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GIAC 全球互联网架构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 GIAC 全球互联网架构大会将于2016年12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GIAC 全球全球互联网互联网架构架构大会大会

GIAC 全球互联网架构大会，是长期关注互联网技术与架构的高可用架构技术社区推出的，面向架构师、技术负责
人及高端技术从业人员的年度技术架构大会。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如何使用合适的架构来搭建互联网
系统，是每一个互联网技术人员关心的问题。

对于处于互联网风口的团队，架构师需要了解容量评估及峰值应对，了解行业趋势，以继续保持业务领先优势。

对于成长型的团队，架构师需要了解业界优秀的实践，让架构具备扩展性，以满足未来业务需要。

对于正在向互联网转型的团队，架构师需要了解互联网成熟的经验，站在更高的起点，以实现弯道超车。

GIAC 是中国互联网技术领域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事，组委会从互联网架构最热门高压应对、云计算、大数据、机器
学习、分布式架构等领域甄选前沿的有典型代表的技术创新及研发实践的架构案例，分享他们在本年度最值得的总
结、盘点的实践启示，打造一个分享及讨论平台，改变未来一年的互联网构建方式。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6-12-162016-12-16

07:30~09:30签到

09:30 - 12:30   主会场09:30 - 12:30   主会场

9:30-9:40

主持人开场致辞 
特邀嘉宾 

•9:40-10:20

技术人学习与成长 
李笑来 

•10:20-10:50

互联网团队的工程师文化

陆勇  51Talk  CTO   

•10:50-11:20

API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化时代的架构基石

童剑 白山云

•11:20-11:50            



社区大咖分享

范冰 《增长黑客》作者

12:30 - 14:00 午   休

 

14:00 - 17:40   下   午    分会场14:00 - 17:40   下   午    分会场

容器与云平台架构容器与云平台架构

出品人 鲍永成 京东出品人 鲍永成 京东

•14:00-14:50

京东容器与云平台架构（拟）
鲍永成   京东

•14:50-15:40

主题待定
待定

•15:40-16:00

茶歇

•16:00-16:50

美团云架构演进（拟）

邱剑 美团云 首席架构师

•16:50-17:40

主题待定
马全一 华为 资深架构师
 

大数据及算法大数据及算法

出品人 王守崑出品人 王守崑

爱因互动 CEO爱因互动 CEO

•14:00-14:50

Big Data In Hulu

梁宇明 Hulu 大数据部   资深研发主管

•14:50-15:40

小米推荐系统架构

小米 工程师

•15:40-16:00

茶歇

•16:00-16:50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拟)

王守崑 爱因互动 创始人&CEO



•16:50-17:40

美团大数据架构（拟）

王栋 美团 技术专家

 

高压下的架构演进高压下的架构演进

出品人 李智慧        出品人 李智慧        

宅米网 CTO宅米网 CTO

•14:00-14:50

互联网高可用架构设计

李智慧 宅米网 CTO

•14:50-15:40

支撑百度搜索引擎 99.995% 可靠名字服务架构设计
郑然   百度   网页搜索部   架构师

•15:40-16:00

茶歇

•16:00-16:50

今日头条内涵段子的稳定性建设
曹建栋   今日头条   互娱社区   架构师

•16:50-17:40

OceanBase数据库架构演进及“双11”实践

杨志丰（竹翁）蚂蚁金服 研发专家

 

2016.12.172016.12.17

09:00 - 12:30   上   午    分会场09:00 - 12:30   上   午    分会场

编程编程语言语言与架构与架构

出品人 陈皓（左耳朵耗子）       出品人 陈皓（左耳朵耗子）       

酷壳博主 酷壳博主 

•9:00-9:50

知乎的微服务架构实践

彭晟杰 知乎 架构师 

•9:50-10:40

主题待定
陈皓（左耳朵耗子）

•10:40-11:30

Java 生态圈与微服务
丁雪丰 技术专家



•11:30-12:20

Real world Rust - Why and how we use Rust in TiKV
黄东旭 PingCAP CTO
 

电商时代的架构电商时代的架构

出品人 神秘嘉宾出品人 神秘嘉宾

ENJOY创始人&CTOENJOY创始人&CTO

•9:00-9:50

特卖电商供应链系统演进

高成 唯品会  供应链研发部 资深开发工程师

待定

•9:50-10:40

如何面对大促,在大促中成长

彭首長 聚美优品 技术部 研发总监

•10:40-11:30

亿级电商交易平台架构（拟）

李尊敬 京东商城

•11:30-12:20

贝贝百亿级服务架构及可用性保障实践

杨龙 贝贝网 资深技术专家/应用架构负责人

 

互联网互联网金融金融

出品人 王婷出品人 王婷

宜人贷 数据宜人贷 数据科学科学家家

•9:00-9:50

轻松筹众筹平台架构演进历程

李汐 轻松筹 联合创始人

•9:50-10:40

主题待定

李文哲   惠普金融   首席数据科学家

•10:40-11:30

互联网金融风控中的数据科学

王婷 宜人贷 数据部 数据科学家

•11:30-12:20

主题待定
待定



12:30 - 14:00   午   休

14:00 - 17:40   下   午    分会场

 

高可用高可用运维运维

出品人 来炜出品人 来炜

滴滴出行 运维总监滴滴出行 运维总监

•14:00-14:50

滴滴弹性云实践
谢丹博 滴滴 弹性云 研发经理

•14:50-15:40

主题待定
待定

•15:40-16:00

茶歇

•16:00-16:50

利用混合云实现微博极端峰值访问
王关胜 新浪微博 研发中心 架构师

•16:50-17:40

主题待定
Kordan 
 

视频视频与直播与直播

出品人 杨武明出品人 杨武明

熊猫TV 首席架构师熊猫TV 首席架构师

•14:00-14:50

映客直播服务端架构优化之路

王振涛 映客直播 架构师

•14:50-15:40

主题待定

世纪互联 技术专家

•15:40-16:00

茶歇

•16:00-16:50

主题待定

张华伟 一直播 技术负责人

•16:50-17:40



怎样构建一个基于智能路由的高可用实时音频系统

袁荣喜 学霸君 资深工程师

 

数据库与可扩展数据库与可扩展存储存储

出品人 侯军伟出品人 侯军伟

新美大 DBA主管新美大 DBA主管

•14:00-14:50

360 Redis 生态圈
陈宗志 奇虎360 技术经理

•14:50-15:40

美团数据库团队转型之旅：DevOPS、运营化、智能化
侯军伟 新美大 DBA主管

•15:40-16:00

茶歇

•16:00-16:50

阿里分布式数据库库双11实践
王晶昱（花名：沈询）阿里巴巴 资深专家

•16:50-17:40

主题待定
大勇 京东商城 资深架构师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史季强
京东商城

资深架构师  

王振涛
映客直播
架构师  

王婷
宜人贷

数据科学家  

杨武明
熊猫直播

首席架构师

王守崑
爱因互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创始人&CEO  

谢孟军
《GoWeb编程》

作者  

来炜
滴滴出行
运维总监  

李笑来
情非得已(北京)科技有限…

创始人



陈宗志
奇虎360

基础架构专家  

黄东旭
PingCAP

CTO  

谢丹博
运维部 技术经理

滴滴出行  

王关胜
新浪微博

资深运维架构师

曹建栋
今日头条
架构师  

王晶昱
阿里巴巴集团
资深技术专家  

郑然
百度

网页搜索架构部架构师  

侯军伟
美团网

技术专家

李文哲
普惠金融（爱前进）

首席数据科学家  

袁荣喜
学霸君
工程师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双日套票—7折早鸟票：1260元  （原价1800元）双日套票—7折早鸟票：1260元  （原价1800元）

10月31日-12月14日购票，可享受7折优惠。 团购3张以上，每张优惠30元。 此种门票不含午餐，一旦购买，恕不
退票。

双日套票（含午餐）—早鸟票：1500元（原价2000元）双日套票（含午餐）—早鸟票：1500元（原价2000元）

包含大会双日午餐，团购3张以上，每张优惠20元。门票一旦购买，恕不退票。

 

门票费用中包含门票费用中包含

1. 门票一旦购买，恕不退票。

2. 12月16日、12月17日大会通票，包含所有主题演讲和专题演讲；

3. 12月16日、12月17日两天午餐券，签到时发送，丢失不补；

4. 12月16日、12月17日提供茶歇（数量有限）；

5. 大会期间展区参观或参加互动，搜集各种小礼品；

6. 如因故不能参会，可将门票转让公司内其他人。转让门票请联系本次活动的会务组进行票务信息更改，会议开始
前7个工作日不能转让门票。如果门票遗失，请您及时与票务组联系。



7. 电子门票是大会入场的唯一凭证，届时需要打印或者携带电子票二维码（电子券号码）并带到大会现场签到处签
到，请妥善保管。

 

发票开具流程发票开具流程

1. 确认收到购票信息以及扣款信息；

2. 认真填写购票信息中的“发票”一栏，准确填写发票抬头以及快递地址；

3. 如“发票”一栏填写信息错误，请及时与工作人员沟通，及时修改发票抬头、购票联系人，请购票者确认发票信息

100%无误。

4. 会务组规定，在收到购票者票款后，方可按照实际总金额开具，如您有特殊需求，可及时沟通；

5. 如遇到公司报税日，不能开具发票，请各位谅解，会务组会尽快开具发票。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