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roidcon 北京2017安卓技术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droidcon 北京2017安卓技术大会将于2017年11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一、大会介绍一、大会介绍

droidcon于2009年由一个Android爱好者国际研究小组在柏林和伦敦发起。droidcon旨在为Android开发工程
师、应用人员、创业者以及用户提供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目前已在全球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召开，每年上万
人参加，成为安卓领域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技术大会。

2017年，droidcon 第2次来到中国，并将于2017年11月在北京盛大开幕。参会人群包括业界领袖、技术大咖、技
术开发者、大众创业者及领域从业者。大会将邀请来自Google、微软、Facebook、Ebay、Intel、Telenav、阿
里巴巴、腾讯、小米、乐视、联想等国内外安卓技术与应用领域的大咖，沿袭历年国际大会特色，聚焦行业最前沿
技术，碰撞切磋技术火花。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17年11月16-17日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北京

会议规模：会议规模：500人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北京长风信息技术产业联盟
德国Mobile Seasons GmbH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异步社区

会议形式：会议形式：

包括主题演讲、先进技术即兴研讨（Barcamp）、展览展示、培训等。

主题内容：主题内容：

包括Android设计与架构、UI/UX创新与用户体验、工程与工具、安卓延伸行业应用、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等。



历届大会特色历届大会特色

前瞻性前瞻性

   洞悉安卓领域、技术热点、分享技术趋势和最佳应用实践。

影响力影响力

   •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安卓技术大会；

   •深度影响安卓领域精英；

   •汇集国际产业生态。

号召力号召力

   国际知名专家、领域资深大咖亲临现场，直面交流。

规模盛大规模盛大

   历年近万名安卓技术大咖参与研讨。

合作伙伴合作伙伴



合作媒体合作媒体

Droidcon 北京北京2017安卓技术大会安卓技术大会

演讲嘉宾招募演讲嘉宾招募

    2017年，droidcon 第2次来到中国，将于2017年11月在北京盛大开幕。本届大会内容包括主论坛、分论
坛、Barcamp（自由讨论营）、展览和培训。现公开征集论坛技术演讲和培训主题，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ndroid性能优化与用户体验

-Android工程与工具

-移动开发与人工智能

-Android设计与架构

-人工智能移动端实践

如果您对droidcon 北京2017安卓技术大会感兴趣，想在大会上发表您的演讲，包括主题演讲和Barcamp（自由讨论
营），请将您的个人简介、演讲主题和摘要，于2017年10月20日前发至邮箱liyz@changfeng.org.cn（国内演讲嘉
宾）或pengdg@chanfeng.org.cn（国外演讲嘉宾）。大会组委会将根据演讲报告切题度和质量，对报告进行筛选，
对符合要求者，大会会务组将向您发出演讲嘉宾邀请。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1、、11月月16日上午日上午---主论坛主论坛

场次 时间 议程 嘉 宾

签到

主持人开场 嘉宾待定

嘉宾致开幕辞 嘉宾待定



主

论

坛

08:30-12:00

主题演讲1：

Google Assistant的人工智能 Google专家

主题演讲2：

深度学习在手机端的应用
百度专家

主题演讲3：

为全球用户提供绝佳的图像体验  
Facebook专家

茶歇

主题演讲4：

演讲主题待定
演讲者招募

圆桌论坛 主题：安卓生态与未来

2、、11月月16日下午（日下午（13:00-16:50））---分论坛分论坛

场
次

议程

地点 宴会厅A 宴会厅B

分

论

坛

时间 分论坛1：  Android性能优化与用户体验 分论坛2： Android工程与工具

13:30-

17:00

主持人： 待定 主持人： 待定

主题演讲1：  Google助手-构建丰富的跨平台对话
UX 和API.AI   

Taylor Anderson   Google Senior engineer

主题演讲1：Android遇见Docker

李晶   eBay高级软件工程师

主题演讲2：安卓系统开机时间优化

杨斌     Intel亚太研发中心 软件工程师  

主题演讲2：Kotlin在Android开发中最佳实践探
讨

段建华   Flipboard中国  安卓工程师，技术小黑
屋博客博主

主题演讲3：Android安全执行

Javier Cuesta Gomez   Grab Senior engineer

主题演讲3：快速提供准确的地图到中国的
Android设备

Langston Smith    Mapbox 安卓工程师

茶歇 茶歇

主题演讲4：优化Android应用程序的桌面体验

Victor Okunev  三星电子（加拿大） 工程师

主题演讲 4： APP质量监控与性能优化

夏鸣远博士   AppetizerIO项目创始人



主题演讲5：生产级测试驱动开发和新产品

Kapil Bakshi     BlackBuck 安卓开发工程师

主题演讲5：Lint一生推：你的360度贴身保镖

赵思若    Groupon硅谷  安卓工程师

主题演讲6：演讲者招募
主题演讲6：Google  Play

Alex    Google  Senior engineer

3、、11月月16日下午（日下午（13:00-16:50））---分论坛分论坛

场次

议程

地点 宴会厅C

分论坛

时间 分论坛3： 移动开发与人工智能

13:30-17:00

主题演讲1：端上的AI发展趋势

刘学徽   美国高通公司   资深产品市场经理

主题演讲2：TensorFlow内核剖析——TensorFlow Internals

刘光聪   中兴通讯  高级系统架构师

主题演讲3：移动端设备上的深度学习：Android设备上的TensorFlow应用与实现

李嘉璇    《TensorFlow技术解析与实战》作者  深度学习工程师

主题演讲4：安卓车载系统创新功能

张国斌   Intel亚太研发中心   软件工程师

4、、11月月16日晚上日晚上--- Barcamp自由讨论营自由讨论营

Barcamp自由讨论营

时间：18:30-20:30

形式： 3-5分钟自由主题演讲与讨论

嘉宾持续招募中

邓凡平  民生银行总行科技部创新技术研究院

李侦跃  阿里技术专家

更多技术小白与大牛加入中…..

4、、11月月17日上午日上午---分论坛分论坛

场
次

议程

地点 宴会厅A 宴会厅B

时间 分论坛4： Android设计与架构 分论坛5：人工智能移动端实践



分

论

坛
09:00-

12:00

主持人： 待定 主持人： 待定

主题演讲1：视频的可插拔播放框架

张大伟  乐视网 资深软件开发架构

主题演讲1：人工智能技术及在移动
端应用

王士进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研究
院 院长

主题演讲2：Android系统设计之道

袁辉辉  小米  MIUI系统工程师

主题演讲2：演讲主题待定

小米  VR/AR总经理 汪轩然

主题演讲3：安卓网络优化

黄帅  前乌云工程师  CSDN知名博主

主题演讲3：演讲主题待定

王胜华  搜狐   移动广告技术部经理

茶歇 茶歇

主题演讲4：Android DataBinding：MVVM架构基石，数据驱
动APP运转

张飞  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   Android开发工程师

主题演讲4： 人工智能在游戏开发中
的应用

王磊  某知名游戏公司  开发工程师

主题演讲5：移动应用安卓平台安全防护技术

奇虎360科技有限公司
主题演讲5：演讲者招募

5、、11月月17日下午日下午---安卓技术进阶培训安卓技术进阶培训

安卓技术进阶培训

时间：13:30-17:10
形式：资深专家培训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商务合作商务合作

商务合作商务合作

1、钻石赞助（、钻石赞助（2个）个）

主会场演讲（20分钟）
赠送标准展位1个
大会主背板LOGO
资料入袋（限1份）
现场易拉宝展示
现场宣传片播放
会刊推广
大会官网LOGO展示
参会代表证LOGO展示
大会现场媒体专访1次
参加国际技术大咖近距离交流晚餐
赠送3张门票
为演讲嘉宾提供优质的图书出版对接服务

2、白金赞助（、白金赞助（8个）个）

分论坛主题演讲（30分钟）
赠送标准展位1个
背景板LOGO展示
资料入袋（限1份）
现场宣传片播放
会刊推广
大会官网LOGO展示
参会代表证LOGO展示
参加国际技术大咖近距离交流晚餐
赠送2张门票
为演讲嘉宾提供优质的图书出版对接服务

3、论坛演讲、论坛演讲

主论坛 
分论坛 



4、活动承办

5、展位（标准展位）

6、晚宴冠名

7、资料入袋（限1本资料）

8、礼品赞助（ 根据参会人员数量而定）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