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国际智能工厂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国际智能工厂大会将于2017年09月在广州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智能工厂是现代工厂发展的新阶段，在数字化基础上利用物联网技术和设备监控技术来加强信息管理和服务，提高
生产过程可控性、减少生产线人工干预，以及合理计划排程。同时集智能手段和智能系统等新兴技术于一体，构建
高效、节能、绿色、环保、舒适的人性化工厂。“智能工厂”是德国“工业4.0”实现智能制造的关键，也是工业智能化发
展的重要实践模式。

“十三五”期间，中国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走向智能化是必然趋势。随着“中国制造2025”、“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指南
(2016-2020)”、“智能制造十三五规划”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必将会带动新一轮智能工厂建设与投资。

为帮助制造企业了解智能工厂的新产品、新技术与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提高制造业智能化应用水平，促进产业升级
和可持续发展，搭建国内外设备制造商、技术提供商与用户的对接桥梁，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广州工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于2017年9月22～23日在广州举办“2017国际智能工厂大会”。特致此函，诚邀莅临。

大会目的

2017国际智能工厂大会是“广州智博会”为持续发力推进中国制造2025，深入贯彻广州市全面实施制造强市战略，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广州创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重要主题活
动，也是“智博会”全面推进制造企业智能制造、创新升级重点打造的系列主题活动之一。

本届大会将组织邀请相关领域政府官员、中外智能行业专家及精英企业家等围绕“打造智能工厂，迈向智能制造。”主
题，开展高水平的技术交流和最新成果展示，搭建协同创新与交流平台，促进国内外各大区域与广州地区的机器
人、智能制造产业及科技创新制造技术的合作交流、应用对接。

大会主题

打造智能工厂，迈向智能制造。

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指导单位：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广州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广东中德工信会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际展览服务公司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中国智能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全国自动化系
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中国自动化学会制造技术专业委员会、中国
智能制造百人会、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广东省自动化学会、华南智能机器人创新研究院、TC/124可编程序控制器



及系统分技术委员会、PLCopen中国组织、SERCOS亚洲协会、《机器人技术与应用》杂志社、智汇工业、工业
4.0俱乐部

支持媒体：支持媒体：新华社广东分社、参考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财经报、香港有线、大公报、人民网、
新华网、经济网、中国网、广东卫视、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数字化企业网、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网、
《制造业自动化》杂志、《国内外机电一体化技术》杂志、《智能制造》杂志、《今日自动化》杂志、《自动化博
览》杂志等媒体

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17年9月21日（外地代表）

会议时间：2017年9月22～23日

会议地点：广州市广交会展馆B区

大会议题

国家智能制造“十三五”规划解读；

先进制造技术领域“十三五”规划解读；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解读；

制造强国战略与中国制造2025；

新工业革命与智能制造发展战略；

制造业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途径；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物联网、工业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与制造业的跨界融合；

智能机器人技术；

智能工厂设计规划；

智能工厂典型案例及其它有关议题。

参会对象

. 领导嘉宾领导嘉宾：拟邀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广州市政府部门领导；国际知名行业组织的主席、两院院士、企业家、科研院
所及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行业协会、学会的领导出席大会做主旨报告和主题演讲；

. 政府机构政府机构：各级工信、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创客空间等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

. 典型企业代表典型企业代表：国内智能制造技术相关研究和生产企业的领导、管理者和技术骨干；智能装备关键零部件研发、生
产、系统集成及市场营销等负责人；

. 科研高校代表科研高校代表：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从事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技术、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研发的学术带头
人；相关院系、工程中心、创新中心等各种创新载体负责人；

. 合作媒体合作媒体：国内外有关平面、网络、新媒体机构的代表。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7国际智能工厂大会

会议日程

9月月22日日

第一部分：开幕式第一部分：开幕式

时    间： 9月22日，09:30－12:30



地    点：

参加人员：

展馆B区12.1号馆

全体与会代表、媒体记者

开幕式开幕式

主持人 黎晓东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秘书长

09:30－09:35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绍会议概况及出席会议的嘉宾

09:35－09:40 广州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林武杨董事长致辞

09:40－09:45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李亚平会长致辞

09:45－10:00 《国际智能工厂产品选型手册》首发仪式

第二部分：特邀主旨报告第二部分：特邀主旨报告

主持人：主持人：刘奕华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副理事长、广东省自动化学会理事长

10:00－10:30 院士级专家（待定）

10:30－11:00
尉迟坚  科技部高新司信息与空间处处长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互联网+ 时代下企业的创新突围

11:00－11:30
李天辉  北京和利时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构建数据集成平台，引领智能工厂建设

11:30－12:00
龙小昂    深圳华龙讯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基于CPS的智能工厂应用与实践

12:00－12:30
张禹   美的集团 工业自动化平台 技术主任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自动化智能助力企业转型

12:30－13:30 午餐   休息

第三部分：平行论坛第三部分：平行论坛

平行论坛一平行论坛一：工业物联网与大数据发展高峰论坛

时    间：

地    点：

参加人员：

9月22日，13:30－16:20

展馆B区12.1号馆

全体与会代表、媒体记者



大会主席： 李巍  智汇万联（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30-13：50
发布会：

中国工业大数据创新发展联盟

13：50-14：15
李巍     智汇工业网创始人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工业大数据之智汇观

14：15-14：40
霍健     阿里云专家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阿里云工业大数据实践

14：40-15：05
李华康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华南区域高级销售经理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根云：国家级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

15：05-15：30
赵海平    研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工业自动化华南业务总监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促进工业物联网产业升级 加速智能制造应用创新

15：30-15：55

林源   北京优帆科技有限公司  青云QingCloud产品总监兼运营副

总裁、联合创始人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万物智联 赋能智能制造

15：55-16：20
刘刚     易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n-Join智能安全解决方案

16：20-16：30 互动答疑

平行论坛二平行论坛二：工业云平台及行业应用论坛

时    间：

地    点：

参加人员：

大会主席：

9月22日，13:30－20:30

展馆B区12.1号馆

全体与会代表、媒体记者

刘明雷  中国智能制造百人会秘书长

13:30－14:00
路东 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 副理事长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数字经济与云平台的发展

14:00－14:30
刘克鸿   万达网络科技万达云CEO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大数据与物联网——让您的装备通向未来

杨宝刚  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副理事长、用
友网高级副总裁



14:30－15:00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用友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中国企业

15:00－15:30
王 直   京东云互联网与创新业务事业部总经理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不止于云计算

15:30－16:00
李波    美云智数事业部高级售前经理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美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分享

16:00－16:20 专家对话（Q&A）：工业云行业应用

9月月23日日

第四部分：平行论坛第四部分：平行论坛

平行论坛三平行论坛三： 智能机器人论坛

时    间：

地    点：

参加人员：

大会主持：

9月22日，9:30－12:30

展馆B区12.1号馆

全体与会代表、媒体记者

王伟  《机械人技术与应用》杂志社副主编

9:30－9:55
杨 宁   安徽埃夫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华南区营销总监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埃夫特以应用驱动与技术创新助力中国制造2025

9:55－10:20
陈洪波   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副总裁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自由行走，点亮未来

10:20－10:45
梅江华   芜湖瑞思机器人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并联机器人在智能工厂中的应用

10:45－11:10
汤小平   北京清能德创电气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Cooldrive系列高性能伺服在机器人行业的应用

11:10－11:35
刘国良   北京赛佰特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赛佰特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在工厂中的应用

11:35－12:00
刘立忠    广州市远能物流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AGV在智能工厂的创新应用



平行论坛四平行论坛四：智能工厂论坛

时    间：

地    点：

参加人员：

大会主持：

9月23日，13:30－17:00

展馆B区12.1号馆

全体与会代表、媒体记者

王继宏  中国机电一体化应用协会副秘书长

13:30－14:00
陈廷炯    上海智能制造系统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航空柔性机加智能车间的实践

14:00－14:30
陈利君    德国倍福自动化有限公司中国华南区   技术总监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大数据与物联网——让您的装备通向未来

14:30－15:00
滕  远    罗克韦尔自动化亚太区   MES资深顾问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MES-构建互联企业  实现智能制造

15:00－15:30
曲  锋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使能制造行业数字化转型

15:30－16:00
朱铎先   北京兰光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以提质增效为中心,打造中国特色智能工厂

16:00－16:30
陈国纬   广州速威智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装备制造业智能工厂实现路线

16:30－17:00 互动交流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郑利苗 广汽集团 总经理助理

李生 佛山市三乔實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沈文 杭州快越科技有限公司 总助

左津津 广州通泽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毛望城
国家仿真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亚仿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总经理助理

应学优 广东旺大集团 总经理助理



孙颖 无锡淘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袁相 深圳市人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杨一坡 广州准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梅雪飞 武汉德汉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余咏翰 上海凡洲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颖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总经理

赵建厂 深圳市大研工控系统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单连涛 浙江晶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程华 上海逾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江海涛 深圳市艾赛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瞿乐 深圳市讯鹏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雷绳明 北京威尔泰特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莫仙 肇庆市闸岗医用卫生材料厂 总经理

邹杰夫 无锡淘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罗文海 深圳市人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国祥 深圳市拓展浩翔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马勇 宁夏博思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何东霞 广州东诣诣有限公司 总经办

刘晓哲 广州东诣诣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办

沈茂林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总监

孙鸿磊 广东零壹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总监

钟东江 广东电子政务协会 总工

覃峰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教师



裴英名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孟祥宝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 主任

黄雅琳 中国烟草机械集团公司 主任

陈焕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级工程师

林果果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中心方案经理

陆志鸿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制造中心总监

程熙 广州海瑞药业 制造部部长

蔡伟生 佛山市进出口商会 执行会长

成正民 九州证券 执行董事

袁志猛 北京天云聚合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王文巍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战略企划部部长

苏卫华 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 研究室主任

张学良 太原科技大学 研究生院院长

黄肖雄 北京清大天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主任助理

徐静 上海山伏机械再制造有限公司 研发

韩江 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学院书记、教授、博导

张利军 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化主管

黄玉成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销售主管

袁骏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

湛年远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系主任

孙雷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工程师

缪拯元 浩亭中国 市场总监



张存良 东莞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冉杰 富勘（上海）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李进忠 华清科盛（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夏春森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副总

厉胜杰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 设备科主任

徐磊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部部长

孔德帅 航空工业成飞 软件工程技术师

许弋川 基本立子 区域总监

乔王朋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助理

王中任 湖北文理学院 教授

周克良 江西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教授

温淑花 太原科技大学 教授

袁江 南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教授

翟女士 学校 教师

姚珍祥 广州市科盟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张扬辉 深圳市人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叶嘉兴 佛山伊贝尔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人员

周敦峰 佛山伊贝尔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人员

欧泽锦 广东广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聂亚强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数字化工厂集团 华南区智能物流行业经理

罗伟浈 广州卓宏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合伙人

林贵祥 广东工业大学 工程师



李汶一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韩长录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业务经理

欧阳强友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高级经理

刘恩宇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级工程师

李哲 北京市计算中心 高级工程师

王芳 珠海格力电器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黎小华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方顺林 北京清大天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黄家怿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 高工

杨国涛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IT总监

刘志强 北京中航智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蒋卫良 中煤科工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郑晓纽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谈生 广州市博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胡宇 北京云联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玉萍 深圳市宏佳誉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方昕 金浦投资 副总裁

张桦 佛山伊贝尔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

薛礼 机械工业出版社 副主任/中级

王佳玮 机械工业出版社 副主任/编辑

孙鹏劼 北京市计算中心 副主任

曲世海 机械工业出版社 副主任



邱自学 南通大学 副院长/教授

张利梅 北京立德融创智能机器人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梁宇栋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副校长／副教授

杨海波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袁会云 川开电气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陆万源 南京优倍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副部长

王晓勇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分院院长/教授

李庆欢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分公司经理

赖卫华 广东联通 方案经理

邱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发动机部

左光申 广州通泽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宫焕峰 青岛昂莱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丁维扬 广州锐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训中 武汉飞译通科教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

陈建国 广州沃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邓超 中铸云商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唐毅杰 广东广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

李向明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产业生态合作总监

黄景健 南宁市众合通达汽配有限公司 仓库主管

雷日平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信息主管

闫建华 北京清大天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长

曹长皓 南京优倍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部长

王培友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部长



翟奋楼 北京市计算中心 部门经理

张浩 广东工业大学 博士

冯家明 美的家用空调 mes运维工程师

郑怀 CATL it

庄瑞强 夏梦E定制 CTO

关生 广州红檬 cto

梁柱强 广东星星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CIO

瞿乐 深圳市讯鹏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CEO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普通参会 ：99元， 午餐券、会议资料。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