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全球云计算开源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全球云计算开源峰会将于2017年04月在北京召开。

大会亮点大会亮点

近年来，云计算开源技术逐渐成为云计算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导向，改变了以往的信息技术进化模式，引领软件技术
标准的发展和创新，深刻影响着整个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格局。为进一步探索我国云计算开源技术发展模式，加速
云计算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更好地发挥云计算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促进我国云计算产业快
速、健康发展。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办、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承办的"全球云计算开源峰会"将于2017年4

月19日－20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次峰会将聚焦虚拟化和OpenStack、容器、大数据、运维等开源技术和产
业，以及开源治理等方面内容。

大会亮点大会亮点

首个发布中国云计算开源发展报告

中国首个金融客户主导的运维开源项目发布
国际
3大大开源组织Linux基金会、OpenStack基金会、Apache基金会齐聚，新锐观点颠覆碰撞

OSCAR成果展示：

 •可信云开源解决方案评估 OpenStack性能展示

 •OpenStack互操作能力展示

 •人才培养介绍

 •关键行业使用开源技术路线指南

OSCAR尖峰开源技术和人物发布

技术与产业齐飞：10场场主题活动，Openstack、基础设施、容器、大数据与数据分析、运维产品、云安全、开源治
理、政企行业使用开源、能源行业使用开源、金融行业使用开源、通信行业使用开源……一次参与，全部收获30
多多位技术大咖，3000名名行业嘉宾

培训培训—会前预热会前预热

OpenStack培训培训
最专业的OpenStack专家为你分享实战经验

容器培训容器培训
最豪华的容器讲师阵容带你一览核心难点

云计算培训云计算培训
最具含金量的云计算认证培训极速体验

4月月19日日 第一天第一天



主论坛主论坛

4月月19日上午日上午
主题：云计算开源技术趋势主题：云计算开源技术趋势

主持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主持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  刘多刘多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09:00-09:05 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

09:05-09:25 Keynote 院士

09:25-09:40 中国云计算开源发展报告 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

09:40-09:50 合作发布 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

主题：顶级开源企业，创新开源生态主题：顶级开源企业，创新开源生态
主持人：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理事长主持人：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理事长  余晓晖余晓晖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09:50-10:10 Keynote Google

10:10-10:30 Keynote Linux基金会代表

10:30-10:45 Keynote 华为

10:45-11:00 Keynote 华三

11:00-11:20 Keynote OpenStack基金会代表

11:20-11:35 Keynote 中联润通

11:35-11:50 开源云计算平台在大型企业的应用实践 刘若潇 腾讯企业IT部总经理

11:50-12:05 Keynote 联想

 

分论坛一分论坛一

下午技术开源论坛一下午技术开源论坛一
基础设施开源论坛（出品人：郭迎春、梁伟）基础设施开源论坛（出品人：郭迎春、梁伟）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4:10 《OpenStack cross project management》
Mike Perez

OpenStack基金会



14:10-14:50 主题演讲 EasyStack

14:50-15:30 《 开源云计算平台上的资源调度比较分析》
滕启明
IBM

15:30-15:50 主题演讲 迈络思

15:50-16:30 《Ceph运维实践及业务场景分析》
张磊
腾讯

16:30-16:50 主题演讲 中联润通

16:50-17:30 《openstack中的SDN们》
肖宏辉
华为

 

分论坛二分论坛二

下午技术开源论坛二下午技术开源论坛二
容器论坛（出品人：王利俊）容器论坛（出品人：王利俊）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4:10 Kubernetes 腾讯

14:10-14:50 主题演讲 希云

14:50-15:30 容器技术在雪球的实践
董明鑫
雪球（北京）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高级运维开发工程师

15:30-15:5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5:50-16:30 “粤教云” 2.0
柳泉波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教育云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副主任

16:30-16:5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6:50-17:1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分论坛三分论坛三

下午技术开源论坛三下午技术开源论坛三
大数据与数据分析开源论坛（出品人：韩卿大数据与数据分析开源论坛（出品人：韩卿Luke））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李浩源



13:30-14:10 主题演讲 美国Alluxio创始人

14:10-14: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4:30-15:10 主题演讲 阿里

15:10-15: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5:30-16:10 主题演讲
PingCAP刘奇
TiDB创始人

16:10-16: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6:30-16:5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分论坛四分论坛四

下午技术开源论坛四下午技术开源论坛四
运维和云安全开源论坛（出品人：智锦）运维和云安全开源论坛（出品人：智锦）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4:10 主题演讲
Rob Finn

Puppet 公司副总裁

14:10-14: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4:30-15:10 主题演讲
任明
银联运维总架构师

15:10-15:50 主题演讲
鲁海军
云保久久公司CEO

15:50-16:30 《可信云金牌运维产品评估方法》
牛晓玲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6:30-17:10 主题演讲
唐青昊
360 Marvel Team负责人

17:10-17:50 主题演讲
吴峥涛（花名知胜）
蚂蚁金服基础技术部系统组leader

 

分论坛五分论坛五

下午技术开源论坛五下午技术开源论坛五
DevOps 2.0 论坛论坛(出品人：萧田国）出品人：萧田国）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3:50 主题演讲  

13:50-14:10 主题演讲  

14:10-14:30 主题演讲  

14:30-14:50 主题演讲  

14:50-15:10 主题演讲  

15:10-15:30 主题演讲  

15:30-15:50 主题演讲  

 

培训培训

下午培训下午培训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5:50 OpenStack培训 EasyStack

13:30-15:50 OpenStack培训 UMCloud

4月月20日日 第二天第二天

主论坛主论坛

4月月20日上午日上午
主题：开源技术产业化主题：开源技术产业化

主持人：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主持人：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 何宝宏何宝宏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09:00-09:05 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领导

09:05-09:10 致辞 行业主管部门领导

09:10-09:20 OSCAR尖峰开源技术和人物奖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领导
通信标准化协会领导
人民邮电报
开源中国

金融客户代表



09:20-09:30 中国首个金融客户主导的运维开源项目发布 云霁科技
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

09:30-09:40 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成果介绍 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

主题：尖峰开源企业，分享开源项目主题：尖峰开源企业，分享开源项目
主持人：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秘书长主持人：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秘书长  栗蔚栗蔚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09:40-10:00 Keynote Apache基金会代表

10:00-10:20 Keynote
智锦
云霁科技CEO 

10:20-10:40 Keynote 360

10:40-10:50
OSCAR成果展示一
可信云开源解决方案评估 OpenStack性能展示

陈屹力
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政策标准组组长

10:50-11:00
OSCAR成果展示二
OpenStack互操作能力展示

马飞
OpenStack互操作项目组组长
OpenStack基金会InterOP工作组
参加项目的企业

11:00-11:10
OSCAR成果展示三
人才培养和关键行业使用开源技术路线

郭雪
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 人才培养组组长
陈文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1:10-11:20 中国开源生态发展 开源中国

11:30-11:50 Keynote 云途腾

11:50-12:10 Keynote DS/OS（预留）

 

分论坛一分论坛一

下午产业开源论坛一下午产业开源论坛一
政企行业使用开源论坛政企行业使用开源论坛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4:10 《政府采购虚拟软件招标标准解读》 国采中心

14:10-14:30 主题演讲 中联润通

14:30-15:10 主题演讲 行业专家



15:10-15: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5:30-16:10 主题演讲 行业专家

16:10-16: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6:30-17:10 Panel 供需双方讨论

 

分论坛二分论坛二

下午产业开源论坛二下午产业开源论坛二
能源行业使用开源论坛能源行业使用开源论坛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4:10 主题演讲 电力大数据

14:10-14: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4:30-15:10 主题演讲 石油行业

15:10-15: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5:30-16:10 主题演讲 国电通

16:10-16: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6:30-17:10 Panel 供需双方讨论

 

分论坛三分论坛三

下午产业开源论坛三下午产业开源论坛三
金融行业使用开源论坛金融行业使用开源论坛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4:10 主题演讲 建行或农行

14:10-14: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4:30-15:10 主题演讲 兴业银行

15:10-15: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5:30-16:10 主题演讲 民生银行

16:10-16: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6:30-17:10 Panel 供需双方讨论

 

分论坛四分论坛四

下午产业开源论坛四下午产业开源论坛四
通信行业使用开源论坛通信行业使用开源论坛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4:10 主题演讲 中国电信

14:10-14: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4:30-15:10 主题演讲 中国移动

15:10-15: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5:30-16:10 主题演讲 中国联通

16:10-16: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6:30-17:10 Panel 供需双方讨论

 

分论坛五分论坛五

下午产业开源论坛五下午产业开源论坛五
开源治理论坛（出品人：刘艳华）开源治理论坛（出品人：刘艳华）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4:10 《开源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和对策》 李文宇
信通院 

14:10-14: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4:30-15:10 《开源合规工程与权利管理》
林诚夏
台湾开放文化基金会

15:10-15:30 主题演讲 合作伙伴

15:30-16:10 《Linux中的OpenSDS始末》
白涛
华为



16:10-16:50 《企业开源治理的实践与案例》
刘天栋
开源社

16:50-17:30 开发者生态建设、开源社区运营和治理
林旅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社区经理

 

培训培训

下午培训下午培训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13:30-15:30 基于开源XpmJS开发小程序培训 团队猫

13:30-15:30 容器培训 YESLAB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郭雪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工程师  

刘浩
360云安全事业部

总经理  

智锦
云霁科技

创始人兼CEO  

刘艳华
华为开源
产品总监

韩卿
Kyligence

联合创始人兼CEO  

王利俊
希云cSphere

创始人兼CEO  

梁伟
云计算与大数据产品线

总监助理  

郭迎春
OpenStack 118n

项目创始人

汤人杰
浙江移动

资深架构师、原工商银行…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300元元/人人
可免费获得会后可公开的PPT资料，含2天午餐费（工作餐）。

1000元元/人人
可免费获得会后可公开的PPT资料，含2天午餐费（自助餐），保证在前10排席位，参加高层晚宴。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