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中国人工智能大会（CCAI
2017）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中国人工智能大会（CCAI 2017）将于2017年07月在杭州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为了更好地引导和推动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和发展，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蚂蚁金服主办，CSDN承办的2017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蚂蚁金服主办，CSDN承办的2017
中国人工智能大会（CC中国人工智能大会（CCAIAI 2017）将于7月22-23日在中国杭州举办 2017）将于7月22-23日在中国杭州举办，预计将有2000多位技术精英和专业人士参加此
次盛会。

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人们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探索和技术攻坚。近年来，该领
域飞跃式的理论进展和应用普及再次掀起新一轮高潮，并不断涌现出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和技术，成为未来科
学技术革命的重要发源地。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进一步推动关联技术和新兴科技、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新一
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势必将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支点。

在此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于2015年发起主办“中国人工智能大会”，目前已成功举办两届，这
也是中国国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会中国国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会。秉承前两届大会宗旨，2017中国人工智能大会将持续汇聚全球
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和产业界优秀人才，围绕当前热点话题、核心技术以及大家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进
行深入交流和探讨，并针对该领域相关技术研究、产业化创新应用、人才培养与成长等设立专题论坛，打造中国人
工智能领域产、学、研紧密结合的高端前沿交流平台。

为打造一届更高内容品质、更具全球视野的会议，2017中国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成立阵容强大的指导委员会。

2017中国人工智能大会会期2天，每天上午邀请本年度有最新研究成果的顶级专家学者发表独立演讲，根据日前最
新消息，Thomas G. Dietterich Thomas G. Dietterich AAAI前主席、通用机器学习技术权威专家、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MasashiMasashi
Sugiyama Sugiyama 机器学习理论知名专家、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先进智能研究中心主任；Toby Walsh Toby Walsh 逻辑人工
智能权威专家、AAAI执行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均已确认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主题报发表主题报告告。目前
主办方还在与多位世界级顶尖专家联系，更多重磅嘉宾名单也将陆续公布。

同往届一样，在人工智能大会的上午场国内外顶级专家特邀报告之外，下午场专题论坛也是一个极大亮点。根据当
前技术与市场热点，大会将设置“人工智能的科学与大会将设置“人工智能的科学与艺术艺术”、“人工智能驱动”、“人工智能驱动金融金融生活”、人工智能青年论坛、人生活”、人工智能青年论坛、人
工智能创业论坛、迁移学习论坛等专题论坛。工智能创业论坛、迁移学习论坛等专题论坛。围绕这些主题，国内外人工智能大型企业以及创新企业的技术领导者
和专家学者，将对当前技术的前沿研究以及应用实践共同进行深度探讨。

回顾这两年，已有近百位全球顶尖的专家学者在大会上分享了他们的最新成果和真知灼见，这些前沿观点和实践心
得，已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年度标识和宝贵财富，中国人工智能大会也发展成为一面旗帜，成为人工智能成为人工智能
领域内最权威的产、学、研专家交流盛会。领域内最权威的产、学、研专家交流盛会。

继2016年被加入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2017年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这意味着这一技术在国家政策中的急速奔跑。同时预示了人工智能即将对实体经济、行业升级、国家治理等各个方人工智能即将对实体经济、行业升级、国家治理等各个方
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技术发展趋势来看，人工智能已然成为引领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下一幕核心技术的浪
潮。毋庸置疑，人工智能的时代正在大踏步向我们走来……

江南风景旧曾谙，人工智能今渐来。七月仲夏，我们相约杭州，拥抱人工智能新时代。

2017 中国人工智能大会亮点2017 中国人工智能大会亮点



全球顶尖人工智能专家亲临，分享前沿技术观点

产学研深度结合，知名企业典型技术应用案例精讲

社群精英齐聚，2000位+人工智能技术精英年度交流会

议程设置强化讨论环节，四大主题Panel全开放互动

历届中国人工智能大会主题回顾历届中国人工智能大会主题回顾

CCAI 2016：中国人工智能大会针对人机交互、机器学习、模式识别、产业实战等主题进行论坛研讨，努力打造成
为国内人工智能前沿平台。
CCAI 2015：中国人工智能大会汇聚国内人工智能领域内的顶级专家学者及产业界人士，针对机器学习与模式识
别、大数据的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未来四个主题进行论坛研讨。

组委会组委会

大会主席大会主席

谭铁牛　谭铁牛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 

王　坚　王　坚　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 

杨　强　杨　强　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

               AAAI Fellow 

程序委员会主席程序委员会主席

漆　远　漆　远　蚂蚁金服副总裁、首席数据科学家

周志华　周志华　南京大学教授、AAAI Fellow

组织委员会主席组织委员会主席

王卫宁 王卫宁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 

李   津 李   津     蚂蚁金服技术合作发展部资深总监 

董   晶  董   晶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长 

7月22日7月22日

时间时间 内容内容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08:30 大会主持人
 杨   强 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AAAI Fellow

漆   远蚂蚁金服副总裁、首席数据科学家

09:00-09:25 大会致辞

 李德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谭铁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

王   坚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

09:25-10:15 主题演讲  李德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10:15-11:05 深度学习的迁移模型  杨   强 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AAAI Fellow

11:05-11:55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那一面  Toby Walsh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AAAI执行委员会成员

11:55-12:45 主题演讲  漆   远蚂蚁金服副总裁、首席数据科学家

12:45-13:30 午餐

12:45-13:30 语言智能与应用论坛

主席：

宗成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嘉宾：

陈恩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CCF会士

初   敏阿里云智能语音交互技术总监

黄锦辉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梁家恩北京云知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CTO

林德康奇点机智联合创始人、ACL Fellow

刘   挺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俞   凯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研究员、思必驰公司首席科学家

15:30-16:00 茶歇

16:00-18:00 智能金融论坛

主席：

李小龙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技术总监

嘉宾：

邓小铁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致远讲席教授

柳崎峰香港智能金融科技有限公司(FDT-AI)联合创始人兼CEO

Sudheer Chava佐治亚理工学院信息安全和隐私研究所金融学主席教授

王梦迪普林斯顿大学运筹与金融工程系助理教授

张胜誉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

7月23日7月23日

08:30 大会主持人
 周志华南京大学教授、AAAI Fellow

宗成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08:30-09:20 机器学习在商务智能中的创新应用  Hans Uszkoreit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科技总监

09:20-10:10 主题演讲  周登勇微软雷德蒙研究院Principal Researcher

10:10-11:00 主题演讲  Sha   Fei 南加州大学副教授



11:00-11:50 弱监督机器学习研究新进展  Masashi Sugiyama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先进智能研究中心主任

11:50-12:40 构建强健的人工智能：原因及方式  Thomas G. Dietterich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AAAI前主席

12:40-13:30 午餐

13:30-15:30 人工智能科学与艺术论坛

主席：

乔   红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机器人中心副主任

嘉宾：

史元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全球创新学院院长

王蕴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

王   颖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副局长

张   敏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

刘   燕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系名誉副教授、机器学习中心主任

王   静《中国科学报》主任记者

15:30-16:00 茶歇

16:00-18:00 人工智能青年论坛

主席：

朱   军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

李   磊今日头条科学家、人工智能实验室总监

嘉宾：

陈一昕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犀牛科技创始人兼总裁

黄民烈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

兰艳艳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潘   纲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王   刚 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员，首席科学家

张敏灵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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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胜誉
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系

副教授  

张敏灵
东南大学计算机

教授  

俞凯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研…

思必驰首席科学家



王蕴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副院长  

王颖
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

副局长  

王静
《中国科学报》

主任记者  

王刚
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

研究员 首席科学家

潘纲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

教授  

柳崎峰
香港智能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兼CEO  

刘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授  

梁家恩
北京云知声信息技术有限…

创始人、董事长、CTO

兰艳艳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副研究员  

黄民烈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副教授  

黄锦辉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

副院长  

邓小铁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

致远讲席教授

陈一昕
犀牛科技

创始人兼总裁  

Hans Uszkoreit
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科技总监  

漆远
蚂蚁金服
副总裁  

初敏
阿里云-iDST-Analytics

部门总监

李德毅
中国工程院

院士  

杨强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副理事长  

Toby Walsh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教授  

Masashi Sugiyama
东京大学

教授



Thomas G. Dietterich
俄勒冈州立大学

计算机科学荣誉退休教授  

史元春
清华大学

计算机系人机交互与媒体  

宗成庆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会议 票种票种 4.27-5.314.27-5.31 6.1-6.306.1-6.30 7.1-7.167.1-7.16 7.17-7.217.17-7.21

CCAI 2017中国人工智能大会

个人票 999 1600 2000 2500

团购票（≥3张） 799 1400 1800 2200

学生票（凭学生证） 599 1300 1700 2100

 

门票权益：门票权益：

1.会议两天全部日程（需特殊邀请参加的环节除外）；

2.会议互动展区；

3.会议两天午餐及茶歇；

4.会议资料；

5.会议纪念品；

6.会议所有可公开的演讲讲义。

 

注明：注明：

学生票请携带本人学生证领取入场劵学生票请携带本人学生证领取入场劵

付款后收到二维码门票（通过邮件及短信发送） 现场扫描二维码门票参会

发票一经开出不退不换，因每月25日之后公司封账，在此期间付款的发票将在下个月8号之后开出，发票开票
时间15个工作日，将以快递的形式寄出。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