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CC 2017第九届中国云计算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CCCC 2017第九届中国云计算大会将于2017年06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中国云计算大会——China Cloud Computing Confernce（CCCC）是国内最高级别的云计算领域会议，目前
中国云计算大会已经是第九届。

      经过近10年的努力，我国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相关新技术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加速产业转
型的重要力量。在“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国家政策的推动下，经济和社
会领域对云计算大数据的需求不断加大。业务需求的拉动让云计算大数据的生态体系逐步显现，特别是云计算技术
与工业、交通、金融、医疗、生活服务、教育等领域的深度结合，行业应用快速云化的趋势显著。

      为了更好地推进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交流，促进云计算大数据产业的生态建设，加速云计算大数据的行业应用，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指导下，中国电子学会将于2017年6月14-16日在北京举
办“第九届中国云计算大会”。

      此次2017第九届中国云计算大会将以“生态构建、云化应用”为主题，承继前八届大会的成功经验，采用全体
大会、专题论坛、展览展示和社交互动平台等形式，邀请海内外权威嘉宾，继续为业界搭建一个云计算大数据技
术、产业和应用多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交流和传播平台。

【2017第九届中国云计算会议亮点】【2017第九届中国云计算会议亮点】

连续3天云计算干货3天云计算干货内容持续输出

150+150+位国内外权威&院士&专家学者&企业领袖

13场13场专题论坛培训

为您介绍云计算&大数据最新前沿技术最新前沿技术

和您分享云计算&大数据实践应用成果实践应用成果

给您带来云计算&大数据行业解决方案行业解决方案

助您结识云计算&大数据业内同行大咖业内同行大咖

本次中国云计算大会指导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北京市人民政府

第九届中国云计算大会主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

大会协办单位：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创新专委会（WFEO-CEIT）



本次第九届中国云计算大会由下列单位与组织承办：
中国云计算技术与产业联盟
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
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

本次云计算大会协办者：
至顶网
计世资讯
锦囊专家

2017第九届中国云计算大会（CCCC）门票补充权益说明：

1.6月13日可选闭门论坛包括：
    第八届海峡两岸云计算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云计算大数据联合会合作论坛;
2.大数据闭门报告：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架构和数据分析技术特邀闭门论坛”专家报告文集，该资料为闭门培训资料;
3.6月14日-16日：
    每天中午，都会有大会演讲嘉宾在指定会议室恭候，与参会者进行面对面的社交互动；
4.会议讲义/视频：大会讲义电子档、视频资料，限讲师同意公开的资料;
5.云计算研习社（以下简称研习社）会员特权包括：
· 与云计算、大数据专家线上、线下学术交流机会
· 享受研习社提供的与云计算、大数据生态伙伴商业对接机会
· 免费获得研习社提供的专属学习资料
· 免费加入中国云计算大会社交圈，结识人脉

日程概览日程概览

时间时间 会议名称会议名称

6月13日6月13日  

9:00-17:00 一带一路国际云计算大数据联合会合作论坛(闭门)

13:30-17:00

第四届国际云计算标准化论坛

第八届海峡两岸云计算合作论坛(闭门)

6 月 14 日6 月 14 日  

08:20-18:00 全体大会

6 月 15 日6 月 15 日  

08:20-12:00 全体大会

13:30-17:00

云计算核心技术架构论坛

云计算IT基础设施及自动化运维论坛

云计算平台构建与实践论坛



云计算大数据安全论坛

大数据核心技术与应用论坛

Microsemi 专场

6 月 16 日6 月 16 日  

08:20-12:00 全体大会

13:30-17:00

人工智能应用论坛

云计算大数据青年科学家专题论坛

云计算大数据与精准医疗论坛

云计算大数据与智能制造论坛

跨境出海，稳健落地，企业业务全球化论坛

6月15日6月15日

大数据核心技术与应用论坛大数据核心技术与应用论坛

时间：6月15日（星期四）时间：6月15日（星期四）

论坛内容简介论坛内容简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是一个技术与实践结合很紧密的技术，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大数据核心技术的发展，据统计全
球计算机专业的就业率已经排名第一，大数据人才更是成为就业市场中的“金领”。为此该论坛将邀请国内外顶级
学者、专家、企业研究人员共同分享大数据核心技术与应用，为企业和用户提供最新的技术动态。

时间时间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13:30-13:40 主持人开场

13:40-14:10 GPU、TPU和FPGA在大数据中的实践

14:10-14:40 深度学习框架的快速定制

14:40-15:10 大数据spark企业级应用解析

15:10-15:40 大数据与分享经济实战

15:40-16:10 知识图谱在大数据的应用

16:10-16:40 开源大数据平台的构建与实践

16:40-17:10 人机交互的情感计算



云计算IT基础设施及自动化运维论坛云计算IT基础设施及自动化运维论坛

时间：6月15日（星期四）时间：6月15日（星期四）

论坛内容简介论坛内容简介

企业正在腾“云”驾“数”通向数字化的彼岸，对于企业来说，云时代的企业运维重点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
面，针对IDC的运维在大幅度缩减，加上容器技术、超融合技术的出现，运维人员需要新的运维模式。另一方面，
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以更灵活的业务形式面向用户，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DevOps实现开发运维一体化，这也
要求运维需要面向业务目标，并将运维的重心从设备运维转移到应用运维上。为了更好解决企业在云时代遇到的运
维难题，本论坛将聚焦云计算时代企业运维，分享自动化运维的实践经验，探讨精细化运维的实现机制等，以便继
续为业务提供高效、低成本的云平台。

时间时间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及单位（拟）演讲嘉宾及单位（拟）

13:30-13:40 主持人开场 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委员

13:40-14:10 构建云时代的智能化应用运维 集团云计算负责人

14:10-14:40 大规模计算平台的精细化应用 大型云计算运营商技术专家

14:40-15:10 面向企业业务的混合云运维 企业技术专家

15:10-15:40 下一代企业应用平台 技术专家

15:40-16:10 基于容器技术的大规模视频转码平台运维实践 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委员

16:10-16:40 基于Docker的PaaS平台自动化运维实践 证券公司技术负责人

16:40-17:10 打通开发和运维的藩篱，实现企业精细化运营 银行金融平台与自动化运维技术负责人

云计算核心技术架构论坛云计算核心技术架构论坛

时间：6月15日（星期四）时间：6月15日（星期四）

论坛内容简介论坛内容简介

云计算作为信息领域的公共基础设施作用凸显，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实践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撑。
开源的OpenStack、Docker、SDN等技术推动云平台的加速更新，云计算平台提供商自主研发的云计算技术与开
源云计算技术相互促进，为客户提供廉价、高质的云计算服务。为了帮助业界准确把握云计算核心技术的发展趋
势，云计算核心技术分论坛将邀请学界泰斗、一线专家、云计算典型用户等方面的专家分享交流云计算的最新技
术、解决方案及相关经验，为企业业务的运营和用户使用提供服务。

时间时间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及单位（拟）演讲嘉宾及单位（拟）

13:30-
13:40

主持人开场 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委员

13:40-
14:10

云，Stack和容器——云计算技术趋势探
析

Cloudstack.COM创始人、CTO，Rancher Labs CEO 梁
胜



14:10-
14:40

大型云平台的实践 行业技术专家

14:40-
15:10

公有云部署应用 公有云服务技术专家

15:10-
15:40

云+DevOps，提升软件交付能力 技术专家

15:40-
16:10

云计算与区块链 万达网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首席架构师 蔡栋

16:10-
16:40

基于融合架构的云技术技术实战 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委员

16:40-
17:10

国家电网OpenStack实战 国家电力国电通创新技术中心总监 孙乔

云计算平台构建与实践论坛云计算平台构建与实践论坛

时间：6月15日（星期四）时间：6月15日（星期四）

论坛内容简介论坛内容简介

云平台的构建和管理是企业云化的关键，本论坛将从异构云计算平台，公用云、私用云和混合云，行业云应用等方
面，剖析云平台构建与自动化运维的最佳实践和最新应用案例，从而给企业构建云计算平台提供交流平台。2017年
10月工信部编制印发了《云计算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年）》为未来三年我国发展云计算指明方向，政务
云、行业云等成为云化应用的最广大市场和云计算平台的最前沿阵地，本论坛将从云平台的发展趋势和应用方面进
行深入研讨，为落实三年行动计划提供平台。

时间时间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及单位（拟）演讲嘉宾及单位（拟）

13:30-
13:40

主持人开场 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委员

13:40-
14:10

金融私有云建设实践
中国银联电子支付研究院、电子商务与电子支付国家工程实验室云平台
负责人 祖立军

14:10-
14:40

SDN在数据中心的应用 企业技术专家

14:40-
15:10

嵌入式芯片在数据中心中的节
能实践

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委员

15:10-
15:40

自动化云平台的构建 集团CTO

15:40-
16:10

公用云与私用云的业务迁移 企业技术专家



16:10-
16:40 银行云化实践之道 数字金融云计算事业部总经理

16:40-
17:10

虚拟化技术解析与应用 专家

云计算大数据安全论坛云计算大数据安全论坛

时间：6月15日（星期四）时间：6月15日（星期四）

论坛内容简介论坛内容简介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蓬勃发展，传统的安全结构正在瓦解。2016年11月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是从法律层面防范新兴网络违法犯罪。为防范新的网络安全，例如，本地网络的安全出现了新的不可见威
胁。其次，面对云端本身的弹性架构，传统的以硬件为主的安全防护手段已经无法满足业务敏捷的变化。再次，信
息安全正在变成一个大数据分析问题，大规模的安全数据需要被有效地关联、分析和挖掘。本论坛邀请云计算大数
据安全专家、云安全提供方及云计算用户，一起交流云计算大数据安全的实践经验。

时间时间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及单位（拟）演讲嘉宾及单位（拟）

13:30-13:40 主持人开场 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委员

13:40-14: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下的企业信息安全 西安交通大学信息安全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马民虎

14:10-14:40 企业云安全防护实践 企业技术专家

14:40-15:10 电商云安全之路 企业安全部CTO

15:10-15:40 网络攻防中的大数据 大数据企业技术负责人

15:40-16:10 大数据中的信息安全 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委员

16:10-16:40 金融大数据安全实践 金融企业安全部总经理

16:40-17:10 网络威胁的智能分析 技术专家

6月16日6月16日

云计算大数据与智能制造论坛云计算大数据与智能制造论坛

时间：6月16日（星期五）时间：6月16日（星期五）

论坛内容简介论坛内容简介

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深化，制造业转型有了一定的突破，尤其在技术创新上有很大的进步，这主要得益于云计
算与大数据在制造行业的深化应用。工业云不仅可以提供基础的计算等资源，还可以构建生态，让产业链的伙伴共
同成长。同时数据也已经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新型原动力，通过工业数据全周期的感知、采集和集成应用。本论坛将
围绕工业云与工业大数据的构建、应用，以及工业云与工业大数据融合发展，加速制造业两化融合进程。推动中国
制造业积极转型，完善制造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给听众以启发，为企业构建出适用于本企业的路径和方法提供思
路。

 



时间时间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及单位（拟）演讲嘉宾及单位（拟）

13:30-13:40 主持人开场 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委员

13:40-14:10 智慧云制造的研究与实践 航天云网负责人

14:10-14:40 制造业创新与技术同行 企业CTO

14:40-15:10 制造业物联网未来走向 三一集团高级副总裁、首席流程信息官、树根互联CEO 贺东东

15:10-15:40 打造全球化的工业互联网 GE技术专家

15:40-16:10 全产业链大数据掘金 企业技术专家

16:10-16:40 智能制造的应用与实践 中钢集团信息管理部总经理 李红

人工智能应用论坛人工智能应用论坛

时间：6月16日（星期五）时间：6月16日（星期五）

论坛内容简介论坛内容简介

一场Google AlphaGo与韩国围棋冠军李世石的对弈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让人工智能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话
题。随着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的不断完善，应用范围领域也在逐渐向多方向发展。可以设想，未来人工智能带来
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正因为如此，人工智能的应用方向才十分之广。本场论坛将围绕着人工
智能与应用、深度学习等领域话题展开，邀请业界知名领军人物从不同角度做出深度解析。

时间时间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及单位（拟）演讲嘉宾及单位（拟）

13:30-13:40 主持人开场 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委员

13:40-14:10 人工智能的未来 教授级专家

14:10-14:40 自然语言与人工智能实践 企业CTO

14:40-15:10 大数据助力人工智能重塑安防科技 企业技术专家

15:10-15:40 人工智能驱动“智能”产品发展（机器人方向） 思岚科技创始人兼CEO 陈士凯

15:40-16:10 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 ROOBO CTO 雷宇

16:10-16:40 机器学习如何帮助投资评测 量化派创始人、CEO 周灏

16:40-17:10 智能交通中的人工智能 智能交通技术专家

云计算大数据青年科学家专题论坛云计算大数据青年科学家专题论坛



时间：6月16日（星期五）时间：6月16日（星期五）

论坛内容简介论坛内容简介

云端融合模式被认为是下一代云计算的重要发展趋势。本论坛将探讨在云端融合环境下，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
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和新模式。论坛将以“云端融合时代的协
同创新”为主题，邀请院士、长江、杰青、千人等产学研各界中青年专家与会，共同探讨我国云计算大数据发展面
临的科技挑战与协同创新战略，为青年科学家们搭建分享学术成果、开展学术交流、开拓技术合作、展现自我价值
的交流平台。

时间时间 演讲题目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及单位（拟）演讲嘉宾及单位（拟）

13:30-
13:40

领导和嘉宾讲话 领导

13:40-
14:10

软件定义的云端融合新模式 知名专家

14:10-
14:40

“中国云”研究进展与展望
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14:40-
15:10

面向API经济的云端融合资源管理技术与系统 北京大学 教授

15:10-
15:40

大数据关键技术实践 企业技术专家

15:40-
16:10

高性能大数据分析技术与系统 清华大学 教授

16:10-
16:40

轻量级云计算技术与平台 企业CTO

16:40-
17:10

新型智慧城市的云计算挑战与机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7:10-
17:40

圆桌：云计算协同创新中的青年科学家自信与
担当

演讲专家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陈恩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

副院长  

梁胜
美国Rancher

CEO  

Viktor
立陶宛Vilnius大学数学与…

研究员  

Elena
保加利亚Musala

总裁



Jeff
DMTF
主席  

冯志雄
联想

资深项目经理  

黄罡
北京大学

教授  

张云泉
中科院计算机所

研究员

Igor Grebennik
乌克兰Kharkiv国立无线…
计算机科学系系统工程系…  

Boris Delibašić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

教授  

Uroš Rajkovič
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大学

副院长兼副教授  

Souliya Sengdalavong
老挝科学技术部

信息技术司副司长

MANOJ SHAKYA
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

助理教授  

YASAS VISHUDDHI ABE…
斯里兰卡计算机协会

主席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

院士  

梅宏
中国科学院

院士

马民虎
西安交通大学

信息安全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周灏
量化派

创始人/CEO  

李伯虎
中国工程院

院士  

潘建伟
中国科学院

院士

Almaz Bakenov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信息中心

主任  

Yohan Ramasundara
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

副主席&东南亚区域计算…  

Bernie Trudel
亚洲云计算联合会

主席  

Dr.Anirban Basu
印度计算机协会

主席



冯中茜
万达集团

信息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刘文涛
北京华宇时尚购物中心

总经理  

蔡栋
万达金融网络科技集团

高级总裁助理和首席架构师 

黄珏珅
思岚科技

CTO

王志鹏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云计算研究室主任  

祖立军
中国银联电子支付研究院

技术专家  

徐恪
清华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怀民
国防科技大学

教授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日期会议/日期 票类票类 票种票种

票价票价

5.15-5.315.15-5.31 6.1-6.106.1-6.10

云计算大会
6.14-16
三天通票

个人票

全场通票 2000 元/张 2600 元/张

单日通票 1000元/张 1200元/张

团购票 三日通票（≥5） 1600元/张 2200元/张



发票内容：发票内容：

会议费（会议费（增增值税普通国税值税普通国税））

技术服务费（增值税普通国税）技术服务费（增值税普通国税）

请您在购票流程中选择您要开的发票内容！请您在购票流程中选择您要开的发票内容！

退款说明：退款说明：

退票注意事项：退票注意事项：

如您在购票后因故不能参加大会，请您务必在5月14日前凭发票或汇款凭证与会务组售票处联系，办理退票；

5月14日之前退票，扣除30%的手续费；5月14日之后(包含14日)恕不退票；对此给您带来的不便，还望理解。

退票流程：退票流程：

请在有效时间内，与工作人员联系办理退票手续 办理退票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7:00（除12:00-13:30午餐时
间， 法定节假日除外）；核实信息后，7个工作日把相应票款打到您的账户。

交通指南交通指南

地铁/公交路线地铁/公交路线

地铁：地铁：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E口出



公交：公交：
    - 新闻中心站（83、85、510路）
    - 奥运村站（机场巴士6线）
    - 洼里南口（328路、379路、419路、484路、617路、628路、630路、751路、913路、运通110线、专40路）
 

驾车路线驾车路线

沿四环主路向西行驶，过安慧桥出主路至北四环中路辅路，走一公里后，北辰西桥下右转至北辰西路，沿北辰西路
行驶1.5公里，右转进入大屯路，沿大屯路行驶377米，右转进入天辰东路，沿天辰东路行驶381米，到达国家会议
中心。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 机场巴士6线-奥运村站下车-国家会议中心
    -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租车-国家会议中心

【北京南苑机场】【北京南苑机场】
    - 北京南苑机场-出租车-国家会议中心
    - 机场专线-西单站下车-乘坐83路-国家会议中心

【北京火车站】【北京火车站】
    - 北京火车站-特2路-史华站换乘8号线-国家会议中心

【北京西站】【北京西站】
    - 北京西站-83路公交车-国家会议中心

【北京南站】【北京南站】
    - 北京南站-84路公交车-换乘8号线-国家会议中心

【北京北站】【北京北站】
    - 北京北站-西直门站-地铁2号线-鼓楼大街站-地铁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E口出-国家会议中心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