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Of Tech 2016移动互联网
技术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World Of Tech 2016移动互联网技术大会将于2016年08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World Of TechWorld Of Tech

遇见技术未来遇见技术未来

WOT，World Of Tech 技术峰会专注互联网IT技术领域，
全年四次技术人盛大聚会，聚焦技术难点与同道中人开启技术路上的新机遇

应用架构应用架构

有无数的移动Web应用程序在互联网上公布，这些应用程序在发布之前都需要经过大量的工作和很多工程师辛勤的
劳动，开发移动应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快速找到优秀的移动开发框架来简化移动应用的开发，缩短
程序的发布时间。

平台技术平台技术

曾经大家以为在手机上可以像桌面那样通过Web技术来实现跨平台开发，却大多因为性能或功能问题而放弃。但这
并没有阻止人们对跨平台开发技术的探索。

性能优化性能优化

卡顿、不流畅等人机交互体验方面的缺失会非常影响用户对于某一应用的态度。一款手机应用在开发过程中做好性
能优化，将有效提升用户体验。

创新技术创新技术

想要发挥移动性全部潜力，必须掌握广泛的技术和技能。其中许多是IT人员不熟悉的技术和技能。那些移动开发的
创新技术，你都知道吗？

VR技术VR技术

VR潮汹涌而至，正在波及各行各业。然而VR在成为主流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些基础性障碍，那么虚拟现实将首先会在
哪里获得成功，你该如何摆好姿势等着和VR共同起飞？

前端技术前端技术

移动前端开发正逐渐步入前端技术的主流，也许并不需要你掌握额外的技术，然而在PC Web上那一套多数情况下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7807/


又并不适用，你必须知道这其中的注意点。

APP大赛APP大赛

产品的灵魂在于创新，是创新让优秀的APP从应用海洋中脱颖而出。为深入挖掘产品价值，传递创新精神，扶持移
动互联网开发者以及中小型创业团队持续成长，51CTO网+平台即将举办“首届中国APP创新评选大赛”。

信息安全信息安全

作为一种新型网络类服务性载体，移动互联网相交于以往其他互联网络的服务还是存在着些许差异。但是无论对于
移动互联使用的侧重点是什么，网络信息化的安全问题则是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严肃问题。

游戏游戏开发开发

传统的游戏一般要开发两到三年。而大部分移动游戏几月之内就能开发完毕。如果你想设计出一款令同行和玩家都
满意的游戏，那么你就要在发展你的游戏开发事业中掌握诸多技巧。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主会场1主会场1

有无数的移动Web应用程序在互联网上公布，这些应用程序在发布之前都需要经过大量的工作和很多工程师辛勤的
劳动，开发移动应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快速找到优秀的移动开发框架来简化移动应用的开发，缩短
程序的发布时间。

08:00-08:50 注册签到  

9:00-9:10 致辞 林师授 51CTO副总编 移动开发者服务联盟负责人

9:10-9:45 敬请期待 章文嵩（待定） 滴滴高级副总裁，LVS开源软件创始人

9:45-10:20 Stitch Fix--数据科学＋造型师颠覆传统服装零售业购物方式 王建强 Stitch Fix数据科学总监/前Twitter
美国总部技术主管

10:20-10:55 敬请期待 梁宇凌 Google美国总部 Android高级架构师

10:55-11:30 敬请期待 吴志华（天施）(待定) 淘宝移动平台基础平台部负责人

应用架构应用架构

13:30-14:15 大型App服务端架构演化及最佳实践 王庆友 独立技术顾问/前1号店首席架构师

14:15-15:00 敬请期待 王朝成 饿了么首席架构师

15:10-15:10 茶歇  

15:10-15:55 敬请期待 贾俊杰 云之讯CTO

15:55-16:40 高可用之路 张明强 陌陌技术保障部总监

18:00-20:00 英雄汇 

 

平台技术平台技术

13:30-14:15 敬请期待 单泽兵 玩多多CTO

14:15-15:00 敬请期待 窦敬博 苏宁易购移动端技术负责人

15:00-15:10 茶歇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8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17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6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41/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6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76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30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363/


15:10-15:55 Cocos Creator：高效HTML5 内容创作工作流程 王楠 触控科技creater产品总监

15:55-16:40 敬请期待 肖文峰 TalkingData CTO

18:00-20:00 英雄汇 

 

物联网物联网

13:30-14:15 敬请期待 罗未 WRTnode创始人51CTO副总编 移动开发者服务联盟负责人

14:15-15:00 注册签到 陳柏儒 MTK

15:00-15:10 茶歇  

15:10-15:55 从开源与技术的角度看物联网产业发展趋势 杜玉杰 开源布道师，曾任OpenStack基金会个人董事
51CTO副总编 移动开发者服务联盟负责人

15:55-16:40   

18:00-20:00 英雄汇  

VR技术VR技术

13:30-14:15 敬请期待 霍殿岩 庞际网络创始人、原呈天时空CTO

14:15-15:00 敬请期待 袁东 HTC Vive中国区内容技术负责人

15:00-15:10 茶歇  

15:10-15:55 敬请期待 任福新 RGBVR CTO

15:55-16:40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暴风魔镜CTO

18:00-20:00 英雄汇

 

前端技术前端技术
 

9:00-9:45 APP与H5优化之路 王修全 唯品会移动端技术总监

9:45-10:30 从0到1搭建自有、高效、健壮的HybridApp框架 张思楚 ThoughtWorks 高级咨询师

10:30-11:15 用React支撑亿级PV网站 郑昕 知乎前端负责人

11:15-12:00 敬请期待 崔红保 Dcloud前端架构师

性能优化性能优化
 

9:00-9:45 敬请期待 陈浩然 携程无线开发总监

9:45-10:30 敬请期待 孙玄 58高级系统架构师 转转总架构师

10:30-11:15 基于云及Docker一键式架构亿万级系统 孙东风 万达飞凡网C端研发部总经理/前足记CTO

11:15-12:00 1号店移动如何有效支撑百亿业务 施华 1号店高级架构师

直播技术直播技术
 

9:00-9:45 敬请期待 谢晓昉 保利威视(polyv) 创始人兼CEO

9:45-10:30 移动直播平台云端架构设计与优化 崔晶晶 百度开放云首席解决方案架构师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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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1:15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网易云信

11:15-12:00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七牛

运维运维与安全与安全
 

13:30-14:15 敬请期待 崔鹏 58到家支付平台总架构师

14:15-15:00 敬请期待 那广 国美在线-运维经理

15:00-15:10 茶歇  

15:10-15:55 敬请期待 刘浩 360云安全事业部总经理

15:55-16:40 敬请期待 于丙哲 新浪秒拍和微博日志分析负责人

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13:30-14:15 构建探索性大数据分析平台 王劲 数果科技创始人

14:15-15:00 敬请期待 郭炜 易观智库CTO

15:00-15:10 茶歇  

15:10-15:55 电商新趋势下的数据分析实践与思考 董四辈 当当广告及推荐部高级架构师

15:55-16:40   

APP大赛APP大赛

13:30-14:15 敬请期待 王宇 探探创始人

14:15-15:00 敬请期待 马力（待定） 最美应用创始人

15:00-15:10 茶歇  

15:10-15:55 敬请期待 崇林 她社区CTO

15:55-16:40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陈浩然
携程

无线开发总监  

肖文峰
TalkingData

CTO  

施华
1号店

高级架构师  

任福新
RGBVR

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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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强
陌陌

技术保障部总监  

张思楚
ThoughtWorks

高级咨询师  

单泽兵
玩多多
CTO  

罗未
WRTnode

创始人

王朝成
拉扎斯网络科技

移动架构师  

王劲
数果科技
创始人  

霍殿岩
庞际网络
创始人  

王宇
探探

创始人

王楠
产品总监
触控科技  

孙东风
足记

副总裁  
王庆友

技术顾问  

郭炜
易观智库

CTO

贾俊杰
云之讯
CTO  

王修全
唯品会

原生app技术总监  

梁宇凌
Google

高级Android架构师  

孙玄
58同城

系统架构师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票种票种 06/26--07/1806/26--07/18 07/19--08/0807/19--08/08 08/09--08/2708/09--08/27

A票（含餐） 1600元/人 1800元/人 2000元/人

B票（不含餐） 1200元/人 1400元/人 1600元/人

说明
1. 团购≥5张，享每张减100元优惠券，团购≥10张，享受每张减200元优惠。 团购优惠仅限于A票和B票。



2. 以上价格不包含往返交通及住宿费用。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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