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RFID世界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 RFID世界大会将于2017年03月在苏州召开。

大会内容大会内容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物联传媒、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物联传媒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深圳市物联网产业标准联盟、广东省物联网公共技术支持中心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广东省物联网协会、广东RFID公共技术支持中心、香港货品编码中心、中华物联网、台湾货品编码中
心、山东RFID产业联盟、成都物联网发展产业联盟、北京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物联邦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17年3月29-30日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会议背景：会议背景：

众所周知，RFID作为物联网的核心技术之一，是目前物联网应用领域中最为成熟、最为普及的一项技术。RFID技术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通讯传输、工业自动化、商业自动化、交通运输控制管理和身份认证等多个领域，而在仓储物
流管理、生产过程制造管理、智能交通、网络家电控制等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中投顾问日前发布的《2016-2020年中国电子标签(RFID)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指出，到2025年，中国
RFID应用的市场价值（不包括出口到其他国家的标签和读写器）将达到43亿美元。

目前，中国RFID产业链已经基本成熟，从芯片的设计封装，到标签封装设备、读写器、中间件，在各环节都有国内
自主的产品；然而，RFID测试和封装设备仍依赖进口。此外，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整体转型，RFID行业内的企业整
合与并购，将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发展。特别是业内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将越来越紧密，相关的技术门槛正
在逐步提高。 

有权威专家指出，虽然RFID并不像互联网那样的发展凶猛，但是未来RFID和物联网发展会慢慢走近每一个消费者和
家庭，将迎来几千亿级的市场增长。以深圳为代表的华南地区、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地区、北京为代表的华北地区在
内的三大产业聚集区，将继续引领国内RFID产业走向辉煌！

为总结最近一年RFID行业的发展硕果，引导行业正确发展方向，物联传媒将于2017年3月29-30日举办“2017（第
十一届）RFID世界大会”，同期举办2016年度“物联之星”品牌企业颁奖典礼、苏州国际物联网博览会。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在中国制造2025的时代背景下，“2017（第十一届）RFID世界大会”将侧重于对国家政策与RFID行业标准，
及RFID行业发展热点的探讨；对RFID核心芯片、标签测试、安全加密、读写和中间件技术，以及各细分场景应用案
例的分享；对RFID商务模式、投融资实务操作的分享。

政策机遇篇——邀请政府相关部门领导，解读行业相关政策，分析行业发展的机遇

方向指导篇——邀请行业泰斗级专家解读行业技术、市场、应用发展方向与前景，为企业发展方向做指引。

设计创新篇——邀请行业具有深厚影响力的企业分享（各频段）读写器、天线、标签、中间件设计方面的创新突
破。

制造创新篇——邀请芯片商和生产设备商讨论在标签（包括天线）设计改进和加工工艺方面的技术创新。

应用创新篇——邀请知名的系统集成商分享热门应用领域（物流、零售、追溯、支付、交通……）的成功应用经
验。

市场创新篇——邀请品牌厂商、代理商、渠道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市场开拓的商务模式创新。

标准创新篇——邀请国内、外标准制定机构的专家讲解业内最为关心的国家、国际标准制定的最新进程。

参会对象：参会对象：
此次大会将邀请400余家RFID行业产业链各环节的优秀企业、行业权威专家、RFID终端用户代表共同参与，分享全
球最近一年里最具代表性的RFID行业技术突破与RFID行业创新应用成功案例，邀请专家剖析行业发展方向，共同探
索行业发展新模式。

RFID标签芯片(低频、ISO15693、ISO14443、ISO18000、EPC等标签协议芯片) 企业高层

RFID标签天线(铝质、银质、铜质材料等)、RFID标签天线生产设备 企业高层

标准卡或RFID标签成品（标签卡或RFID标签形式）企业高层

特殊标签（异形标签或特殊环境应用（如高温、高压、金属、化工等环境））企业高层

RFID标签或卡生产设备（制卡机、卡封装设备、RFID标签倒装设备、RFID标签自动检测设备）导电银浆、电
池、导磁材料、微波吸收材料、RFID测量测试仪器 企业高层

RFID读写器芯片、RFID读写模块、RFID读写器、天线（超高频、高频、低频）企业高层

RFID手持终端、PDA、车载读写器企业高层

有源RFID产品与系统（433MHz、900MHz、2.45GHz、5.8GHz等有源标签、读写器、天线、系统）企业高
层

IT产品分销渠道商、RFID中间件企业高层

RFID在物流、零售、制造、服装、医疗、交通、食品、动物、图书、煤矿、资产、票证、汽车、支付、防
伪、航空、军事方面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和集成商



物联网金融投资商、上市公司物联网投资部高管

211高校物联网院校学科负责人、物联网实验室负责人

物联网知名企业的战略部负责人

物联网知名应用案例的业主信息部负责人

台湾、香港的RFID物联网系统集成商负责人

参会理由参会理由

由物联传媒将联合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主办的“2017 RFID世界大会”将于2017年3月29日至30日在苏州国际博
览中心举办。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创新 共赢”，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将是2017年度最高级别的RFID行业盛事。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为什么绝对不能错过2017 RFID世界大会的七大理由——

理由一：物联传媒在RFID业界树立的金字招牌理由一：物联传媒在RFID业界树立的金字招牌

　　物联传媒始创于2005年，坚信未来的世界一定会是一个RFID的世界和物联网的世界，RFID技术将会应用到
人、物品、车辆等世界各样物品的快速识别、追踪、防伪、感应等用途上。10年来，物联传媒通过专注的态度、专
业的知识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促使RFID世界网在众多的RFID网络平台中脱颖而出，并成为中国RFID行业最有影响
力、人气旺盛和网友支持力度最高的平台之一。物联传媒已成为RFID行业人士获取资讯信息、进行网络营销、交流
行业话题和进行RFID知识传播和普及的首选优秀平台。

　　理由二：苏州博览中心，华东物联网腹地　　理由二：苏州博览中心，华东物联网腹地

　　苏州，地处华东核心，长江三角洲中部，东临上海、南接浙江、西抱太湖、北依长江，是华北、华东地区物联
网、RFID发展中心地带，辐射上海、南京、杭州、无锡、昆山和宁波等物联网、RFID应用活跃区，是物联网应用示
范先行区。

　　相对国内其他地区，苏州在物联网产业发展方面具有很明显的产业基础优势。苏州目前在传感网核心技术领域
拥有重点企业近150家，初步形成了昆山周庄的传感器件、工业园区通讯及集成电路两大传感网产业集群，全市物
联网相关产值达数百亿元。苏州将在物联网基础技术研发、物联网制造业、物联网服务业及终端客户之间形成庞大
的产业链。

　　理由三：创新共赢，主题切中行业热点　　理由三：创新共赢，主题切中行业热点

　　在中国制造2025的时代背景下，“2017(第十一届)RFID世界大会”将侧重于对国家政策与RFID行业标准，及
RFID行业发展热点的探讨;对RFID核心芯片、标签测试、安全加密、读写和中间件技术，以及各细分场景应用案例
的分享;对RFID商务模式、投融资实务操作的分享。

　　主办方将面向RFID全行业在倒计时100天的时候向广大业内大咖及领袖人士发送“RFID世界大会”的邀请函。
政策、机遇、方向、设计、制造、应用、市场、标准、产品、渠道、人才、企业、项目、创新、创业、资本……
2017 RFID世界大会将致力于打造全行业最值得参与的行业交流盛典，连接RFID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携手共迎美
好未来。

　　理由四：含金量爆表的主题演讲　　理由四：含金量爆表的主题演讲

　　2017 RFID主会场为期两天，拟定的演讲内容有演讲主题：中国物联网RFID年度发展报告(2015-2016)、中国
RFID国标的制定与推进汇报、UHF国产读写芯片设计及其应用演示、优化服装业供应链管理、汽车电子标识系统技
术现状及市场趋势、零售行业的RFID应用难点及核心技术分析、NFC技术的非支付应用探索、TIPP标签分级测试标
准及其在不同行业的标签选型、RFID助力传统印刷企业的转型升级/智能包装……等等。

　　大会除了涵盖全球RFID业内外最为关注的领域和话题，还将进行以“中国RFID的国产化与国际化”、“RFID
应用与传统行业融合”为主题的圆桌论坛，邀请业内知名专家评价RFID国产化工作中的成绩和不足、国家标准的制
定和推广，以及如何使国内RFID企业更好地对接国际主流市场。

　　理由五：主会场+两大关联论坛　　理由五：主会场+两大关联论坛

　　除了上述确定在主会场进行的内容之外，2017 RFID世界大会同期还将举办“2017苏州国际无线定位高峰论
坛”和“2017(第三届)苏州国际金融之移动支付论坛”两场应用鲜明的技术论坛。

　　其中，“无线定位论坛”时间为半天，探讨内容涉及无线定位技术--UWB、wifi、蓝牙及RFID等的最新行业应



用和技术产品动态讯息及在商业中的应用，将邀请行业里知名的企业及研究学者进行交流，分享前沿企业对所在领
域的行业理解和企业发展规划，无线定位市场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分析以及最新的技术研究动态;“移动支付论坛”将
结合当下热门的移动支付话题(生物识别、eSE、Token、可穿戴身份鉴权、网络身份认证、eID、TEE、安全算
法、TSM)，对过往两年移动支付应用案例进行价值分析与经验分享，并探讨支付行业发展模式和投融资等热门话
题。

　　理由六：同期最具规模的华东物联网博览会　　理由六：同期最具规模的华东物联网博览会

　　与本次大会同期举办的2017苏州国际物联网博览会，将是一个关于物联网完整产业链，覆盖物联网感知层、网
络层、应用层，涉及RFID(无线射频识别)技术、传感网技术、短距离通讯技术、金融消费移动支付技术、中间件的
精确控制技术、大数据处理、云计算、实时定位技术等物联网技术在交通、工业、智能电网、智能家居、物流、防
伪、人员、车辆、军事、资产管理、服饰、图书、智慧城市、环境监测等领域的全面解决方案和成功应用展示的高
级别国际盛会。

　　博览会的展品主题共分三个大的门类，聚焦点为：“感知”——展示RFID、智能卡、传感器、条码、生物识
别、视频监控等相关内容;“网络”——展示蓝牙、3G/4G、Zigbee、ZIWAVE、NB-
IOT、GPS、GPRS、WIFI、WSN等相关内容;“应用”——展示云计算、中间件、移动支付、实时定位、智能家居
以及工业、物流、交通、零售、防伪追溯、军事、医疗……等领域的物联网应用。

　　理由七：搭配最有价值的媒体传播渠道　　理由七：搭配最有价值的媒体传播渠道

　　物联传媒一直以来就与物联网业内外的媒体平台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经验，全球数百家大会合作支持媒体覆盖
面包括互联网、平媒、电视、移动媒体、自媒体、社交营销媒体等众多维度。豪华的合作媒体阵容不仅将成为大会
推广的强大助力，也会为众多赞助商、合作伙伴及嘉宾等提供贴心而有力的宣传和包装支持。

　　据悉，2017 RFID世界大会将面向物流、工业自动化、金融、零售、图书、服装、医疗、军事、汽车、航
空、农业等多个领域邀请超过200家权威媒体合作，对展前、展中以及展后持续宣传报道。 

第一天第一天

2017-3-292017-3-29会议议程会议议程

时间时间 演讲主题演讲主题

09:20-09:30 领导专家开幕致辞

09:30-09:55 山东省物联网产业布局与标杆性项目分享山东省物联网产业布局与标杆性项目分享

 山东省物联网协会 钱恒院长

09:55-10:20 PUF在安全防伪领域的应用在安全防伪领域的应用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20-10:45 物流信息化领域的物流信息化领域的RFID产品应用解决方案产品应用解决方案

 深圳市博思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45-11:10 零售行业的零售行业的RFID应用难点及核心技术分析应用难点及核心技术分析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35 RFID测试解决专家测试解决专家-全流程体系方案全流程体系方案



 北京中科国技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11:35-12:00 透过拉夏贝尔透过拉夏贝尔rfid全供应链应用分析价值和要素全供应链应用分析价值和要素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55-13:50 午餐时间

13:50-14:15 中国中国RFID国标的制定与推进汇报国标的制定与推进汇报

 国家RFID标准工作组

14:15-14:40 OID标识体系建设与应用标识体系建设与应用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14:40-15:05 自主标准自主标准RFID射频和协议测试射频和协议测试

 深圳市唐领科技有限公司

15:05-15:30 全制式、高性能、全集成的超高频全制式、高性能、全集成的超高频RFID读写芯片读写芯片iBAT2000

 上海智坤半导体有限公司

15:30-15:40 下午茶歇时间

15:40-16:05 汽车电子标识系统技术现状及市场趋势汽车电子标识系统技术现状及市场趋势

 天津中兴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16:05-16:30 RFID封装工艺与成本优化封装工艺与成本优化

  

16:30-17:00 圆桌论坛：（主题：中国圆桌论坛：（主题：中国RFID的国产化与国际化）的国产化与国际化）  

 如何评价RFID国产化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 

 RFID企业如何参与推进国家标准的采用实施？

 中国的RFID产业如何更好地对接国际主流市场？

17:30-19:00 “物联之星物联之星”年度品牌颁奖典礼年度品牌颁奖典礼

第二天第二天



2017-3-2017-3-30会议议程30会议议程

时间时间 演讲主题演讲主题

09:35-10:00 RFID与中国制造与中国制造2025

 深圳市昱辰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10:00-10:25 铁电铁电rfid

 富士通电子元器件（上海）有限公司

10:25-10:45 上午茶歇时间

10:45-11:10 国标国标RFID标准测试浅析标准测试浅析

 上海聚星仪器有限公司

11:10-11:35 船连网船连网·车联网车联网·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智慧城市

 上海秀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5-12:00 如何搭建高效的如何搭建高效的RFID+物流系统物流系统

 恒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0-13:50 午餐时间

13:50-14:15 RFID技术在技术在餐饮餐饮行业的应用行业的应用

 杭州雄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4:15-14:40 RFID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上海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4:40-15:05 RFID在工业洗涤行业转型中的应用在工业洗涤行业转型中的应用

 上海景禧医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15:05-15:20 下午茶歇时间

15:20-15:45 RFID技术如何有效的保障食药安全技术如何有效的保障食药安全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5:45-16:10 BIM+物联网技术在物联网技术在建筑建筑工业化中的应用工业化中的应用

 译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6:10-16:40 圆桌论坛：（主题：圆桌论坛：（主题：RFID应用与传统行业融合）应用与传统行业融合）  

 1、RFID在物流、零售、工业领域的发展与前景探讨

 2、RFID应用集成商的困惑与解决之道

 3、中国RFID企业的发展战略探讨

16:40-17:00 RFID客户项目发布对接会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专家：拟邀专家：

国家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卫生部等部委专家领导
上海市经信委专家领导
江苏省经信委专家领导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  琪  国家金卡工程领导小组主任

宁家骏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张成海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主任

叶甜春  中国物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笑京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

戴定一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
史其信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
欧阳宇  中国RFID产业联盟秘书长

叶晓华  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秘书长

张建宁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

曾  明  广东省物联网行业协会秘书长

李俊华  成都物联网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

董志国  天津市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

鲁东明  浙江省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 教授

薛海中  河南省物联网产业联盟主席

柴  杰  陕西省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

沙  敏  南京市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

徐  明  杭州市物联网协会秘书长
刘德明  中国武汉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 教授

潘利华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智能卡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李  鹰  广东物联网公共技术支持中心主任、粤港RFID产业联盟主席

林洁贻  香港货品编码协会总监、EPCGlobal HongKong主席

钱  恒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山东RFID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谭  杰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RFID中心主任

王  东  上海交通大学RFID与物联网研究所主任、博士生导师

武岳山  深圳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技术总监

周受钦  中集集团智能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陈国培  香港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应用技术研发中心 顾问

戴青云  广东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李雪芳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无线射频识别专家

朱晓东  智坤半导体董事长 国家特聘专家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会务费参会会务费,请选择以下的请选择以下的A、、B方案：方案：  

A—1580元元/人：人：含会议席位费、大会论文集及其它资料费、中午自助餐费（2天）、颁奖大会及晚宴费。。 

优惠：优惠： 2月20日前报名1380元/人；3月23日前报名1480元/人 

B—880元/人：含会议席位费、大会论文集及其它资料费。。 

优惠：优惠： 2月20日前报名680元/人；3月23日前报名780元/人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