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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仿真学会成立于 1989 年 11 月，是中国科协所属的全国性一级学会，登记管理机关为民政部。学会由全国范围内
从事仿真学科的专家、学者、科技工作者及团体单位组成，支撑单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目前，学会个人会员 2.3 万余人，单位会员 97 个，下设 27 个分支机构（其中 23 个专业委员会，4 个工作委员会）
和 5 个地方学会。中国仿真学会 23 个专业委员会覆盖了航空航天、教育、军事、交通、社会、经济、医学、生命和娱乐
等仿真科学技术领域。学会主办国内期刊和国外期刊各 1 种，编辑出版学术类、技术类、科普类等书籍 10 余种。近年来，
学会主办或联合主办的国内外及港澳台学术会议 20 余项，其中“中国仿真大会”作为学会最重要学术交流品牌，每年举办一
次，会议云集国内仿真及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及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已经成为仿真及相关领域层次最高的学术盛会。“西门子杯”
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以下简称“大赛”）原为全国大学生控制仿真挑战赛、全国大学生工业自动化挑战赛，是在教育部与
西门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下的一项国家级 A 类赛事，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西门子（中国）有
限公司和中国仿真学会联合主办。自 2006 年发展至今，大赛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工业自动化领域规模最大的学生类竞赛之一。
本项大赛 2010 年被纳入教育部质量工程资助项目（控制仿真挑战赛），在 2012 年被中国 - 欧盟工程教育论坛列为唯一的
大学生竞赛项目，2017 年起大赛纳入为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成果。大赛同时是教育部《2015 年产学合作专业综合改
革项目和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联合基金项目》中明确的竞赛。2017 年大赛纳入为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
赛联盟的核心赛事之一。

中国仿真学会

2019 年在民政部、中国科协及学会理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会员和全国的仿真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仿真学
会圆满地完成了 2019 年工作，总结如下：

学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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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排名按姓氏拼音排序）

编委（排名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建国　陈定昌　陈宗基　黄柯棣　黄先祥　康凤举　彭晓源　

汪成为　王精业　王正中　王子才　文传源　吴启迪　熊光愣

名誉主编：李伯虎     

主　　编：李国雄          

常务副主编 ：熊新平              

副主编：（排名按姓氏拼音排序）

范文慧　纪志成　姜　兵　马　萍　马世伟　熊新平 　查亚兵　张　柯　张　克 　张志利

国际编委：

xel Lehmann [DE]　 Yun Bae Kim [KR]　 Kang Sun Lee [KR]　 Gary Tan [SG]　 

Yahaya Md. Sam [MY] Koji Koyamada [JP]　 Satoshi Tanaka [JP]　 Wanquan Liu [AU] 

韩清龙 [AU]

柴旭东　陈　彬　陈丽蓉　陈修龙　陈　勇　崔建江　邸彦强　丁刚毅　董志明　杜承烈　方胜良　费锦东　费敏锐

高慧敏　龚光红　龚　立　顾幸生　郭　晨　韩　华　何　明　何秋茹　侯宝存　胡明伟　胡绍林　胡晓峰　黄天羽

金炜东　孔文华　李　革　李　果　李康顺　李　妮　李为民　廖　瑛　刘　金　刘　魁　刘世光　刘晓平　马惠敏

毛少杰　聂生东　潘志庚　庞国锋　邱晓刚　桑海峰　单家元　沈旭昆　司光亚　苏　中　唐贻发　田　义　王海涛

王俊峰　王维平　王雨时　王中杰　韦志辉　吴建平　吴　静　吴云洁　夏时洪　杨镜宇　杨　明　姚益平　尹　勇

战晓苏　张贝克　张捍东　张　恒　张　霖　郑昌文　郑新奇　周国民　周　泓　周前祥　朱文海　邹湘军

● 《系统仿真学报》第五届编辑委员会

组织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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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仿真学会第八届理事长曹建国向学会首批会士颁发证书

中国仿真学会第八届理事长曹建国颁发荣誉正副理事长证书

2.2019 年学会颁奖活动
2019 年 10 月 11 日，2019 年度中国仿真年会上颁发了 2019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首届中国仿真学会会士证书、

荣誉正副理事长证书。

会员发展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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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支机构科技工作者日主要活动

走进实验室

与国际专家互动

滇越铁路虚拟现实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

实验室公众开放周

成果展览

组织学生参观体育科研中心

● 会员成就

1. 中国仿真学会第八届理事长曹建国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 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专委会委员唐珂入选国家万人计划 - 青年拔尖人才。
3. 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凌入选全世界前十万名科学家榜。

会员发展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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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仿真学会党委换届会议暨第八届第一次理事长办公会议
2019 年 10 月 11 日，中国仿真学会党委换届会议暨第八届第一次理事长办公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讨论确定了中国仿

真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学会党委委员拟任名单，按组织程序审议通过后正式履行党委职责。

2. 完成党建项目工作
2019 年学会党委决定进一步加强党建与学会工作深度融合，在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带领下，发挥党员科技工作者作用，

开展”党建 + 科普“工作，通过建立“中国智慧交通谷”科普基地这一工作案例，探索党建工作与科普活动深度融合并持续发
展的有效方式。现已实现由学会党委牵头与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及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建 “中国智慧交通谷”科普教育
基地并向中国科协提交中国仿真学会科普教育基地申报书。

2019 年 11 月 20 日之前，邀请专家在中国智慧交通谷开展系列讲授课程，中国仿真副理事长马世伟教授代表学会参加
科普基地挂牌仪式。清华大学 - 剑桥大学 - 麻省理工学院“未来交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仿真学会常务理事吴建平教授介绍“城
市交通超脑”。同日莅临指导的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

党委委员马世伟考察党建宣传教育阵地 常务理事吴建平教授介绍“城市交通超脑”

傅志寰院士参观图

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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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展党建教育活动
(1) 学习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4 月 30 日，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办事机构联合党支部聆听了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北航科协王晓峰副秘书长，北航科协直属学会办公室人员聆听了此次讲话。

4. 主题党建会员日活动
2019 年 10 月 23 日，中国仿真学会联合北航科协以及北航科协下属各学会近 50 名的党建小组成员、会员代表及入党

积极分子，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建会员日活动。活动成员们前往通州大运河漕运码头，参观了周文彬纪念雕像，
了解周文彬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重温了入党誓词。通过参观，成员们被周文彬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大家表示：一定要缅
怀革命先烈、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政治思想为统领，围绕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努力工作，开拓创新，把学会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再创佳绩。

最后全体成员乘船游览通州大运河，在饱览美景的同时感受我党为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体验通州百年来的历史变迁、
享受通州母亲河的无穷魅力。

活动合影

1. 中国仿真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2019 年 10 月 11 日，中国仿真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界的近 300 位嘉宾和会员代

表到会。大会审议通过《中国仿真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关于修改 < 中国仿真学会章程 > 的报告》和《中国仿
真学会第七届理事会财务报告》， 并已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理事会及第一届监事会。中国仿真学会第八届理
事会规模 139 人，平均年龄 50 岁，其中 45 岁以下青年仿真工作者 35 名，女性仿真工作者 21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3 名。
监事会是新生组织机构，是学会的监督机构，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第一届监事会规模是 3 人，通过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北京航空航天大会吴云洁为监事长。

在随后召开的中国仿真学会第八届理事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第八届常务理事会、正副理事长，曹建国当选学
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查亚兵、范文慧（常务）、黄海军、纪志成、姜兵、马萍、马世伟、熊新平、张柯、张克、张志
利 11 人当选中国仿真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理事会聘任李妮为秘书长。

● 组织建设工作会议

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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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在成都召开中国仿真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会后，学会办公室上报中国科协和民政
部相关换届材料，并配合民政部指派的北京中瑞诚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完成理事长离任审计工作。目前，民政部
已审核通过《中国仿真学会章程》和第八届理事会负责人备案表，离任审计工作已完成。

1.2019 年度优秀专业委员会
● 生命系统建模仿真专业委员会 
● 航空航天系统仿真专业委员会
● 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专业委员会
● 医疗仿真专业委员会

3.2019 年度优秀科技工作者
白丹宇　毕文豪　曹建芳　邓小明　董伟杰　郭丽琴　
焦　鹏　李　擎　李小波　刘红良　刘兴文　马　静　
史　航　孙　剑　孙　鑫　唐　旻　汪玉洁　王　斌　
魏佳宁　谢　叨

● 换届工作

● 表彰 2019 年度优秀专业委员会

2.2019 年度突出贡献专业委员会
● 环境建模仿真专业委员会
● 装备运用实验与训练仿真专业委员会
● 仿真技术应用专业委员会
● 虚拟技术及应用专业委员会

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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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奖励工作

根据《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评选办法》，中国仿真学会开展 2019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评选工作，获奖
名单如下：

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创新技术一等奖
获奖项目：高密度分布式电源建模仿真及运行控制技术
主要完成单位：东南大学
获奖人员：顾　伟　盛万兴　楼冠男　刘科研　柳　伟　孟晓丽　王建华　吴在军　董伟杰　贾东梨　曹  戈　
　　　　　李培鑫　刘伟琦　史文博
获奖项目：数据驱动的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技术及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获奖人员：邢立宁　王　凌　王　锐　崔志华　何敏藩　任　腾　黄志炜　谭　旭　鲍翊平　伍国华　石建迈
获奖项目：典型装甲装备毁伤仿真方法与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陆军装甲兵学院
获奖人员：黄俊卿　谭亚新　张　伟　徐豪华　朱敏洁　范  锐

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创新技术二等奖
获奖项目：基于交通模型实时滑动校核的高速公路流量预测及收益分析一体化技术支撑平台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人员：方　杰　段仲渊　连　萌　罗建科　丘建栋　刘　恒　陈守逸　王旦林　赵再先　罗钧韶　
　　　　　李瑞萍　王  健

获奖项目：国和一号（CAP1400）首台全范围培训模拟机
主要完成单位：国核自仪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获奖人员：龚　益　丁维民　王云伟　林　桦　王璟增　王黎泽　杨义新　张往锁　蔡根祥　薛琳娜　韩秋业
　　　　　王　漠　王申博
获奖项目：非结构化数据特征分析的仿真关键技术及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淮阴工学院
获奖人员：高尚兵　李　翔　曹苏群　朱全银　周　君　潘志庚　严云洋

学会奖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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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举荐和培养

● 青年人才托举平台

● 技术培训

1.2019 年青年科学家论坛
为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被托举人提供学术交流、合作平台，同时锻炼他们的组织协调能力，在 2019 年中国仿真大

会期间设立“青年科学家论坛”，让学会更多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在此平台上进行充分学术交流。

2. 申报中国科协第五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2019-2021）
学会按照年初制定工作计划，2019 年 7 月份启动 2019-2021 年度“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候选人选拔工作，共收到 16 份

申请材料。学会在初评的基础上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主楼 F308 会议室召开的终评会议，经过专家
审议、投票，最终确定，参加会议的有 9 位专家，经过严格细致地审查申报材料，最终评选吴志、王鹏为 2019-2021 年度“青
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目前已在学会网站公示。至此，学会青年托举人才为 7 名。

1. 线上培训
2019 年 3 月 -6 月，“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组委会组织了多场的线上技术分享活动，涵盖了流程行业、离散行业、

工业信息、运动系统、企业一线工艺技术等。共计 16 场。所有技术分享均以在线直播的方式进行，吸引了大量参与者（平
均人气 2000，单次观看人气最高 14000 人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反响。

2019-2021 年度“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

吴　志
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王　鹏
国防科技大学

人才举荐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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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观实践
为更好地将仿真技术的普及与实际工业现场相结合，“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组委会组织了多次工业企业参观

活动（聚龙股份有限公司、久胜车业有限公司、中恒复印集团），让青年人才了解企业面临的真实困境与生产需求，加强
对制造业企业运营、企业思维方式及人才培养理念的认知，了解仿真技术的应用。

参观活动

代表合影

3. 技术交流会
2019 年 4 月 13 日，“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组委会组织了创新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上，

三峡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辽宁科技大学、南昌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五所优秀院校的领导代表依次进行了经验与成果的分
享交流。

人才举荐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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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线下培训
2019 年 6 月 3 日 -4 日，“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组委会，组织在三峡大学举办了工业 DCS、PLC、运动系统、

工业网络等基础知识与工程实践应用培训，来自全国 17 所学校的 80 余位教师以及部分学生参与了此次培训。培训中，主
要讲解了实际工业中常见的 DCS、PLC、运动系统、工业网络等基础知识并通过仿真技术模拟工业现场进行了实际应用的
演示。

5.TMBH 新工程师大讲堂
2019 年 8 月 26 日，“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组委会，组织开设了“TMBH 新工程师大讲堂”。TMBH 新工程师大讲堂，

构建了一个企业应用到学校教学改革的传声通道，既是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新方法（以下用“四新”来表示）的布道场，
也是工科学子 TMBH 四维能力培养在教学落地的交流地。大讲堂邀请了西门子公司、北京蔚蓝数字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企业
部门负责人分享了有关工业互联网、工业安全、仿真应用等方面的知识。

竞赛现场

人才举荐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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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现场

学术交流

● 2019 年中国仿真大会

中国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暨 2019 年中国仿真大会“新一代人工智能引领下的建模仿真技术”2019 年 10 月 12
日至 13 日，由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中国仿真学会、北京仿真中心、航空工业成都飞机设计
研究所承办，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暨 2019 年中国仿真大会在四川成都举行。
四川省人民政府王凤朝副省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左宁院士，中国工程院李伯虎院士、赵沁平院士，中国仿真学会理事
长、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曹建国董事长，成都市人民政府曹俊杰副市长，四川省科技厅陈学华副厅长，成都市经
济和信息化局陈志勇局长等出席了论坛。来自国内外的 500 余名仿真领域的专家代表到会。6 位专家呈现了精彩的大会报告，
开展了 4 场分会场交流活动，收到稿件 300 余篇，录用论文 198 篇。

2019 年总会及分支机构主办或承办学术交流活动 30 余项，2019 年中国仿真大会作为学会学术品牌，其规模和层次再
创新高：（总会和分支机构会议信息列表详见附件 1）

学术交流





CHINA SIMULTION FEDERATION

24

大会现场

专家报告 大会现场

● 部分优秀分支机构学术会议

1. 虚拟现实康复技术与应用论坛
中国仿真学会医疗仿真专委会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在杭州主办虚拟现实康复技术与应用论坛。中国工程院赵沁平院士

和李兰娟院士担任论坛共同主席，旨在探讨虚拟现实康复技术发展方向，促进相关前沿技术交流，深化产学研医合作，论
坛参会人数超过 200 人。

2.2019 中国离散系统仿真技术与应用学术年会  
2019 年 11 月 16 日，中国仿真学会离散系统仿真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2019 中国离散系统仿真技术与应用学术年会在华

中科技大学举行。来自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陆军装甲兵学院、
深圳大学、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 20 多所国内知名院校和研究院所的 100 多名专家学者、学生参加了此次会议。2 个
分会场；征集论文 60 篇，录用论文 20 余篇。

学术交流

3. 第十九届中国虚拟现实大会 (China VR 2019)
2019 年 11 月 22-24 日，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图象图形学会和中国仿真学会联合主办，以“VR 的智物新时代”为主

题的第十九届中国虚拟现实大会 (China VR 2019) 在深圳大学城召开。数十名行业内顶级专家与 700 余名从业者共同见证
了大会盛况。8 个分会场；征集论文 131 篇，录用 66 篇。

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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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国际培训班

国际交流与合作

● 国际合作

1.2019 年 8 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办国际暑期班，邀请国外知名教授讲授建模仿真基本知识课程（Basics of 
Computer-Based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Methodologies,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2. 与韩国、日本等国合作，申请建立国际互操作标准 ISO SC。

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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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交通信号控制 & 交通仿真论坛
2019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定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至 16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交通运输部、

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公路学会承办的“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国内外交通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正在成为有影响的国际性
学术交流品牌，为政、产、学、研、用提供了一个酝酿创新、引导创新、展示创新和实施创新的国际化平台。作为 2019 世
界交通运输大会的论坛活动之一，交通仿真专委会承办了“交通信号控制 & 交通仿真论坛”。

4. 中国仿真学会医疗仿真专委会承办的 "2019 年第五届国际康复医学与康复工程前沿技术临床转化会议
2019 年 11 月 2 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仿真学会医疗仿真专委会承办的 "2019 年第五届国际康复医学与康复工程

前沿技术临床转化会议 " 在深圳市盐田区大百汇生命健康产业园顺利召开。本次会议以 " 智慧医疗与临床转化 " 为主题，继
续传承历届会议的精粹，聚焦康复医学、 康复技能、康复工程、医疗机器人等领域的创新与转化。中国工程院戴尅戎院士、
中国仿真学会医疗仿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大会主席谢叻教授等人出席会议。300 多位来自国内外知名大学、医院、康复
医学机构、科研院所及产业界的嘉宾齐聚一堂，共襄盛举。

大会合影

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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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城”科普工作展馆

科普讲座大讲堂

活动现场

2. 组建科普专家团队
组建“大数据大健康仿真技术”、“类脑智能计算与生物系统仿真”、“数字娱乐与仿真”、“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军事装备学”、

“仿真与先进制造学科”6 个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已获中国科协批准。

3. 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
（1）2019 年 6 月 14 日，应北京市海淀太平路小学邀请，环境建模仿真专委会携六人团队举办了 " 智能科技 VR 及海

洋知识 " 的科普讲座，通过卫星图片、VR/AR 虚拟展示技术介绍海洋环境现状以及人类对海洋的影响，受到了小同学们的
热烈欢迎。

（2）2019 年 5 月 18 日，仿真技术应用专业委员会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9 年科技活动周活动。本届主题是“科技
强国 科普惠民”，活动为期两天。专委会负责信息科普环节，邀请宁夏海原一中、海原二中、海原三中的同学从千里之外
来到中国科大，亲身体验科技的魅力。

竞赛和科学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