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四届中国仿真大会暨第二十一届亚洲仿真会议” 

会议通知 

同志：您好！

第三十四届中国仿真大会是由中国仿真学会主办的学术年会，自 1989 年起

每年举办一次，是国内仿真领域最大规模、综合性和影响力最强的大型综合性学

术会议，旨在为仿真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提供一个展示创新成果、展望未来发

展的高端学术平台，搭建一座产学研用多方合作的桥梁，助力和推动不同学科领

域的交叉融合，引领仿真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发展。 

第三十四届中国仿真大会主题为“发展仿真科学工程 促进科技自立自强”，

将与第 21 届亚洲仿真会议 AsiaSim 联合举办，定于 2022 年 9 月 23∽25 日在长

沙北辰国际会议中心举办，邀请仿真领域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出席。大会采取

“1+23+1”的会议开展模式，即 1个学术主会场+23个学术分会场+1个仿真产业

展会。 

一、 报到时间及地点 

1) 会议报到时间：2022年 12月 9日-11日

2) 会议报到地点：长沙北辰国际会议中心（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

路三段 1500 号 a3区）；

3) 本次会议不安排接站，请参会人员自行前往

二、 会议费用： 

1.会议费：

日期 会员（元/人 ) 非会员（元/人 ) 

11 月 30日前 2500 2800 

现场（12月9日∽11日） 2980 

2.缴费方式：银行汇款或现场缴费

银行汇款：11月30日前 现场缴费：12月9日-11日

开 户  行：招商银行北京大运村支行 

户   名：中国仿真学会 

帐   号：110925721310901 

汇款请注明：“仿真大会+ID 号+姓名”； 

3.论文作者已交纳过会议费的，不用再注册、交纳；

4.会议期间餐由会议统一安排，住宿由参会代表自行预订。



三、 会议安排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12月 23日 14:00-22:00 参会人员报到 

12月 24日 09:00-17:00 
1. 大会开幕式

2. 院士、专家报告

12月 25日 

分会场报告 

09:00-12:00 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分会场 

09:00-12:00 新型电力系统背景下的系统建模与仿真 

09:00-12:00 高性能仿真与综合能源系统数字孪生 

09:00-12:00 
“虚拟世界，孪生未来” 

――虚拟现实与数字孪生研究进展与产业融合应用 

09:00-12:00 数字先行时代下的复杂系统建模仿真与控制 

09:00-12:00 基于模型的体系/系统设计与仿真技术交流会 

09:00-12:00 不确定性系统理论及算法热点研究问题 

09:00-12:00 智能全景系统创新技术研讨会 

14:00-17:00 复杂环境建模与仿真 

14:00-17:00 智能数值仿真 

14:00-17:00 建模与仿真标准化技术 

14:00-17:00 数字娱乐与仿真技术 

14:00-17:00 网络化复杂系统通信与智能控制 

14:00-17:00 复杂系统高效仿真算法 

14:00-17:00 科学计算，智造未来——CAE 仿真分会场 

14:00-17:00 交通建模与仿真技术发展论坛 

09:00-17:00 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发展展望 

09:00-17:00 社会模拟与社会计算前沿方法与研究 

09:00-17:00 数字体育与主动健康 

09:00-17:00 工业互联网与建模仿真前沿论坛 

09:00-17:00 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论坛 

09:00-17:00 人工智能与仿真 

09:00-17:00 数字化与 LVC 



四、 会议注册报名、开具发票： 

1. 通过会议官网注册：www.cnsim.org.cn/cass-sim/cn/

2. 缴纳会议费，上传缴费凭证，会务组确认后，参会人在系统中自行开具会

议费发票。 

备注： 论文作者不用重复注册。 

五、 住宿安排 

会议期间住宿，参会人自行预定房间，会议公司可以帮助预定酒店，酒店详

情及价格请见附件。 

会议公司订房联系方式：苏经理 15111184911、谢经理 15802533493 

备注：与会议公司预定房间请报会议名称“仿真大会”，否则无法享受通知

中的会议价。预定房间住宿时间变更、取消请务必及时通知，以免酒店收取空床

费。 

六、 交通信息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长沙北辰国际会议中心：距离约 29公里，打车约 78元。 

长沙站—长沙北辰国际会议中心：距离约 8.2公里，打车约 20 元。 

长沙南站—长沙北辰国际会议中心：距离 19.2公里，打车约 49元。 

七、 会务组联系方式： 

1. 联系人：赵罡  田洁  苏志  刘诗璇

2. 联系电话：010-82317098  010-82310612

3. 电子邮箱：cassimul@vip.sina.com

4. 有关本次会议的详细情况请登陆中国仿真大会会议网站网页：

 www.cnsim.org.cn/cass-sim/cn/ 

大会组委会热情欢迎各位代表提前安排好工作积极参会，期待您的到来！ 

特此通知 

大会组委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http://www.cnsim.org.cn/cass-sim/cn/
mailto:cassimul@vip.sina.com
http://www.cnsim.org.cn/cass-sim/cn/


附件：北辰国际会议中心周边酒店（如需订房，请与会议公司联系：苏经理 15111184911、谢经理 15802533493） 

酒店名 星级 酒店地址 面积 房价 距离长沙北辰国际会议中心 

维也纳酒店（长沙五一广场店） 三星 
开福区湘雅路街道庆和里路 27 号

宇成开福广场 
大双 18-21 ㎡ 298 元含早 约 2.8 公里， 车程约 8 分钟 

 

 

 

     

      

      

丽枫酒店（长沙福元西路万科城店） 三星 开福区福元西路 148号万科金 mall 大双 31-41 ㎡ 299 元含早 约 3.3 公里，车程约 8 分钟 

   

 

 

 

 

 

 

 

 

 

 

  



维也纳酒店（长沙润和国际广场店） 三星 开福区浏阳河街道福元西路 96 号 大双 26 ㎡ 340 元含早 约 3.3 公里，车程约 10 分钟 

 

 

 

 

 

   

      

  
 

 
   

长沙凡禧酒店 四星 开福区东风路 139 号 

大床 27-30 ㎡ 

双床 30-37 ㎡ 

行政大 34-40 ㎡ 

榻榻米 28 ㎡ 

338/408元含早 约 4.5 公里，车程约 13 分钟 

 

 

 

 

 

 

  

      

      



馨里·湖南新闻国际大酒店 四星 
开福区芙蓉中路 1 段 469 号新闻大

厦 
大床 25-30 ㎡ 405 元含早 约 5.2 公里，车程约 14 分钟 

  

    

      

      

      

长沙华悦大酒店 四星 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2 号 
标双：31 ㎡ 

高级双/大：31 ㎡ 
278/318元含早 约 2.5 公里，车程约 9 分钟 

 

 

 

     

      

      



长沙延年世纪酒店 四星 
开福区四方坪三一大道与车站路交

汇处东北角 406 号 
大双 31-35 ㎡ 418 元含早 约 3.8 公里，车程约 11 分钟 

 

 

 

     

      

      

珠江花园酒店 准五 开福区福元西路 99 号 大双 40 ㎡ 480 元含早 约 2.9 公里，车程约 8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