIGGRAPH 论文的技能，
进入了计算机图形学科研的快车道。欢迎你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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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课人简介02

胡渊鸣，麻省理工学院三年级博士生，研究方向是计算
机图形学、物理仿真、计算摄影学及高性能编程语言，已
在 SIGGRAPH/ACM TOG/ICLR/NIPS/CVPR/ICRA 发 表 论
文十余篇。2017 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姚班，博士阶段获得
Facebook、Adobe、Snap 等公司奖学金支持。他主导设计、开
发了 Taichi 编程语言及其优化编译器。

会前课程 3
真实感图形渲染科研入门

01 课程简介
真实感图形渲染是一个挑战与回报共存的研究方向。一方面，它能够生成极具

美感与艺术性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它在计算机图形学内部也是以基础知识繁杂、
上手困难著称。本课程正是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个渲染方向科研的入门方法。在本课
程中，闫令琪教授将系统地介绍真实感图形渲染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工作，并从工
具使用、训练方案到具体研究方向的探索思路，由浅入深地讲解真实感图形渲染的
科研应当如何起步。闫令琪教授的教学风格轻松愉快，讲解清晰易懂，相信大家一
定会对在此课程中有所收获。

 授课人简介02

闫令琪，博士，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助理教授。
闫令琪教授于 2013 年在清华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于 2018 年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
究方向是真实感图形渲染（旧称绘制）。闫令琪教授目前有
三个主要成就：（1）在图形渲染领域，他保持着博士期间（5
年）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7 篇 SIGGRAPH 系列论文的最高纪

录（SIGGRAPH，SIGGRAPH Asia，ACM Transaction on Graphics）；（2）他的博
士论文于 2019 年获得 SIGGRAPH 最佳博士论文奖，并得到官方盛赞“每章都可以
作为一篇独立的博士论文”；（3）他的科研成果被直接应用于工业界，帮助影片
《猩球崛起 3：终极之战》与《狮子王 2019》获得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提名，并
与 NVIDIA 合作推动了实时光线追踪技术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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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课程 4
几何优化理论及应用

01 课程简介
计算机图形学中有大量的几何优化问题，比如网格参数化、网格变形、重新网

格化、物理仿真等。这些优化问题集成了数值优化、离散微分几何、几何建模等交
叉方向的特征，具有较大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几何问题来源于具有特殊的
分段结构（比如离散三角网格），使得这些几何优化问题具有非常特殊且巧妙的求
解方法。本课程从基本数值优化理论开始，探讨计算机图形学中的几何优化求解的
方法论，然后通过几个应用实例来分析和理解这些特殊几何优化的研究思路。本课
程将使得大家对几何优化问题及求解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为未来从事相关研究
打下扎实的基础。

 授课人简介02

傅孝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学院副研究员，分别于
2011、2016 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学士、博士学位。研究
领域为计算机图形学与计算机辅助设计，研究方向为数字几何
处理与优化、数字制造等。已在 SIGGRAPH/SIGGRAPH ASIA/
ACM TOG 上发表 12 篇论文。ACM TOG 上发表 12 篇论文。

陈仁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任教授。2005 年于浙江大学
获得学士学位，2010 年于浙江大学获得应用数学专业博士学位。
2011 年至 2015 年于以色列理工大学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
山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2015 年至 2019 年在德国马普计算机所
任高级研究员，2019 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并加入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研究领域为计算机图形学，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几何处理和建模、计算几何及裸眼 3D 显示器等

宿建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为
刘利刚教授，于 2017 年在东北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研究领域
为计算机图形学与几何优化。已在 SIGGRAPH 上发表 1 篇论文，
PG 上发表 2 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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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 1
基于 5G+ 脑科学 +AI+ 智能超算的文创产业应用
和人才培养

01

02

 报告摘要

 讲者简介

利用 5G+ 脑科学 +AI+ 智能超算制作高品质电影和 5D 虚拟主题公园。在 10
台专用、互连、分布式、并行和协作的超级计算机上制作一部 3D/8K/120 帧每秒
的世界级数字电影；研究、开发世界上最先进的 5D 数字主题公园（5D-VTP）技术，
利用 5D 特效（声音、图像、气味、触摸、运动）和第三大脑内容（在云上将人脑
及其人工智能延伸进行动态耦合）增强娱乐效果，疗愈、改善和启迪从孩童到老年
各个阶段人群的身心和精神，提升人们的良知、人性和道德水平，消除人类的贫穷、
偏见、贪婪、仇恨、腐败和战争，加速全球合作、理解和创新，加快在全球范围内
建立紧密联系、相互支持、美丽、清洁、生态友好、社会经济可持续的智慧型园林
乡村或城市，维护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维护世世代代的世界和平与繁荣。

陈世卿，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
士 / 美国第三脑研究院院长 /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投资联盟
首席科学家 / 中国四川大学锦城学院人工智能学院院长 /
中国深圳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主任研究员 / 中国北京
清华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 中国产业发展
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
用于科学研究的并行向量超级计算机；研发了使用通用型

64-256 CPU 的企业用高性能计算机；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 128 个刀片的超级计算机；
研发了世界上第一个以互联网为基础、应用对应用、高效率、动态式企业协同作业
软件 TONBU；研发了世界上第一个以超级计算机为基础，全球联网形成类似电力

网格的信息网格 SCP；组织美国硅谷的非营利第三脑研究院 Third Brai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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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 2
3D 视觉：在线学习的途径

01

02

 报告摘要

 讲者简介

3D 视觉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利用传感器视点的变化与成像几何的约束来实现三
维场景的几何与结构重建。因此，伴随传感器移动的动态视觉与 3D 视觉的关系愈
加密切，SLAM（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技术
再度成为 3D 视觉领域的研究热点。为了提高动态视觉系统在真实复杂场景中的应
用能力，我们应充分强化视觉系统的环境自适应性，而在线学习方法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有效途径。该报告将围绕基于在线学习的 SLAM 问题，介绍我们近来的一些想
法和尝试，主要内容包括：面向自监督视觉里程计的序列对抗学习方法；具有在线
自适应能力的自监督 SLAM 学习。

Institute，专注于世界前沿关于研究脑、保护脑、发展脑和延伸脑的研发项目，并
筹建安全、可靠、高效的分布式 / 并行式 / 协作式超级网格云端平台 SCP 用以支
持全球巨量、实时、遍布、无所不在的大数据存储和模拟运算。

查红彬，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智能科学系教授，
机器感知与智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计算机
视觉与智能人机交互的研究，在三维视觉几何计算、三维
重建与环境几何建模、三维物体识别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
成果。出版学术期刊及国际会议论文 300 多篇，其中包括
IEEE T-PAMI, IJCV, IEEE T-VCG, IEEE T-RA, IEEE T-SMC, 
ACM T-IST, JMLR, PR 等国际期刊以及 ICCV, ECCV, CVPR, 
CHI, ICML, AAAI, ICRA 等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100 余篇。



33

特邀报告 3
Learning Generative Models of 3D Shapes: From 
Implicit Functions to Structured Representations

Unlike images and video, 3D shapes are not confined to one standard representation. 
This 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when developing deep neural networks (DNNs) to 
learn generative models of 3D shapes or virtual scenes. So far, voxel grids, multi-view images, 
point clouds, and integrated surface patches have all been considered. In this talk, I show 
that traditional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operating on pixels/voxels may not be best 
suited for the task. I first present IM-Net, our recent work on learning implicit functions, 
and show the innate ability of implicit models for shape generation and 3D reconstruction. 
Interestingly, a small tweak of IM-NET, with an added branching layer, would allow the 
new network, BAE-Net, to perform unsupervised shape segmentation. Furthermore, by 
explicitly exploiting the interpretability of BAE-Net, we arrive at BSP-Net (BSP for binary 
space partitioning), a DNN which directly outputs compact, structured meshes, with sharp 
features. While the IM-BAE-BSP-Net series exemplify the power of "deep shape priors" 
for part extraction, these works do not learn part relations. In the second part of my talk, I 
present a generative recursive autoencoder to learn shape structures in the form of attributed 
trees. Such an approach decouples coarse and fine-grained learning of structured data, which 
is applicable to both 3D shapes, indoor scenes, and digital documents.

01 报告摘要

02 讲者简介
Hao (Richard) Zha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Computing Science at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SFU), Canada, 
where he directs the graphics (GrUVi) lab. He obtained his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MMath and BMath degre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all in computer science. His 
research is in computer graphics with special interests in geometric 
modeling, shape analysis, 3D content creation, machine learning, 

and computational design and fabrication, and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20 papers on 
these topics. Richard is an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for IEEE CG&A, a past editor-in-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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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报告 4
计算机图形学：下一个十年

随着机器学习、云计算等技术的进步，计算机领域在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也给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机遇和挑战。在这个报告中，我将分享我在
过去几年中对我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观察、反思、探索，以及展望，和大家一起讨
论未来十年计算机图形学的一些基础研究问题与关键应用。希望我的这些不成熟的
想法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更多的讨论和真知灼见。

for Computer Graphics Forum, and an associate editor for IEEE TVCG. He has served on 
the program committees of all major computer graphics conferences and is SIGGRAPH Asia 
2014 course chair, a paper co-chair for SGP 2013, GI 2015, and CGI 2018, and a program 
chair for International Geometry Summit 2019. Awards won by Richard include an NSERC 
DAS (Discovery accelerator Supplement) Award in 2014, Best Paper Awards from SGP 2008 
and CAD/Graphics 2017, a Faculty of Applied Sciences (FAS) Research Excellence Award 
at SFU in 2014, 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Overseas Outstanding 
Young Researcher Award in 2015, and a Google Faculty Award in 2020. Richard has been a 
visitor professo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Shenzhen University, and the Beijing Film Academy.

01 报告摘要

02 讲者简介

童欣博士 1999 年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加入微软亚洲
研究院，目前任首席研究员，网络图形组研究主管。他的
主要研究方向为材质建模，真实感绘制，光传输分析，纹
理合成，基于数据驱动的几何处理，以及人脸动画等。童
欣博士已在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机视觉国际会议上发表论
文一百多篇。他曾任 IEEE TVCG, CGF, ACM TOG 编委以
及多个国际图形学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目前担任 CVM, 

Visual Informatics 编委与 IEEE CG&A 编委。童欣博士于 1993 年和 1996 年获得浙
江大学本科和硕士学位。2018 年他获得中国计算机图形学杰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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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晓光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 ( 深圳 ) 助理教授，2009 年
本科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2011 年获得浙江大学应用数学
系硕士学位，2011 年至 2013 年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
任研究助理，之后于 2017 年获得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博士
学位。其研究方向包括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图形学、虚拟现实
和医疗图像处理等，在该方向著名国际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 30

余篇，包括顶级会议和期刊 SIGGRAPH,CVPR,ICCV,ECCV,AAAI,ACM TOG,IEEE 
TVCG,IEEETIP 等。他的工作曾获得计算机图形学顶级会议 Siggraph Asia 2013 新兴
技术最佳演示奖，2019 年和 2020 年连续两年计算机视觉顶级会议 CVPR 最佳论文
列表（入选率分别为 0.8% 和 0.4%），他的团队于 2018 年 11 月获得 IEEE ICDM 
全球气象挑战赛冠军（参赛队伍 1700 多）。

青年学者是科学研究的关键力量，他们有着坚定的科学信念和勇于求变的创新
精神，推动着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发展与变革。本论坛将邀请五位计算机图形学领
域活跃的青年海归学者，分享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个人成长历程，探讨国内外图
形学研究现状与学术环境的差异，以及作为青年学者在科研道路上所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

技术论坛 1
图形学术新锐

01 论坛简介

 论坛主席02

技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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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讲者 103

刘天添，2009 年于浙江大学获取本科学位，分别于 2011 年
与 2018 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现工作于微
软亚洲研究院。研究兴趣主要在物理仿真和快速数值计算。先
后在 ACM TOG/IEEE TVCG 等期刊上发表过 10 篇论文。

 论坛讲者 204

张心欣，博士毕业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兴趣为基于
物理的仿真算法和计算生物物理。发表多篇 SIGGRAPH 论文以
及 SIGGRAPH Course，深憾我国图形计算软件领域的空白以及
相关人才浪费现象之严重，2020 年创立深圳泽森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并获得一些机构和个人投资，我司通过研发自主核心技术
的物理仿真计算软件系统来辅助生物医学仿真以及生物材料领
域的研究和临床应用，进一步完整完善自研图形学计算软件产
品的开发，探索该领域产 - 学 - 研闭环的道路。

 论坛讲者 305

陈仁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任教授。2005 年于浙江大学
获得学士学位，2010 年于浙江大学获得应用数学专业博士学位。
2011 年至 2015 年于以色列理工大学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
山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2015 年至 2019 年在德国马普计算机所
任高级研究员，2019 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并加入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研究领域为计算机图形学，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几何处理和建模、计算几何及裸眼 3D 显示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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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斌，北京大学前沿计算研究中心助理教授。2014 年
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2015 年至 2017 年分别于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美国迪士尼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17
年至 2020 年在美国创业公司 DeepMotion Inc. 任首席科学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角色动画、基于物理的运动仿真、运
动控制以及增强学习等。曾发表 SIGGRAPH/TOG 论文 7 篇，
并曾多次担任 SIGGRAPH、PacificGraphics、SCA 等图形学领
域重要学术会议的论文程序委员。

潘烨，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长聘教轨
副教授，硕士 / 博士生导师。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学院博士 /
硕士，电子科技大学 / 普渡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本科。曾
任伦敦大学学院高级博士后研究员，洛杉矶迪士尼研究院副研
究员。在虚拟现实领域，有 10 年海外研究和工作经历，主要
研究方向为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动画制作，计算机图形，

人机交互。分别于 2019 年入选《福布斯中国 30 位 30 岁以下（科学）精英榜》，
2020 年以最年轻的上榜者入选《福布斯中国科技女性榜》。

 论坛讲者 406

 论坛讲者 507

技术论坛 2
产业前沿技术

01 论坛简介

邀请对本次大会进行赞助的企业介绍相关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并与观众进行交
流互动，共同探讨如何加强企业与高校的合作、培养符合产业发展的图形学毕业学
生、新形势下企业的创新与发展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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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主席02

刘利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国家优青 (2012)。于 2001 年在浙江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
位，曾于微软亚洲研究院、浙江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工作或
访问。从事计算机图形学与虚拟现实研究，已在 SIGGRAPH/
SIGGRAPH ASIA/ACM TOG 上发表 30 篇论文。曾获陆增镛
CAD&CG 高科技奖一等奖 (2010)、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13)
等奖项。多个国际会议的大会主席和程序主席，多个国际学术
期刊的编委。

 论坛讲者 103

林建华，虹软科技技术专家，毕业于浙江大学应用数学系，
主要研究方向为单目深度恢复，双目深度恢复，单目物体 3D
重建，混合视觉系统标定，场景理解语义分割，图像 / 视频去
模糊，图像 / 视频超分辨率重建等，主持研发虹软公司多项技术，
同时在产品落地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多次带领团队攻克难题，
将多项产品效果提升到世界领先水平，赢得客户广泛好评。

 论坛讲者 204

李宏伟，华为高级图形技术专家，现于华为欧拉菲尔兹
实验室从事图形渲染方面的技术研究。曾经就职于 NVIDIA
和 AMD 等图形公司，对图形应用，系统和硬件都有相当的
工程经验。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有多篇
SIGGRAPH,TVCG 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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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讲者 305

李会江，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产品研发
平台负责人。1998 年毕业于重庆大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
同年 7 月加入中望公司。二十多年来专注于 CAD/CAM/CAE
领域，主持了中望历代工业软件产品（ZWCAD、ZW3D 和
ZWSIM）的研发，研究领域包括：参数化特征建模、直接建模、
曲面和实体造型、复杂装配的轻量化和显示加速、特征识别和
逆向工程、2x-5x 刀轨生成、CAE 几何处理和网格划分等。

 论坛讲者 406

王祢，现任 Epic Games China 首席工程师，管理虚幻引擎
技术支持的程序员团队。有近 15 年的虚幻引擎使用经验，从
console 游戏、掌机游戏，到 PC mmo，再到手机游戏都有过开
发经验。作为 Epic Games China 的引擎技术专家参与和帮助了
众多使用 UE3 和 UE4 的项目解决各种问题，涵盖 console、pc 
mmo、pc 单机、手机、虚拟漫游、VR、影视等各领域的开发项目。

 论坛讲者 507

刘培珺，广东时谛智能技术副总裁。2004 年毕业于浙江大
学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工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
Autodesk 中国研究院工作十余年，任资深软件研发经理，负责
大型建筑设计软件 Revit 的研发。现任职时谛智能，负责三维
CAD 软件及渲染一体化平台的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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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江波，思谋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广东省“珠
江计划”和深圳市“孔雀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IEEE 协会
高级会员，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曾任美国 UIUC 大学新加坡
高等研究院 (ADSC) 高级科学家、动态视觉大场景项目联合首
席研究员；曾任行业 AI 公司 CTO 和首席科学家，领导打造
AI 虚拟试衣镜、智能 3D 量体等商业获奖产品。在计算机视觉、

图像 / 视频处理、交互式多媒体等领域有 20 年的基础科研、技术转移以及科技产
业化经验，在包括 TPAMI, TIP, CVPR, ICCV, ECCV 等国际学术期刊和顶级会议发
表 70 ＋篇论文，拥有多项国际专利，并多次荣获国际学术与商业产品奖项，曾孵
化两家新加坡科创公司，指导 30+ 位研究生 / 员。

 论坛讲者 608

钱海勇，网易游戏雷火事业群引擎开发研究员，主要从
事图形渲染和游戏引擎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开发。2007 年毕业
于东南大学，获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学位，曾在 S3 Graphics 参
与显卡驱动研发，2009 年加入网易后一直从事游戏引擎研发
工作。《逆水寒》游戏引擎主架构师，国内第一个自主研发
RTX 项目技术负责人，在 GTC，GDC 上做过多次技术分享。

 论坛讲者 709

 论坛讲者 810

李宾，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图形技术首席
专家，主持推进广联达图形平台系统研发。1998 年毕业于浙江
大学应用数学系、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 CAD、计算机图形学、BIM 技术的研究与系统研
发。博士毕业后在日本从事参数化道路设计技术研究，曾任职
于丰田工程中心从事 Telematics 系统研究，回国后长期任职于
Autodesk 中国研发中心，负责 BIM 核心平台 Revit 的研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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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毛，粒界科技创始人兼 CEO，2006 年从上海交通大
学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机动
画博士后研究。2007-2009 年在法国国立计算机与自动化研究所
（INRIA）进行博士后研究。曾担任全球顶尖游戏引擎技术与
制作公司 -Crytek- 德国法兰克福总部的项目总监和技术总监；
全球首次将游戏技术与影视技术对接，并将其用于好莱坞电影

《移动迷宫》和《猩球崛起》；在国际顶级期刊和会议 IEEE CG&A，SIGGRAPH 
Symposium on Animation, Eurographics 等发表论文 12 篇，拥有德国发明专利四项。
曾任欧洲图形学（Eurographics）会议的工业主席；美国计算机协会（ACM）《娱
乐计算》期刊的高级副主编；全球最大出版商施普林格即将出版的大型百科全书《计
算机图形学与游戏》的工业主席 。

唐睿，酷家乐首席科学家。英国巴斯大学计算机博士，本
科就读于于浙江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目前担任酷家乐 KooLab
实验室与 CoohomCloud 智能体业务线负责人，同时作为副主
任与鲍虎军教授（主任）和王锐教授（副主任）共同负责浙江
大学 - 酷家乐图形与智能实验室进行面向智能体渲染与仿真方
向研究。唐睿博士有多年计算机领域的学习研究和工作经验，
并在真实感绘制、计算机图形学、机器学习、CAD 及环境感
知等领域均有着出色的研究成果。

 论坛讲者 911

 论坛讲者 1012

技术论坛 3
可视化：从学术入门到产业精英

01 论坛简介

本论坛邀请了六位来自于可视化不同方向的青年学者与产业精英，探讨可视化
研究如何入门、数据科学对于可视化研究提出的挑战，以及如何加强企业与高校的
合作、培养符合产业发展的可视化毕业学生等主题。



42

陈跃国，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
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数据库专家委
员会秘书长。从事大数据可视分析、大数据评测基准、知识图
谱等方面研究工作。在高水平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40 余
篇。主持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制造大数据可视化分析系统”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大数据科学中心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1 项，承担广东省重
大科技应用项目 1 项。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 次。

林 俊 聪， 厦 门 大 学 信 息 学 院 教 授。2008 年 于 浙 江 大 学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取得博士学位。曾在香港中文大学、
日本科技振兴会（东京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进行博
士后与访问研究。研究方向主要为教育可视化、几何建模和三
维人机交互。已发表论文 20 余篇，包括 ACM SIGCHI， IEEE 
TVCG 等相关领域的顶级会议和权威期刊。作为项目负责人主

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 - 中移动联合项目等一系列项目。
入选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厦门市高层次留学人员，获得陆增镛 CAD&CG 高科
技奖，厦航奖教金，“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指导教师）等荣誉。

 论坛主席02

 论坛讲者 103

巫英才，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导，浙江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助理，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人机交互专
委会副主任。他主要从事大数据可视分析和人机交互领域的研
究，相关成果应用到体育技战术分析和智慧城市。发表计算机
领域权威会议和期刊论文 80 余篇，两篇学术论文分别在 2009
和 2014 年的可视化顶级会议 (IEEE VIS) 上获得了最佳论文提
名，一篇学术论文获得 2016 年亚太可视化年会（IEEE Pacific 
Visualization）最佳论文提名。

 论坛讲者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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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治宇，浙江大学博士，中国图像图形学学会可视化与可
视分析专委会委员，在可视化及图形领域发表论文 12 篇；先后
担任 Bosch 北美研发中心图形研发工程师，Unity 大中华区技术
专家，阿里巴巴集团数据可视化专家等，现华为云可视化与可
视计算团队 SL，EI WEB 中心 PL，体验技术负责人，数据可视
化总监。负责华为云 EI 服务产品部前端团队，数据可视化团队
和图形团队，致力于将泛可视化技术及理念在行业领域进行产
品化落地。

闻啸，阿里云数字产业产研基础产品负责人，中国图像图
形学学会可视化与可视分析专委会委员，阿里首个数据可视化
团队（DataV）创始人，阿里云首款数据可视化产品负责人。从
最早跟随团队将数据可视化概念引入公司，让公司对外数据展
示项目升级换代，到抽象需求建立通用的 datav.js 数据可视化前
端 js 组件库，并一步步将数据可视化真正落地到数据产品，直

到目前将数据可视化作为独立公共云服务对外输出。个人力求帮助数据可视化从一
个光鲜炫酷的新兴概念，扎根成为一种帮助数据分析，简化数据理解的本质需求。

 论坛讲者 305

夏佳志，现为中南大学副教授。分别于 2005 年、2008 年
在浙江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2011 年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可视化与可视分析，计算机图形
学，主要关注高维数据可视化、保护数据隐私的多方数据协同
可视分析。发表 IEEE TVCG、IEEE VIS、CHI、ACM MM 等
CCF A 类论文 10 余篇，曾获 CAD/Graphics 2017 最佳论文奖，
主持重点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

 论坛讲者 406

 论坛讲者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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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迎庆是清华大学长聘教授，任职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目前担任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主任。他
在用户体验设计、未来教育、沉浸感知与交互设计、触觉认知
与交互设计、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以及自然用户界面设计等研
究领域开展教学和科研；在国际会议和学术期刊上发表近百篇
学术论文并申请了数十项专利；有多项研究成果被应用于实际

产品之中。他曾主持或参加了包括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国家 863 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在内的多项国家科研课题，还参与了多项
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研究和设计工作。

李权，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系博士，微众银
行人工智能部的高级研究员，从事人工智能及可视分析、可解
释性机器学习以及人机交互技术的研究，并开展相关技术在金
融科技、银行业务、智慧零售、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与落地。读博期间，曾获得工学院 PhD Fellowship 及 Top RPG 
(Research Post-Graduate) 荣誉。任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可视化

与可视分析专委会委员，IEEE VIS Short Paper 程序委员会委员及 IEEE VIS, ACM 
CHI/CSCW 及 TVCG 等顶级学术会议期刊审稿人。在加入微众之前，曾任美国佐治
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访问研究员及网易游戏资深研究员。

 论坛讲者 608

技术论坛 4
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与设计

01 论坛简介

本论坛将探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创新与设计，特别是计算机图形学和 AI 技术
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包括文化遗产数字化、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创新与设计、AI 时
代下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

 论坛主席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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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琼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她曾主持多项文化创意
产业领域的研究课题，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并申请了多项相关
专利。她在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学、新材料上的结合和探索非
常具有前瞻性，其作品不仅呈现了设计与技术整合创新的可能，
也从人文的视角对技术应用的伦理进行了思考，引发广泛关注，
她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并曾受国家基金
委委派赴芬兰进修，学习交互设计和信息设计。

郝强博士目前担任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文化创意设计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她曾在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学习，于 2017
年取得博士学位，2011 年取得硕士学位。她在 2006 年取得北
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学士学位。郝强博士曾参与多项国家项目，
并于 2015 年至今担任法国戛纳电影节泛亚太地区执行主席，
2011 年至今担任法国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日海外选片
人。她也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技术应用创意设计团队骨干成
员，并负责或参与多项文化创意设计与研究课题。

彭群生教授曾任浙江大学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计算机学会 CAD&CG 专委会主任。长期从事计算机图形
学理论与算法、计算机动画、科学计算可视化研究等方面的研
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金和 973 重大基础研究等多
项，发表论文 300 余篇，合作出版专著 4 部，译著 1 部。在图
形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多次获奖，荣获 1996 年宝钢全国优秀教
师特等奖、首届中国计算机图形学杰出奖、国家有突出贡献回
国留学人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

 论坛讲者 103

 论坛讲者 204

 论坛讲者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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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讲者 406 

高峰博士目前任职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他的研究方向是
通过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研究探索计算机科学与绘画艺术交叉领
域。他于 2007 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
2018 年获得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2018-2020 年为清
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博士后。发表多篇论文，相关研究成果已成
功应用于中国美术家协会、雅昌集团等单位。他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和博士后科研项目 2项，多次获奖。

 论坛讲者 507

黄鸣奋教授任职于厦门大学，兼任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
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院（杭州）特聘
研究员。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6项，独立获得全国高校
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3项、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12 项。出
版个人专著28部、教材2种，发表论文400余篇。代表作为《西
方数码艺术理论史》、《数码艺术潜学科群研究》等。近著为
“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之一《危机叙事》等，创作有长篇
小说、电影剧本、报告文学等。

技术论坛 5
女性菁英论坛

01 论坛简介

女性科研工作者是计算机图形学领域靓丽的一抹色彩，她们既具备极致严谨的
科学素养，又具备敏感细致的人文情怀，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领域具有独特的优
势，并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本论坛邀请六位中国计算机图形学领域颇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女性学者，分享她
们在科研道路上取得的瞩目成绩和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共同探讨女性在科研道路
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如何更好的发挥女性思维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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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霞博士是清华大学的长聘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可
解释机器学习，文本可视分析和文本挖掘。担任 CCF A 类会
议 IEEE VIS(VAST) 2016 和 2017 的论文主席，IEEE VIS 2020-
2024 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 CCF A 类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副 主 编 (Associate editor-
in-chief)、曾任编委；担任 CCF A 类期刊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

编委 (Associate editor)；担任 IEEE Transactions on Big Data 和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Systems 的编委；担任国际可视化会议 IEEE Pacific Visualization 
2015 的程序委员会主席。

刘秀平，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计算几何、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主持或参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
面上项目 8 项。在显著性、几何形状分析、图像生成与室外场
景分析等方面取得成果。发表论文 50 余篇，包括在国际顶级
会议，如 SIGGRAPH ASIA， ICCV 和 ECCV，国际顶级期刊

ACM TOG, TVCG, TIP 发表论文。2019 年 ESI 高被引论文，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
SIGGRAPH 等会议审稿人。现任中国图学学会几何与图学大数据专委会副主任，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几何与设计专委会副主任，中国数学学会计算数学常务
理事。

 论坛主席02

 论坛讲者 103

 论坛讲者 204

贾晓红，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数学会计算机数学专委会秘书长。受 NSFC 优青资助，
曾获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几何设计与计算”青年学者
奖，中科院数学院陈景润未来之星称号等。在计算代数几何、
应用符号计算解决曲线曲面奇点计算、曲面求交等方面有系
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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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琳，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研究
方向是计算机图形学，特别是面向 3D 打印的几何优化计算。
在 ACM TOG，IEEE TVCG、CGF 等领域顶级期刊发表论文
三十余篇，出版专著一部，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3 项，软件著
作权 3 项。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作为
骨干成员参与团队科技部 973 项目、863 重大专项项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获 2017 年度陆增镛 CAD&CG 高科技奖二等奖，受
邀参加 2018 年“智能制造”Dagstuhl 论坛，关于模型轻量化的工作引用 250 余次，
2016 年起一直为 ESI 高被引论文，获 SPM 2020 最佳论文一等奖。

胡瑞珍博士是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助理教授，2015
年获浙江大学博士学位，曾于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访问 2 年。
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图形学，特别是三维形状分析和数字几
何处理，发表 ACM SIGGRAPH/TOG 论文 15 篇。2017 年入选
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18 年荣获中国工业与应
用数学学会几何设计与计算“青年学者奖”，2019 年荣获 Asia 

Graphics “青年学者奖”。现担任 SCI 期刊 The Visual Computer 和 IEEE CG&A 编委，
曾担任 SMI 2020 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和 SIGGRAPH、SIGGRAPH Asia 等图形学国
际顶级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

 论坛讲者 305

王滨博士是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
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物理仿真和建模，以及基于人工智能
的行为控制和生成。已在计算机图形学顶级会议 SIGGRAPH
和 SIGGRAPH Asia 发表论文 5 篇，收录于图形学顶级期刊
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JCR 1 区，CCF A 类 ）。 曾
任 SIGGRAPH ASIA 和 Motion, Interaction and Games 会 议 的
committee member；ACM TOG、IEEE TVCG、CGF 等国际期
刊的审稿人。

 论坛讲者 406

 论坛讲者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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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贝贝，女，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
计算机学会 CAD&CG 专委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是计算机图
形学渲染方向，包括了全局光照算法、参与性介质光线传递和
复杂材质模型等。王贝贝分别于 2009 年、2014 年在山东大学获
得学士、博士学位，期间在巴黎高科进行两年联合培养。2015
年在英国游戏公司 Studio Gobo 参与 Disney 游戏 Infinity 3 的研发。

2015 年底到 2017 年初，在 INRIA（法国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之后加入到南京理工大学。共发表高水平论文 30 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在 ACM 
TOG, IEEE TVCG, CGF 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论坛讲者 608

技术论坛 6
机器人中的计算机图形学

01 论坛简介

论坛以提高智能机器人智能水平为应用背景，探讨计算机图形学各研究领域问
题在其中的应用。比如渲染和物理模拟可以为机器人的各种训练提供场景和数据，
形状分析可以提高机器人在场景交互中的理解能力，计算机动画算法的应用可以使
得机器人具有灵巧协调的运动能力等。论坛讲者来自图形学和机器人的不同研究领
域，希望通过观点的分享和碰撞发现更多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引导更多的计算机图
形学的同行加入到此研究领域。

 论坛主席02

陈宝权，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前沿计算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长江学者，杰青，IEEE/CCF Fellow。研究领域
为计算机图形学与数据可视化。曾任 IEEE Vis 2005、ACM 
SIGGRAPH Asia 2014 大会主席。获 2003 年美国 NSF CAREER 
Award 和 2014 年中国计算机图形学杰出奖。兼山东大学特聘
教授，北京电影学院高精尖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图像
图形学会三维视觉专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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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凯，国防科技大学教授。2011 年于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
获得博士学位。西蒙弗雷泽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研
究方向为数据驱动的几何处理与建模、三维视觉及其机器人应
用等。发表 ACM SIGGRAPH/Transactions on Graphics 论文 20
余篇。共发表 CCF A 类论文 40 余篇。担任 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Computer Graphics Forum、Computers and Graphics

和 The Visual Computer 等期刊的编委。担任 CAD/Graphics 2017、ISVC 2018 等国
际会议的论文共同主席，以及 SIGGRAPH、Eurographics 等国际会议的程序委员。
现任中国图象图形学会三维视觉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几何设
计与计算专委会秘书长。曾获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全军优秀博士论文奖、几何设计与计算青年学者奖、湖湘青年英才奖、陆增镛
CAD&CG 高科技奖二等奖。获国家优秀青年基金和湖南省杰出青年基金。

夏时洪博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系统仿真学报》编
委，主要在计算机应用方向从事三维人体运动建模仿真基础
研究，涉及计算机图形学、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研究领
域，在《中国科学》、ACM SIGGRAPH / TOG、IEEE VR / 
TVCG、IEEE CVPR / TIP、AAAI 等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获授权技术发明专利 20 余项，曾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中国计算机学会技术发明一等奖等奖励。

查红彬，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智能科学系教授，
机器感知与智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计算机视
觉与智能人机交互的研究，在三维视觉几何计算、三维重建
与环境几何建模、三维物体识别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出版学术期刊及国际会议论文 300 多篇，其中包括 IEEE T- 
PAMI，IJCV,IEEE T-VCG, IEEE T-RA, IEEE T-SMC,ACM 
T-IST, JMLR, PR 等 国 际 期 刊 以 及 ICCV, ECCV, CVPR, CHI, 
ICML,AAAI,ICRA 等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100 余篇。

 论坛讲者 103

 论坛讲者 204

 论坛讲者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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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瑞珍博士是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助理教授，2015
年获浙江大学博士学位，曾于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访问 2 年。
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图形学，特别是三维形状分析和数字几
何处理，发表 ACM SIGGRAPH/TOG 论文 15 篇。2017 年入选
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18 年荣获中国工业与应
用数学学会几何设计与计算“青年学者奖”，2019 年荣获 Asia 

Graphics “青年学者奖”。现担任 SCI 期刊 The Visual Computer 和 IEEE CG&A 编委，
曾担任 SMI 2020 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和 SIGGRAPH、SIGGRAPH Asia 等图形学国
际顶级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

 论坛讲者 406

方斌，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助理研究员。目前在清华智能技
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从事机器人操作方面的研究，负
责或参与多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国家 863 项目、科技部重大
专项等，发表 SCI/EI 论文 30 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10 余项。

 论坛讲者 507

刘利斌，北京大学前沿计算研究中心助理教授。2014 年博
士毕业于清华大学，2015 年至 2017 年分别于加拿大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以及美国迪士尼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17 年至
2020 年在美国创业公司 DeepMotion Inc. 任首席科学家。主要研
究方向为计算机角色动画、基于物理的运动仿真、运动控制以
及增强学习等。曾发表 SIGGRAPH/TOG 论文 7 篇，并曾多次
担任 SIGGRAPH、PacificGraphics、SCA 等图形学领域重要学术
会议的论文程序委员。

 论坛讲者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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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凯，国防科技大学教授。2011 年于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
获得博士学位。西蒙弗雷泽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研
究方向为数据驱动的几何处理与建模、三维视觉及其机器人应
用等。发表 ACM SIGGRAPH/Transactions on Graphics 论文 20
余篇。共发表 CCF A 类论文 40 余篇。担任 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Computer Graphics Forum、Computers and Graphics

和 The Visual Computer 等期刊的编委。担任 CAD/Graphics 2017、ISVC 2018 等国际
会议的论文共同主席，以及 SIGGRAPH、Eurographics 等国际会议的程序委员。现
任中国图象图形学会三维视觉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几何设计与
计算专委会秘书长。曾获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军优秀
博士论文奖、几何设计与计算青年学者奖、湖湘青年英才奖、陆增镛 CAD&CG 高
科技奖二等奖。获国家优秀青年基金和湖南省杰出青年基金。

吴鸿智，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生
导师，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博士
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主要研究兴趣为高密度采集装备与可微
分建模，研制了多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密度光源阵列采集
装备，发表了 14 篇 CCF-A 类期刊论文。担任 Chinagraph 程序
秘书长，中国图像图形学会智能图形专委会委员，以及 PG、
EGSR、CAD/Graphics 等多个国际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

技术论坛 7
SIGGRAPH 之夜

01 论坛简介

邀请了五位活跃在图形学领域各个方向的青年研究学者来分享如何做高水平研
究的心得体会，包括课题选取、论文写作、项目实施、对外交流合作等，并与观众
开展现场讨论和互动。

 论坛主席02

 论坛讲者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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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分别于 2003 年、
2008 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取得学士和博士学位。2008 年至
2010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0 年加入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信息学院，任副教授，为类脑智能技术与应用国
家工程实验室、教育部 - 微软多媒体计算与通信重点实验室
骨干成员。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任访

问学者；2017 年 2 月至 8 月在斯坦福大学任访问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
图形学、三维视觉、脑显微图像分析。在 ACM TOG、IEEE TVCG、IEEE TMI、
ACM Multimedia 等期刊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承担国家科研项目 6 项，曾
获 CVM 期刊 2019 年度最佳论文提名奖。

 论坛讲者 305

 论坛讲者 406

傅孝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学院副研究员，分别于
2011、2016 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学士、博士学位。研
究领域为计算机图形学与计算机辅助设计，研究方向为数字
几何处理与优化、数字制造等。已在 SIGGRAPH/SIGGRAPH 
ASIA/ACM TOG 上发表 12 篇论文。

徐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博导，国家优秀青年基
金获得者。研究兴趣包括计算机图形学，真实感绘制和可视
媒体处理。在 ACM SIGGRAPH, 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 
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等重要
会议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担任国际期刊 The Visual Computer
编委，国际会议 Pacific Graphics 2015 程序委员会共同主席。获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项（排名 4），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排名 4）。
获中国计算机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论坛讲者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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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讲者 507

刘天添，微软亚洲研究院副研究员。2009 年于浙江大学
获取本科学位，分别于 2011 年与 2018 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现工作于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兴趣
主要在物理仿真和快速数值计算。先后在 ACM TOG/IEEE 
TVCG 等期刊上发表过 10 篇论文。

本论坛拟邀请国内计算机图形学和 CAD 学术和产业界一些活跃和国际知名的
学者、创业者、和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共同讨论在下一个十年中，计算机图形学和
CAD 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通过讨论，勾勒出在技术，系统，应用等层面上计算
机图形学和 CAD 未来可以聚焦的一些关键问题。希望论坛作为一个开始，能够引
发大家更多的讨论和产学研之间的交流，创建图形学和 CAD 的下一个十年！

技术论坛 8
图形学与 CAD 的下一个十年：机遇和挑战

01 论坛简介

 论坛主席02

童欣，1999 年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
目前担任首席研究员，图形组研究主管。他的主要研究兴趣为
真实感绘制，材质建模，纹理合成，数据驱动的几何建模，三
维人脸动画等。童欣博士 2018 年获得 Chinagraph 计算机图形
学杰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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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事民，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
图形学、虚拟现实、智能信息处理和系统软件等。2002 年获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07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2013 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领军人才。2006-2015，
担任两期国家 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016 年起担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在 ACM TOG/

SIGGRAPH、IEEE CVPR 等重要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现为中国计
算机学会副理事长，并担任 Computational Visual Media 主编和 CAD 等多个期刊编委。

 论坛讲者 204

陈宝权，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前沿计算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长江学者，杰青，IEEE/CCF Fellow。研究领域
为计算机图形学与数据可视化。曾任 IEEE Vis 2005、ACM 
SIGGRAPH Asia 2014 大会主席。获 2003 年美国 NSF CAREER 
Award 和 2014 年中国计算机图形学杰出奖。兼山东大学特聘
教授，北京电影学院高精尖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图像
图形学会三维视觉专委会主任。

 论坛讲者 305

戴国忠，1944 年 9 月 6 日出生。曾任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
所总工程师，现任人机交互技术与智能信息处理实验室首席研
究员 , 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2-1985 年在
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做访问学者。曾任国家 863 计划自动化领
域专家组成员和专家委员会成员，现任国家 973 计划信息领域
咨询专家，ACM SIGCHI 中国分会名誉主席。曾主持和参加了

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
展规划项目。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图形学、人机交互、软件工程。在国内外有影
响的会议和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专著 2 部。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多次获
中科院和部委科技进步奖。

 论坛讲者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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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讲者 406

高曙明教授 1990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应用数学系，获博士
学位，毕业后留校在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至今，
现为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的主要研究
兴趣包括：三维几何建模、形状工程语义分析、三维 CAD
模型检索与重用、六面体网格自动生成、工程结构优化设
计、CAD/CAE/CAM 集成、数字孪生等。高曙明教授入选
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论坛讲者 507

柴金祥，2006 年毕业于美国卡耐基梅隆机器人研究所，获
博士学位。之后加入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计算机系任副教授。
柴金祥博士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图形和计算机视觉，主要
为人体动画与仿真，人机交互，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柴金祥
教授目前为魔珐科技创始人和 CEO。

 论坛讲者 608

胡志鹏，2004 年浙大毕业后加入微软研究院新技术转换
组，尝试将图形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工业界。2007 年
加入网易，创立雷火游戏事业群，作为制作人研发出《倩女
幽魂》，《逆水寒》等多款知名游戏。其中在《逆水寒》中
大胆引入了诸多图形学前沿技术，使该游戏成为全球 3D 网络
游戏的画面标杆。

 论坛讲者 709

王希，2005 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加入微软研究院网络
图形组从事计算机图形学研究。2006 年加入美国顶尖游戏
制作室 Bungie Studio。2011 年回国创业，任网易不鸣工作室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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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MES 主页：http://games-cn.org

2. GAMES 微信群
  GAMES 微信群现有 12 个群，5500 多人，主要是交流讨
论及发布社区相关的学术活动信息等。
  加入微信群的方法：在微信中搜索微信号 gamesrobot3 或
扫描二维码，加 gamesrobot3 为好友；然后回复“GAMES”
即可获取群聊邀请。

3. GAMES 在线报告
  每周四晚上 8:00-9:30（部分海外讲者时间有可能更改，
以当时公告为准）。每周的报告信息会通过 GAMES 微信
群提前进行公告，且会录制并发布在主页的“往期报告
PPT& 视频”板块。

4. GAMES 在线课程
  GAMES 101，闫令琪，《现代计算机图形学入门》，2020 年 2 月 -4 月；
  GAMES 201，胡渊鸣，《高级物理引擎实战指南 2020》，2020 年 6 月 -8 月；
  GAMES 102，刘利刚，《几何建模与处理基础》，2020 年 10 月 -12 月；
  GAMES 202，闫令琪，《高质量实时渲染》，2021 年 2 月 -5 月；
  GAMES 203，黄其兴，《三维视觉和理解》，2021 年 6 月 -8 月。
  详细信息可见主页的“在线课程”板块。

5. GAMES 线下会议
  GAMES 每 年 举 办 一 次 线 下 的 会 议， 一 般 为 5 月 中 上 旬。2021 年 的
GAMES 线下会议将于 2021 年 5 月 6-9 日与 CAD/Graphics 2021 国际会议
一起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
  往届 GAMES 线下会议的详细信息可见主页的“GAMES 线下会议”板块。

6. 其他资源
  主页的“更多资源”板块含有相关的其他在线视频及学习资源。

图形学与混合现实在线社区

Graphics And Mixed Environment Seminar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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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金赞助

金牌赞助

最佳论文 / 墙报 / 开源奖

纪念品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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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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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网址01

       http://leihuo.163.com/

 企业简介02

     2007 年，雷火游戏在西子湖畔成立，是网易在杭州的第
一个游戏工作室。历经十多年发展，雷火游戏已是拥有两
千多名员工的事业群，具备国内一流研发、运营、营销实力。
雷火团队先后成功开创《倩女幽魂》、《天谕》、《逆水寒》
三大旗舰游戏品牌，在动作、体育、休闲游戏领域做出成
功尝试。雷火事业群拥有国内专业从事游戏 AI 研究的机构 -
伏羲实验室，在前沿技术开发运用上，雷火始终走在前列。



80

 招聘信息03

      雷火常年招聘以下社招和校招职位，欢迎加入雷火共同
创造游戏行业未来：游戏研发工程师（引擎、客户端、服
务器方向）、游戏人工智能（图像、用户画像、用户画像、
强化学习、虚拟人方向）、技术美术工程师、游戏测试开发、
游戏策划（系统、文案、数值方向）等。

邮箱联系：
chenwansi@corp.netease.com
雷火知乎主页：
https://www.zhihu.com/org/wang-yi-you-xi-lei-huo-shi-ye-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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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简介01

     粒界科技（GritWorld）是一家计算机图形与视觉技术研发公司，拥有来自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技术人才，核心技术是跨领域的计算机图形渲染引擎 
GritGene。公司致力于推动渲染技术的跨领域化、5G 场景下的端云结合渲染和 AI
及大数据驱动的便捷式渲染工具及流程，通过和影视动画、虚拟直播与短视频虚拟
数字内容创作、数字智慧城市、等商业领域的结合，为数字孪生、数字交互和数字
娱乐计算提供跨平台的底层计算引擎和交互工具。　

 招聘信息02

 研发类：                    
  图像引擎工程师                    高级引擎工程师
                            自动化测试工程师                 Android 开发工程师
                                            
 美术制作类：                
  UE4 引擎灯光师                   UE4 引擎美术师
                            影视灯光师                            引擎美术特效师
                            影视后期特效师             

 联系我们03

 方式一：登录公司的招聘页面 ： https://www.gritworld.cn/career/
 方式二：关注公司公众号 " 粒界科技 "

Tel: 15021837078( 微信同号）或 13788936429（微信同号）
Email: hrsh@gritworld.com
公司官网：www.gritworld.com

微信公众号 “粒界科技”
微博账号：@GritWorld 粒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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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

 企业简介01

    海思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无晶圆半导体公司和 IC 设计公司，
致力于提供全面的连接和多媒体芯片解决方案，公司成立
于 2004 年 10 月，总部位于深圳，在北京、上海、成都、新
加坡、欧洲等地方有设计分部，公司使命是为客户提供最
优质的解决方案和服务，及时响应客户，以客户为中心，
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海思芯片和解决方案已经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验证和认证，为全球联接和端到端
超高清视频技术创新铺平道路。
    海思的产品覆盖无线网络、数字媒体、无线终端等领域
的芯片及解决方案，在计算机图形领域也开始积极的研究。
针对智能终端，海思麒麟芯片提供高性能、高能效、超智
能的移动解决方案，打造极致用户体验。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开发，海思已经建立了强大的芯片设计
与验证技术组合，并负责制定多个开发流程和规范。多年来，
海思成功开发了 200+ 款具有专利知识产权的 Model，申请
专利 8000+ 件，并与全球生态圈领导者建立了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

企业主页：http://www.hisilicon.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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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廷紫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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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简介

　　乡宁县位于吕梁山南端余脉西南
隅，华夏远古文明始祖地尧都文化圈
内，距享有黄河之魂盛名的壶口瀑布
不足百里。乡宁曾是春秋战国时期晋
国领土的重要疆域，境内有春秋重臣
晋大夫荀息祠、始建于北齐的千佛洞
石窟、气势磅礴的云邱胜景、怪石嶙
峋的黄河峡谷、文魁下凡的玉环山文笔双塔等大小名胜古
迹四十余处。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与鲜明的现代文化的
融合，造就了乡宁钟灵毓秀、地利人杰的文明生态 。
　　顺应山西省经济转型发展的大环境，遵循“ 崇文尚德，
开放包容”的乡宁精神，依托乡宁蕴藏丰富的优质紫砂原
料（经国家陶研所检测鉴定，这里的紫土富含铁、钾、钠、钙、
硒及麦饭石等多种有益于人体的元素），乡宁华廷陶瓷文
化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于 2020 年 7 月成立，注册资金人民
币 5300 万元，一期工程投资人民币 4000 万元，建成传统紫
砂工艺品生产项目，二期陶瓷酒瓶工程投资人民币 8000 万
元，三期紫砂建材工程投资人民币 10 亿元，以研发紫砂新
工艺、新产品为主 ，并建设健全一流的环保建材生产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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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秉承“ 诚信、尚德、敬业、创新 ”的发展理念，以
向国内外市场提供优质紫砂产品为宗旨，引进先进设备，
引进具备紫砂工艺先进理念的专业人才；注重与国内外高
校和科研机构精准合作，致力于将古老的尧文化、晋文化、
黄河文化，历史悠久的茶文化、花文化、酒文化，古典韵
味的琴诗书画文化同现代高科技成果深度结合，融入紫砂
新产品的研发，铸成乡宁地域文化特色浓郁的多类紫砂新
产品。打造乡宁“华廷紫砂”品牌是我们服务社会，服务
山西，服务全国，走出国门的初衷与使命 。　　
    千年窑器，薪火相传。华廷紫砂陶艺的血脉源自乡宁古
老的红砂文化。华廷公司将进一步发掘红砂文化的深邃内
涵，充分展示新紫砂文化的多元气质，精心打造新紫砂文
化的靓丽风韵，服务大众，娱乐大众，陶冶大众，提高大
众生活与紫砂文化多方面的契合度。
　华廷陶瓷文化有限公司自投资“紫砂小镇”项目以来，
公司即提出“如何传承乡宁古老的红砂陶艺技术”；“如
何使传统与时尚完美结合”；“如何在汲取老工艺精粹的
基础上衍生新时代工艺的创意”三个命题。华廷公司将带
领千余名员工，将紫砂小镇打造成乡宁全域旅游产业链中
的标杆企业，进一步提升乡宁的城市形象；在新紫砂产品
研发中，打造极具乡宁地域特色的紫砂文化，向全国乃至
世界充分展示乡宁地域文化的崭新魅力。

地址：山西 . 乡宁昌宁镇产业聚集区
Tel：0357-6831333
E-mail：15135707518@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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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住宿
前往厦门宾馆：
1. 厦门站 → 南广场出→ 步行 910 米到达梧村车站 → 公交车（2 路、

659 路、19 路、17 路）→ 一中站
2. 厦门北站 → 地铁 1 号线 → 中山公园 4 口出 → 步行 530 米
3. 高崎国际机场站 → 空港快线机场大巴至轮渡站 → 公交车（139

路、32 路、19 路、3 路）→ 一中站

前往厦大科艺中心：
1. 厦门站 → 西北出站口出 → 步行 90 米到达梧村车站 → 公交车

（96 路、659 路） → 厦大西村站
2. 厦门北站 → 地铁 1 号线 → 镇海路站 1 口出 → 步行 230 米到妇

幼保健院公交车站 → 公交车 86 路 → 厦大西村站
3. 高崎国际机场站 → 空港快线机场大巴至轮渡站 → 公交车（2 路、

71 路、29 路）→ 厦大西村站

厦门宾馆与厦大科艺中心的往返：
    会议安排大巴车在会场与厦门宾馆之间接送，同时也提供一条公
交线路：
    厦门宾馆 → 步行 340 米到植物园公交车站 → 公交车 87 路 → 厦
大西村站 → 步行 500 米到厦大科学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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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它推荐酒店：
    除厦门宾馆外，会议推荐的全季酒店，和颐至尚酒店以及格菲酒
店相对于厦大校园的位置见下图，可选择合适路线从厦大西村（西
门）或厦大西北门进入校园。

厦大校内步行路线：
1. [ 入会路线 1]：厦大西村 ( 西门 ) 进入校园，直行 70 米，左转，

走 30 米，右转，直行 330 米左转进入博学路，走 20 米到达终点。
全程约 450 米，7 分钟。

2. [ 入会路线 2]：从厦大西北门进入校园，向正东出发，沿思明南
路走 120 米到克立楼，过马路右转进入博学路，直行 340 米到
达终点。全程约 450 米，7 分钟。

3. [ 就餐路线 ]：从厦大科艺中心出发，向东北方向沿博学路直行
220 米，过马路右转，走 210 米，左转，直行 80 米到达终点。
全程约 510 米，8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