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DCC 2016中国软件开发者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SDCC 2016中国软件开发者大会将于2016年11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SDCC中国中国软件软件开发者嘉年华（开发者嘉年华（Software Developer Carnival China）），是由全球最大中文IT社区CSDN于2007年
创办的软件技术领域顶级盛会，将如约于2016年年11月月18日日-20日日再度震撼来袭。秉承干货实料的SDCC在今年相继
走进了上海、深圳、成都、杭州等 地，一次又一次引爆当地技术圈，而本届大会有百场以上的深度技术讲座，话题
涵盖了互联网架构、编程语言、大数据、研发管理、前端开发、微信开发、人工智 能、运维、直播技术等方面，旨
在推动软件开发实践的深入交流与分享，为软件开发者、广大互联网人士及行业相关人士提供最具价值的交流平
台。

十三大主题十三大主题

电商架构、编程语言、架构师的进阶之路、前端、高可用架构、基于Spark的大数据系统设计、微信开发、研发管理
与团队建设、架构演进、高吞吐数据库系统设计要领、自动化运维与容器实践、移动视频技术实践、个性化推荐

出品人出品人

 



 

十三大主题十三大主题

1. 电商架构电商架构

双11异常火爆，不管是销售数字，还是用户体验，这次全民购物狂潮再次刷新了过去的所有记录。而在这一切背
后，需要稳定高效的系统架构设计来提供有力支持。本专题揭示了国内各大知名电商架构设计的最佳技术实践。

2. 编程语言编程语言 

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与世界的界限”。当你新学会一门编程语言，便有可能领略由这门语
言构建起得软件世界。本专题中，Rust、Julia、Go、Erlang、PHP、Java等最受关注的编程语言设计者或资深实
践者不仅将讲述他们对系统编程、科学计算等领域的观察，旧思想的精华融入新思想的历程，还将分享他们对程序
设计的深邃思考。辅以深入浅出的实践经验分享，让你能在最短的时间领略这些编程语言的精巧设计，并且有能力
开始新的探索。

3. 架构师的进阶之路架构师的进阶之路

怎样学习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架构师，或者说一名合格的架构师应该有怎样的技术知识体系，这不仅是一个刚刚
踏入职场的初级程序员也是工作三五年之后开始迷茫的老程序员经常会问到的问题。本专题内容来自CTO、首席构
架师等眼中的架构师，他们将给你最全面最权威的回答。

4. 前端前端

随着新一代前端技术的发展，给前端开发者带来巨大的创新应用实践机会，本专题是为
HTML5、CSS3、JavaScript等前端技术的互联网开发者所举办的，内容涵盖网络游戏、电商、旅游、媒体、社
交、技术服务等多种互联网业态的技术经验分享，将会涉及各种WEB前端开发技术。

5. 高可用架构高可用架构 

理论结合实践，案例式讲述，深入剖析架构设计的高可用性，快速提升设计和架构能力，让大家系统性的掌握一线
互联网公司高可用架构设计的方法论，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6. 基于基于Spark的大数据系统设计的大数据系统设计

Spark是目前热门的大数据分布式编程框架之一，现已成为Apache顶级项目，收到业界的广泛关注和使用。本专场
主要讨论的话题有：利用基于Spark的大数据系统来促进信息时代的智能化，有效结合Spark和其他热门大数据工具
并加以利用；应用目前的Spark技术实现大数据在各行业的全面渗透；以及通过实际案例和场景来探讨Spark与大数
据的互动创新。

7. 微信开发微信开发 

微信仍以迅猛势头火速发展，并已跨入海外市场，服务着全球亿万用户。作为技术开发者，除了时刻关注领域技术
发展外，更应紧盯、深挖掘该行业所蕴藏的巨大商机。目前微信开发成为SDCC大会的重要分论坛之一，2014年北
京和深圳两场微信开发者大会、2015 SDCC微信开发专题论坛，吸引了不少领域技术专家参与分享，受到了广大微
信开发者的一致好评。2016年，SDCC微信 开发论坛将持续精彩，携手更多技术高手、创业精英，共研技术难点，
碰撞创新点子。



8. 架构演进架构演进

本专题涵盖各类互联网后台、移动、直播等热门架构的演进过程，在架构变迁中遇到的痛点和解决方案，从而带给
参会者以启发。

9.高吞吐数据库系统设计要领高吞吐数据库系统设计要领

本专题将邀请国内外的数据库专家，共同探讨MySQL、NoSQL、Oracle、缓存技术、云端数据库、智能数据平台等
领域的前瞻性热点话题与技术，尤其是在高数据量情况下实现高吞吐数据库的设计。

10. 自动化运维与容器实践自动化运维与容器实践

DevOps并非你想的那么简单，如今，您经常听周围的人谈论DevOps，但真正理解并能执行的人极少。其实，采纳
DevOps的文化壁垒非常高，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漫长过程。DevOps论坛邀请国内DevOps行业顶级专家，和大家
共同探讨DevOps具体应用场景、如何在企业实施DevOps、DevOps实际案例、DevOps如何加速企业创新等热点话
题。

11. 移动视频技术实践移动视频技术实践 

移动直播技术属于今年最热门的前沿领域，在移动直播技术专场邀请到多位直播视频专家深度阐述直播连麦技术；
在热门时段大主播高峰值情况下，如何优化直播礼物系统？面对延迟、卡顿等诸多难题，全互动直播技术的最佳解
决方案；基于第三方CDN，我们该如何现实直播质量监控。更多精彩的直播技术，尽在本专题。

12.推荐算法推荐算法

大数据算法是大数据得以有效应用的基础，能够在保证推荐准确性的同时增加推荐的多样性，满足用户多种需求，
还能实现实时反馈，强化推荐算法。本专场主要讨论的话题有：利用大数据算法来实现组织的运营能力；通过推荐
算法分析有效打通不同算法间的固有壁垒；应用目前的大数据算法来提升企业IT效率；以及通过实际案例和场景来
探讨推荐算法的应用分析能力。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11月月18日日

Keynote

主席：孟迎霞，主席：孟迎霞，CSDN & 《程序员》总编《程序员》总编

论坛秘书：卢凯，论坛秘书：卢凯，CSDN

时间：时间：11月月18日上午日上午

地点：四层宴会厅地点：四层宴会厅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9:00-9:45
技术雷达之PaaS容器即进程，PaaS即机器，微服务架构即编
程模式

徐   昊   ThoughtWorks中国区CTO

9:45-10:30 如何设计高可靠的分布式并行系统 Joe Armstrong   Erlang之父

10:30-

11:15
新一代华为PaaS平台助力企业IT全云化转型 俞   岳   华为PaaS首席系统工程师

11:15-

11:40
开发者技术创业最新趋势报告 蒋   涛   CSDN、极客帮创始人

11:40-
2016中国开发者现状白皮书发布及解读

左建平   CSDN首席数据分析师、研发



12:00 总监

 

电商架构专题电商架构专题

出品人：张立刚出品人：张立刚 1号店技术部号店技术部-电商云平台技术总监电商云平台技术总监

论坛秘书：钱曙光，论坛秘书：钱曙光，CSDN

时间：时间：11月月18日下午日下午

地点：四层宴会厅地点：四层宴会厅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13:30-14:10 唯品会电商平台架构治理 王海波   唯品会高级架构师

14:10-14:50 京东搜索架构演进之路 王春明   京东搜索部平台部负责人

14:50-15:30 创业型千万级电商萌店架构演进之路 谢茂森   微盟萌店架构部架构师

15:30-16:10 智慧医药电商系统的探索与实践 黄哲铿   岗岭集团技术副总裁

16:10-16:50 传统电商架构的云计算之路 易   兵   独立技术顾问

16:50-17:30 淘宝商品体系架构的历史和演进 范   围   淘宝资深开发工程师

17:30-18:10 国际电商的基础架构及全球区域化部署实践 桑植、许晓斌   阿里巴巴aliexpress技术高级技术专家

 

Erlang编程语言专题论坛编程语言专题论坛

时间：时间：11月月18日下午日下午

地点：三层圣马可多功能厅地点：三层圣马可多功能厅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13:30-14:30 Erlang和我的编程人生 Joe Armstrong Erlang设计者

14:30-15:20 Erlang在云上数据链路的应用 武   藏   阿里云RDS技术专家

15:20-16:10 Erlang在大规模分布式系统中的问题与应对 梁宇鹏   环信首席架构师兼IM技术总监

16:10-17:00 实时系统Erlang实践 张   虎   yunba.io CEO

17:00-18:00 社区交流和圆桌：关于Erlang你最关心的问题



 

架构师进阶之路专题架构师进阶之路专题

出品人：周爱民，南潮（出品人：周爱民，南潮（Ruff）架构师）架构师

论坛秘书：钱曙光，论坛秘书：钱曙光，CSDN

时间：时间：11月月18日下午日下午

地点：三层欧式多功能厅地点：三层欧式多功能厅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13:30-14:15 思维模式的转变，从工程师到架构师再到技术TL 许令波   滴滴出行技术研究员

14:15-15:00 架构师的成长之路 陈   斌   易宝支付CTO

15:00-15:45 老曹眼中的全栈架构师 曹洪伟   和创科技研发总经理

15:45-16:30 我们看中的架构师的特质 郝景顺   阿里巴巴B2B技术部资深技术专家

16:30-17:15 一个架构的演进和开发哲学 黄冬旭   PingCAP CTO

17:15-18:00 架构的来处 庄表伟   华为内源平台架构师

 

前端开发专题前端开发专题

出品人：周裕波，出品人：周裕波，w3ctech发起人发起人

论坛秘书：陈秋歌，论坛秘书：陈秋歌，CSDN

时间：时间：11月月18日下午日下午

地点：三层第三会议室地点：三层第三会议室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13:30-14:15 不断归零的前端人生 蒋定宇   Stackla前端团队Leader

14:15-15:00 纯手工搭建一个高性能实时监控系统 黄鼎恒   饿了么Node Team负责人

15:00-15:45 使用Vue.js 2.0开发高交互Web应用 钟   恒   360奇舞团前端工程师

15:45-16:30 有前端思想的物联网系统架构 周爱民   Ruff架构师、JavaScript专家

16:30-17:15 基于webpack的前端工程解决方案 周俊鹏   58到家高级前端工程师

17:15-18:00 全民K歌React Native最佳实践 袁   聪   QQ音乐&全民K歌高级工程师



 

11月月9日日

Keynote

主席：孟迎霞，主席：孟迎霞，CSDN & 《程序员》总编《程序员》总编

论坛秘书：卢凯，论坛秘书：卢凯，CSDN

时间：时间：11月月19日上午日上午

地点：四层宴会厅地点：四层宴会厅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9:00-9:45 京东双11创新技术实践 刘海锋   京东商城总架构师

9:45-10:30 关系数据库的困境与出路 阳振坤   蚂蚁金服高级研究员

10:30-11:15 提升内容分发效率和价值背后的核心技术 王元元   一点资讯算法总监

11:15-12:00 如何打造高效、敏捷软件开发平台 尹   亮   CSDN开发服务解决方案总监

 

基于基于Spark的大数据系统设计专题的大数据系统设计专题

出品人：陈超出品人：陈超 ，七牛云技术总监，七牛云技术总监

论坛秘书：郭芮，论坛秘书：郭芮，CSDN

时间：时间：11月月19日下午日下午

地点：四层宴会厅地点：四层宴会厅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13:30-

14:20

Spark Streaming在苏宁物流天眼全程监控系统中的应
用

俞   恺   苏宁云商IT总部-技术总监

14:20-

15:10
金融大数据整合之路

沈   勇   汤森路透中国运营中心研发经理，研究
员

15:10-

16:00
Spark Streaming在京东广告跟踪系统里的应用 崔   波   京东商城数据挖掘工程师

16:00-

16:50
使用Spark图计算研究QQ千亿社交网络 黄   俊   腾讯社交网络事业群工程师

16:50-

17:40

Spark SQL: A Complier from queries to RDD

programs
范文臣   Databricks软件工程师



 

高可用架构专题高可用架构专题

出品人：沈剑出品人：沈剑 ，，58到家技术总监到家技术总监

论坛秘书：钱曙光，论坛秘书：钱曙光，CSDN

时间：时间：11月月19日下午日下午

地点：三层国际会议厅地点：三层国际会议厅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13:30-14:10 性能驱动模式推动海量系统健康发展 聂   永   新浪微博产品部技术专家

14:10-14:50 RPC框架高可用实践 周千威   到家平台架构部高级工程师

14:50-15:30 百度外卖交易系统高可用实践 陈   霖   百度外卖架构师

15:30-16:10 PhxSQL：高可用、强一致的MySQL集群 陈俊超   腾讯微信后台开发高级工程师

16:10-16:50 腾讯云架构设计之道 邹   辉   腾讯云IaaS技术负责人

16:50-17:30 转转二手交易平台大数据体系化与高可用实践 李   军   58赶集集团转转事业部资深数据研发工程师

17:30-18:10 高可用的大数据计算平台如何持续发布和演进 林   伟   阿里巴巴大数据计算平台首席架构师

 

微信开发专题微信开发专题

出品人：柳峰，多米科技创始合伙人＆出品人：柳峰，多米科技创始合伙人＆CTO 杨芳贤，杨芳贤，IBOS创始人创始人

论坛秘书：陈秋歌，论坛秘书：陈秋歌，CSDN

时间：时间：11月月19日下午日下午

地点：三层第三会议室地点：三层第三会议室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13:30-

14:20
2000元的H5外包到月入300万的微信掘金之旅 陈   鸿   未来应用创始人

14:20-

15:10
女性轻奢电商品牌奢瑞小黑裙的成长之路 王思明   SOIREE奢瑞小黑裙创始人、CEO

15:10-

16:00
微信生态掘金之路——企业号篇 杨芳贤   IBOS创始人，微信企业号核心伙伴



16:00-

16:50

小程序技术概要，曾经发生及未来可以发生的事
情

何世友   爱范儿CTO

16:50-

17:40
滴滴在小程序方向上的探索和实践 张耀春   滴滴出行平台公共前端团队负责人

17:40-

18:30
基于腾讯云的小程序快速开发

贺   嘉   腾讯云技术布道师、腾讯云小程序教程作
者

 

Atlassian企业级解决方案峰会企业级解决方案峰会

论坛秘书：安翔，论坛秘书：安翔，CSDN

时间：时间：11月月19日上午日上午

地点：三层欧式多功能厅地点：三层欧式多功能厅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13:00-

13:30
签到

13:30-

13:40
开场致辞 谢   海   CSDN业务副总裁

13:40-

14:30

数字转型的成功：敏捷和DevOp在企业的
应用

Brett Taylor & Maritess Cru   Go2Group公司CEO & 产品管
理总监

14:30-

15:20
Atlassian帮助您的业务实现自动化 Louis Lepper Atlassian

15:20-

15:40
客户案例分享 特邀客户

15:40-

16:00
茶歇

16:00-

16:50
Atlassian企业级运用 Dick Wiggers Atlassian

16:50-

17:20
CSDN研发生命周期解决方案 谢志峰   CSDN研发总监

17:20-

17:40
客户经验分享 特邀客户

18:00-

20:00
技术交流



 

魅族技术开放日第六期暨魅族开放平台开发者大赛颁奖礼魅族技术开放日第六期暨魅族开放平台开发者大赛颁奖礼

出品人：南志文，携程移动端研发经理出品人：南志文，携程移动端研发经理

时间：时间：11月月19日下午日下午

地点：三层圣马可多功能厅地点：三层圣马可多功能厅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13:00-13:30 签到

13:30-13:40 开场致辞 周   详   魅族Flyme系统研发部总经理

13:40-14:00 共享优质渠道-魅族开放平台助力开发者实现梦想 宋智超   华北电力大学

14:00-15:20 优秀团队展示

15:20-15:50 颁奖典礼与合影留念

15:50-16:30 魅族Hybrid App开发解决方案 尹凯斐   魅族前端工程师

16:30-17:10 美团外卖 Android 客户端性能监控体系实现 董士超   美团·大众点评高级Android研发工程师

17:00-17:30 自由交流

 

11月月20日日

架构演进专题架构演进专题

出品人：史海峰，当当网架构部总监出品人：史海峰，当当网架构部总监

论坛秘书：钱曙光，论坛秘书：钱曙光，CSDN

时间：时间：11月月20日日

地点：三层国际会议厅地点：三层国际会议厅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09:00-09:45 QQ空间后台架构优化之路 王   帅   腾讯SNG社交平台部后台架构师

09:45-10:30 一统三国：阅文集团内容系统架构整合 徐海峰   阅文集团首席架构师

10:30-11:15 互联网金融初创公司从0到1的架构演进之路 陈庆吉   我盈互联CTO



11:15-12:00 百度万人协同规模代码管理架构演进 廖超超   百度工程效率部资深工程师

12:00-13:30 午休

13:30-14:10 蘑菇街监控系统架构演进 卢鹏程   蘑菇街平台技术架构师

14:10-14:50 ContainerOps – Empowering DevOps With Container 马全一   华为开源软件能力中心资深架构师

14:50-15:30 阿里基础运维平台及应用运维平台架构演进 毛茂德   阿里巴巴应用运维平台负责人

15:30-16:10 三分归一统：移动端开发技术演进之ReactNative崛起 叶忠兴   58到家工程研发部高级架构师

16:10-16:50 同程缓存系统的演进 王晓波   同程旅游首席架构师

16:50-17:30 链家网大数据平台架构变迁 吕   毅   链家网平台化架构师

17:30-18:10 京东分布式数据库系统演进之路 张成远   京东资深架构师

 

高吞吐数据库架构专题高吞吐数据库架构专题

出品人：金官丁，热璞科技出品人：金官丁，热璞科技CTO

论坛秘书：仲培艺，论坛秘书：仲培艺，CSDN

时间：时间：11月月20日日

地点：三层圣马可多功能厅地点：三层圣马可多功能厅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09:00-10:00 微信红包数据库架构演变 莫晓东   腾讯-微信支付高级DBA

10:00-11:00 分布式数据库和区块链2.0 谭   磊   NABA北美区块链协会联合发起人

11:00-12:00 分布式数据库DDB性能优化实践 马   进   网易杭州研究院资深开发工程师

12:00-13:30 午休

13:30-14:20 分布式数据库CDS-原理与实践 王义林   京东金融数据库中间件研发高级技术经理

14:20-15:10 MySQL5.7与8.0新特性管窥 古   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技术事业群DBA

15:10-16:00 微信支付商户系统数据库探秘 李跃森   腾讯云PostgreSQL首席架构师

16:00-16:50 微博Redis定制化之Tribe系统介绍 张冬洪   微博研发中心DBA



16:50-17:40 百度万亿量级数据库的构建与应用 颜世光   百度高级软件架构师

 

自动化运维与容器实践专题自动化运维与容器实践专题

出品人：杜玉杰，华为开源能力中心主任工程师出品人：杜玉杰，华为开源能力中心主任工程师

论坛秘书：魏伟，论坛秘书：魏伟，CSDN

时间：时间：11月月20日日

地点：三层欧式多功能厅地点：三层欧式多功能厅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9:00-9:40 基于阿里云容器服务的持续集成与云端交付 莫   源   阿里云高级研发工程师

9:40-10:20 BlueDock: 如何构建企业级容器管理平台 邱   见   IBM Platform Computing 软件工程师

10:20-11:00 容器云在易宝的落地 于   涛   易宝支付架构师

11:00-11:40 华为全球IT系统基于PaaS的实践分享 吴建林   华为高级工程师

11:40-12:20 腾讯移动游戏之于蓝鲸容器管理平台 刘亚飞   腾讯移动游戏运营技术评审专家组负责人

12:00-13:30 午休

13:30-14:10 微影的容器化进程 杨森淼   微影时代技术副总裁

14:10-14:50 加速企业敏捷的DevOps平台实践 刘   相   普元SOA主任架构师

14:50-15:30 基于Kubernetes的大数据服务能力供给之道 叶   鹏   亚信大数据云平台负责人

15:30-16:10 云时代的DevOps自动化运维 刘   涛   Fit2Cloud联合创始人兼CTO

16:10-16:50 玩转容器镜像-镜像仓库的管理和运维 张海宁   VMware研发中心云原生应用首席架构师

16:50-17:30 京东大促：大规模容器背后的技术挑战与实践 王兴刚   京东商城基础研发部高级研发工程师

17:30-18:10 应用，运维管理的核心维度 王津银   优维科技联合创始人

 

移动视频技术实践专题移动视频技术实践专题

出品人：陈举锋，阿里高级无线技术专家出品人：陈举锋，阿里高级无线技术专家

论坛秘书：屠敏，论坛秘书：屠敏，CSDN



时间：时间：11月月20日上午日上午

地点：三层第三会议室地点：三层第三会议室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9:00-9:40 移动视频自适应播放实践 何李石   七牛首席布道师

9:40-10:20 视频中人工智能与应用场景创建 董慧智   Video++公司COO

10:20-

11:00

“+ApsaraVideo”阿里视频云如何帮助客户实现客户的价
值

储开颜   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

11:00-

11:40
优酷视频云SaaS及播放器技术揭秘

胡   帆   合一集团视频技术平台高级技术经
理

11:40-

12:20
趣拍短视频SDK关键技术分享 王海华   杭州短趣网络技术经理

 

个性化推荐专题个性化推荐专题

出品人：卢亿雷，出品人：卢亿雷，Admaster技术副总裁技术副总裁

论坛秘书：郭芮，论坛秘书：郭芮，CSDN

时间：时间：11月月20日下午日下午

地点：三层第三会议室地点：三层第三会议室

时间时间 演讲议题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13:30-14:15 雪球社区用户画像体系探索 唐福林   雪球首席架构师

14:15-15:00 基于表示学习的信息推荐算法及应用 高   升   北邮模式识别实验室副主任

15:00-15:45 论实时竞价广告中的推荐 林   招   品友互动大数据部负责人

15:45-16:30 跨设备打通 景艳山   AdMaster基础架构部高级研究员

16:30-17:15 实时竞价个性化推荐的人工智能 容一飞   悠易互通高级算法工程师

17:15-18:00 微博商业数据挖掘方法论 康   乐   微博商业产品部算法技术专家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阳振坤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
高级研究员  

吕毅
链家网

平台化架构师  

周爱民
Ruff

架构师  

唐福林
雪球

首席架构师

沈剑
58到家
技术总监  

林招
品友互动-大数据部

负责人  

张海宁
VMware中国研发中心云…

首席架构师  

杨森淼
微影技术中心
副总裁

刘亚飞
腾讯移动游戏

运营技术评审专家组负责人 

王兴刚
京东商城

基础研发部高级研发工程师 

莫源
阿里云

高级研发工程师  

邱见
IBM Platform Computing

软件工程

叶鹏
亚信-大数据云
平台负责人  

刘涛
FIT2CLOUD

联合创始人&amp;技术总监  

李跃森
腾讯云PostgreSQL

首席架构师  

马进
网易杭州研究院
资深开发工程师

谭磊
NABA北美区块链协会

联合发起人  

王津银
优维科技
创始人  

王义林
京东金融

杭州研发中心数据库中间… 

莫晓东
腾讯-微信支付
高级DBA



颜世光
百度

高级软件架构师  

古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技术事业群DBA  

杨芳贤
IBOS

创始人  

毛茂德
阿里巴巴

应用运维平台负责人

张成远
京东云

资深架构师  

叶忠兴
58到家

工程研发部高级架构师  

廖超超
百度工程

效率部资深工程师  

王帅
腾讯SNG社交平台部

后台架构师

尹凯斐
魅族

前端工程师  

陈鸿
未来应用
创始人  

何世友
爱范儿
CTO  

袁聪
QQ音乐&amp;全民K歌

高级工程师

黄鼎恒
饿了么

Node Team负责人  

蒋定宇
Stackla前端
团队Leader  

钟恒
360奇舞团
前端工程师  

陈举锋
阿里巴巴

高级无线技术专家

周俊鹏
58到家

高级前端工程师  

许令波
滴滴

基础平台技术研究员  

黄哲铿
1药网
CTO  

谢茂森
微盟萌店
架构部架构师



范围
淘宝

资深开发工程师  

Joe Armstrong

Erlang语言
设计者  

陈举锋
阿里

高级无线技术专家  

卢亿雷
AdMaster

技术副总裁

杜玉杰
华为开源能力中心
主任工程师  

金官丁
热璞科技

CTO  

史海峰
当当网
架构部总监  

柳峰
多米科技

创始合伙人＆CTO

周裕波
w3ctech

发起人  

周爱民
南潮（Ruff）
架构师  

张立刚
1号店技术部

电商云平台技术总监  

陈霖
百度外卖

基础架构部高级架构师

陈超
七牛云
技术总监  

黄东旭
PingCAP

CTO  

许晓斌
阿里巴巴
技术专家  

张冬洪
微博研发中心

DBA

何李石
七牛云

首席布道师  

陈斌
易宝支付

CTO  

桑植
阿里巴巴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购买门票即可获赠原价购买门票即可获赠原价499元元IKBC Poker2机械键盘一个。机械键盘一个。



购买门票即可获赠原价购买门票即可获赠原价499元元IKBC Poker2机械键盘一个。机械键盘一个。

个人票：个人票： 1800元元 

9月19日-10月14日 ¥1800

10月15日-11月4日 ¥2899

11月5日-11月18日 ¥3699

门票权益：三天日程/展区 +三天会议期间午餐 +大会资料

 

团购票（团购票（≥5人）：人）： 1400元元 

9月19日-10月14日 ¥1400

10月14日-11月4日 ¥2299

11月5日-11月18日 ¥2899

门票权益：三天日程/展区 +三天会议期间午餐 +大会资料

 

学生票：学生票：599元元

门票权益：三天日程/展区 +三天会议期间午餐 +大会资料（需出示学生证）

 

发票信息发票信息

以下内容均可开具：增值税普通国税/专用国税

1、技术培训费 2、技术服务费 3、服务费 4、会议费 5、会务费 6、会议服务

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需提供

（1）税务登记证和一般纳税人资格认证书（或三证合一的公司营业执照）；

（2）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纳税人识别号；

如需开具请将开票信息提供至工作人员。如需开具请将开票信息提供至工作人员。

发票一般会在确认收到票款后的10-15个工作日寄出，一经开出，不能退换，请确认好发票抬头及发票类型。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