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 4 日 ~5 日，“2019 物联网技术行业应用高峰

论坛暨年度研究发布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1场主论坛，

9场平行论坛，12 场互动讨论，64 场主题分享，1000 余名专业观

众，会议涵盖智能感知、传输技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多个技术方向，分论坛聚焦建筑、安防、大健康养老、工业互联网、

金融、政务等多个行业应用领域，同期分论坛还包括：区域合作、

生态支持、中科院项目宣讲等多个相关版块内容，来自 70 多位领

导及主题分享嘉宾的见解洞察，更是以多个维度视角分享他们的行

业认知和现实体验。

物联网产业是继互联网、移动通信等传统 IT 行业之后的又一

次信息产业浪潮，已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型新兴产业。万物

互联创造了巨大的连接规模和市场价值。在万物互联大趋势下，市

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2019 物联网技术行业应用高峰论坛暨年度研究发布会”旨

在发挥北京物联网人才、技术优势，帮助上下游企业和需方，以及

区域合作伙伴，及时把握物联网发展趋势，展示与推广典型应用案

例与场景，深度挖掘行业应用需求，进而促进物联网应用技术的整

体升级和发展。



2019 物联网技术行业应用高峰论坛
暨年度研究报告发布会

赋能区域发展  深挖物联技术应用

主办单位： 
中关村京企云梯科技创新联盟
北京中科科技创新发展研究院
北京电子商会
北京物联网学会

协办单位： 
OPC 基金会
北京工业经济联合会
天津市电子工业协会
河北省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协会
广东天骄智能制造要素配置中心
工业 4.0 俱乐部
智优沃产业加速器
中国首席数据官联盟 

承办单位： 
王志良物联网研究工作室 
悦和汇（北京）会展有限公司

平台承办：  
中发智造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中科高服 ( 北京 ) 科技顾问有限公司
中联智品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扬帆伟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医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铭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智造前沿》
智美国际

 
支持单位： 
中国开发区协会智慧开发区专委会 
中国信息协会专家委员会 
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
中研禾力技术咨询 
中程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议日程
2019/12/04(周三)



三号会议厅

物联网技术行业应用高峰论坛

09:00 － 09:10

09:10 － 09:15

10:50 － 11:20

09:15 － 09:40

11:20 － 11:30

10:30 － 10:50

09:40 – 10:30

11:30 － 12:00

联合主办单位领导

北京物联网学会会长王志良教授

嘉 宾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副所长  
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陈大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泰尔终端实验室 
战略规划与研究部 副主任
IoT 行业首席研究员 葛涵涛

主持人宣布论坛开幕并介绍出席论坛的领导和嘉宾

致辞

专题报告：《物联网技术行业应用年度研究（2018-2019 年度）》
研究意义与价值定位

致辞

《物联网技术行业应用年度研究（2018-2019 年度）》经典案例证书发放

《物联网行业应用年度研究（2018-2019 年度）》发布并为专家颁发证书

主旨演讲

专题报告：《物联网技术行业应用年度研究（2018-2019 年度）》
内容概要解读

09:00-12:00 三号会议厅

行业应用—IoT 前沿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应用
分论坛承办：智优沃产业加速器

14:00 － 14:10

14:10 － 14:30

14:30 － 14:50

14:50 － 15:10

葛涵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泰尔终端实验室 
战略规划与研究部 副主任 
IoT 行业首席研究员 

钱电生
常务副秘书长
ARM 人工智能生态联盟

王淼
总监
海尔 U+ 标准与知识产权部

张文杰
总经理
腾讯云 AI 平台与物联网产品

主持人开场介绍

平台化赋能 AIoT 创新

IoT+AI 赋能智慧家庭

IoT 全栈产品助力产业新升级

13:30-17:20



15:10 － 15:30

15:30 － 15:50

15:50 － 16:10

16:10 － 16:30

胡云
物联网技术研发中心总监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

燕军
秘书长
北京电子商会

傅宗民
沅顾科技总经理 
（前台积电设计技术平台DFM）

葛勇
副院长
北京中科科技创新发展研究院 

张爽
北京电控信息服务产业平台 
牡丹集团 智能资讯中心副总经理

路晔绵
博士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泰尔终端实验室 信息安全部 

葛涵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泰尔终端实验室 
战略规划与研究部 副主任 
IoT 行业首席研究员 

5G 引领万物互联新时代

IoT 到 AIoT 的芯片变革之路

5G 时代的物联网发展机遇与挑战

AIoT+5G 助力构建家居、社区智慧化

五号会议厅 A

区域合作—生态服务护航产业发展
分论坛承办：北京电子商会    

13:00-17:00

13:30 － 13:35

13:35 － 14:10

14:10 － 14:40

致辞

知识产权运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主题分享

郑衍松
副总经理
北京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4:40 － 15:10

主题分享

16:30 － 17:00 主持人：葛涵涛 
对话嘉宾：5 位行业嘉宾

圆桌讨论
1. IoT 技术在商业化应用的过程中难点包含哪些？
2. 在 5G 技术的推动下，未来哪些技术或行业会形成爆发点？
3. 新技术的推动难点有哪些？



16:40 － 17:00

16:20 － 17:00

分享嘉宾  各区域合作伙伴

提问咨询 及 5 日深度讨论会主题预约

座谈讨论：中科院项目、人才企业服务交流讨论

刘道臣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
中科高服（北京）科技顾问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顾问

朱修建
总编
国家政策资金申报咨询网

盛海龙
成果部副主任
中科高技术企业发展评价中心

15:10 － 15:40

15:40 － 16:10

16:10 － 16:40

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与风险防范

学习运用国家政策项目资金，加快推进物联网行业发展

做好科技管理，促进企业发展

五号会议厅 B

区域合作—中科院物联网科技创新专场
分论坛承办：北京中科科技创新发展研究院 

13:00-17:00

13:30 － 13:40

13:40 － 14:20

14:20 － 15:00

15:40 － 16:20

15:00 － 15:40

葛勇
副院长
北京中科科技创新发展研究院 

陈援非
所长
中科院天津中科物联网技术研究所

赵振亚
副主任
中科院微电子所通信与信息工程研发中心

王成
主任
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 智能康复技术实验室

刘军发
总经理 
中科劲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主办方领导致辞

智能物联网新产业与新经济

物联网共性支撑技术及应用场景

AI 助力步态诊疗：揭秘步态”密码”

融合多源感知的智慧视频安监平台



五号会议厅 C

行业应用—物联技术发展驱动安防大应急行业转型升级
分论坛承办：中发智造

13:00-17:00

16:00 － 17:00
产品展示技术沟通交流

代木炎
总监
浙江大华中国区企业业务部产品与解决方案

王卓轶
存储产品专家
北京扬帆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赵寒伟
副总裁
触景无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李继平
总经理
安科迪阵列视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昌登峰
技术总监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顾婷
总经理
TG 万网博通北分公司

13:40 － 14:00

14:00 － 14:20

15:20 － 15:40

14:20 － 14:40

14:40 － 15:00

15:40 － 16:00

大应急 . 大安全 . 大协同 - 大华 HOC 助力应急能力提升

物联网高性能存储解决

人工智能边缘计算助力感知城市

阵列成像技术 - 复眼改变未来

AIoT 场景化、中台战略正当时

全息 AI 安防网络解决方案

李辉
秘书长
中关村京企云梯科技创新联盟

常庆伟
副总经理
北京海卫士电子有限公司

13:30 － 13:40

15:00 － 15:20

主办方领导致辞

海卫士智慧军营建设方案



五号会议厅 D

行业应用—AIOT 助力构建健康服务新场景
分论坛承办：北京物联网学会
会议主持：上海医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3:00-17:00

路桂军
主任医师 
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

王东
院长
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博奥研究院

常亚迪
总经理 
北京京东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App SBU

13:40 － 14:00

14:00 － 14:20

14:20 － 14:40

善终优逝

健康管理适宜技术

深耕场景，物联健康

李伟
主任
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心

13:30 － 13:40

致辞

吴英桦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标准所 高级工程师
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专家委员会专家

李敦基
董事长
上海多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王志良 教授 总结发言

15:00 － 15:20

15:20 － 15:40

15:40 － 17:00

信息无障碍与智慧养老

案例分享 : 看护机器人

座谈讨论：
“社区健康 + 养老服务现存问题和发展方向”

朱宏伟
CEO
上海医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4:40 － 15:00

案例分享 : 桃李春风



会议日程
2019/12/05(周四)

五号会议厅 A

行业应用—物联网技术建筑行业应用
分论坛承办：中关村京企云梯科技创新联盟

09:00-15:30

胡显维
北京电控信息服务产业平台 
牡丹集团 智慧工程中心主任

孙海亮
行业专家
微软 smart spaces

马云飞
副院长
三一筑工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院

09:30 － 09:50

09:50 － 10:10

10:10 － 10:30

智慧工程中心━智慧社会的实验田

科技赋能建筑

建筑工业化与智能制造

李辉
秘书长
中关村京企云梯科技创新联盟

09:25 － 09:30

致辞



11:50 － 12:10

bos- 行业数字化加速器

杨帆
技术总监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终端产品线 智慧家居产品

刘斌
营销总监
碧桂园核心联盟企业安心加科技

冯俊国
副院长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建造研究院

任远
营销中心副总裁
盈嘉互联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

10:50 － 11:10

11:10 － 11:30

11:30 － 11:50

主题分享

平台赋能 智慧互联

主题分享

柳涛
负责人
软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治理事业本部

10:30 － 10:50

主题分享

五号会议厅 B

区域合作精准对接交流研讨会 

09:30-11:30

各地区域合作伙伴、生态支持单位、企业

09:30 － 11:30

区域合作精准对接深度研讨会

13:30 － 15:30
深度交流讨论会



五号会议厅 B

行业应用—物联网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
分论坛承办：OPC 基金会、北京中广智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00-17:00

张晓晴
副院长
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

陈然
副总经理
工控网（北京）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张誉
中国区首席代表
OPC（中国）基金会

13:35 － 13:45

13:45 － 14:10

14:10 － 14:35

嘉宾致辞

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趋势分析

OPC UC OVER 5G

燕军
秘书长
北京电子商会

13:30 － 13:35

致辞

16:15 － 16:40

江蕾
北京研华兴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能源环境事业部经理 电力行业开发经理

贲志刚
总经理
北京麦斯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文建
工程事业部销售经理
北京力控元通科技有限公司软件

盛旭东
首席技术支持经理
上海展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5:00 － 15:25

15:25 － 15:50

15:50 － 16:15

融合物联网创新技术  助力能源互联网建设

工业物联网及 Thingworx 平台

石油油气生产中物联技术的应用

人工智能给 IIoT 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赵艳领
高级工程师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经济技术研究所

14:35 － 15:00

工业互联网关键技术与 OPC 产品测试与认证

16:40 － 17:00

互动提问



五号会议厅 C

行业应用—AIOT 助力构建服务应用新场景
分论坛承办：北京物联网学会
会议主持：北京扬帆伟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09:00-16:00

09:25 － 09:30

09:30 － 09:45

09:45 － 10:00

10:00 － 10:15

王志良
会长
北京物联网学会

黄泽君
副总经理
北京数字证书认证中心 企业与金融事业部

孙茂增
助理总经理
银行卡检测中心信息安全中心

刘智聪
迅雷原首席科学家 
云南金融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致辞

主旨发言

物联网场景下的移动支付风险防范

主题演讲

胡玮
首席战略官
北京华云慧通科技有限公司

胡星昱
永洪数据科学研究院金融业务资深研究员
金融业务专家

10:55 － 11:10

11:10 － 11:25

主题分享

数据技术的下一站：数据应用

郑保卫
总经理
恩核（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40 － 10:55

转换认知，构建可支撑数据开发的数据管控体系

10:25 － 10:40

10:15 － 10:25

熊帅
CEO
北京扬帆伟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刘冬冬
秘书长
中国首席数据官联盟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09:20 － 09:25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介绍出席论坛的领导和嘉宾



11:40 － 11:55

BigData+AI 助力教育产业数字化转型

吕旭军
CEO
北京网录科技有限公司

郝心悦
市场总监
北京瀚沙数聚科技有限公司

11:25 － 11:40

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

五号会议厅 D

中发智造生态服务深度交流研讨会
会议主持：中发智造

09:30-11:30

李耀罡
总经理
厚朴供应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供应链金融事业部

中发智造
生态服务伙伴
服务企业代表

09:50 － 10:20

10:20 － 11:30

产业互联网 + 供应链金融生态建设产品与服务

生态服务深度服务研讨会

梁虎
总经理
北京中发智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商务拓展中心

09:30 － 09:50

中发智造工业互联网生态合作布局

14:00 － 16:00

深度交流讨论会



五号会议厅 D

智慧传播助力产业品牌升级
会议主持：中联智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3:00-16:00

张雷
北京电控信息服务产业平台
北电科林公司 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

媒体代表、政府代表、企业代表、学者专家

14:00 － 14:30

14:30 － 16:00

智能网联技术在特种车领域的应用和案例分享

合作交流

贺天星
人民数字智品频道负责人
《人民智品》栏目制片

13:30 － 14:00

智慧传播助力产业品牌升级



      一、概况。  北京中科科技创新发展研究院（简称：北京中科
创新院）由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和单位及社会有关机构共同发起成
立的公益法人研究机构。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立足科学院，融合各国立科研机构、高校、高新技术企
业等创新资源，为政府、科研机构、行业（企业）提供创新领域的
第三方专业咨询和综合服务。我院在 2018 年度中国社会组织等级
评估中被北京市民政局确定为 3A 级。
        二、业务范围。开展科技创新研究：科技创新发展环境研究，
科技体制改革研究，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协同创新研究、科技
成果推广研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探索和建立适合国情的科技创
新体系，探索产学研用功能齐全的发展模式；科技成果认证：对科
技成果进行科学的筛选和认证；科技成果转化：组织科技成果转化、
进行转化和实施跟踪；专业咨询培训与会展：组织学术交流、专业
培训与成果展示，发布新闻；知识产权交易与保护：搭建平台组织
知识产权交易，并进行法律保护；政府委托项目：承接政府和其他
部门的专业项目；国际交流与合作：对外合作、技术移植与嫁接、
学术交流；出版编辑专业刊物。
        三、工作进展。以双创为切入，坚持问题导向，着力体制机制
的改革创新，努力构建产学研合作的 MPIB 模式，即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以公益评价咨询为先导，集成供给侧的创新要素和需求侧的
关键要素，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实现联动创新链的有
效贯通。通过公益成果评价研究基金和产业基金的引导和扶持，有
力推动了高新技术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有效促
进了政产学研金介贸媒多元要素的深度融合，目前一批产学研合作
的成果正在北京、上海、山东、山西、江西和安徽等地有序落地。

北京中科科技创新发展研究院

中关村京企云梯科技创新联盟是由北京市国资委和中关

村管委会共同推动，以“融汇创新资源、服务科技发展、助推

国企改革、聚力转型升级”为宗旨成立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云梯创新联盟聚力推动市属企业与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建

立常态化的合作机制；推进市属国有企业与中关村合作发展

创业园区；逐步建立健全合作需求库和资源库；探索建立科

技资源合作共享机制，共建一批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推动企

业以多种方式参与区域合作工作，实现企业跨区域布局发展。

展望未来，云梯创新联盟将持续致力于提升北京创新活

力和发展潜力，推动科技创新资源优化整合，助力首都经济

腾飞。

中关村京企云梯科技创新联盟



北京物联网学会（原名：北京物联网研究会）是由北京

市民政局批准成立，挂靠于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并接受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管理机关的监督管理，是一个致力于推

动物联网的技术研究、标准化、产业化及应用创新与推广的

开放性、非盈利学术团体，由企业、科研机构、院校、相关

政府部门及其他社团组织自愿组成。

北京物联网学会是北京市 4A 级协会，自 2013 年成立以

来，长期致力于推动物联网技术研究、标准化、产业化及应

用创新相关，广泛承担着物联网领域国家及地方的行业调研、

数据分析、政策决策等相关支持工作。

北京物联网学会旨在搭建政用产学研五位一体交流平台，

通过“政用产学研”之间的互动和协作，推动首都物联网技术与

产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也为会员和其他关注物联网的团体个

人提供更多交流、互动和协作机会。

北京物联网学会参与了国家级升级文件编制起草，撰写

物联网多部专著，组织和参与多场行业专业会议，积极为物

联网建设做好智力支撑，成为物联网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的

高效能平台。

北京物联网学会
北京电子商会于 1993 年 2 月成立，受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和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领导，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组
织。自成立以来，由于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和会员单位的高度赞扬。自 2014 年 4 月换
届以来，在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创新思路、开拓进取，为政府、
会员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增值产品和服务。坚持 “一、二、四” 战略方向，
努力实现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产品化。2015 年 4 月，被北
京市民政局评为北京市 4A 级社会组织。

电子商会的职责是：在会员和政府部门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
用，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反映会员的意见和要求；传达政府的方
针政策，协助政府部门对电子产品的经营进行指导、协调、咨询服务。    

1、促进会员单位与国内外同行业的交往，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和业务交流，组织考察，举办产品展销、展览、展示活动。

2、组织会员单位开展电子市场调查研究，广泛收集国内外电
子市场信息，组织市场信息发布和经验交流，为会员单位的经营决
策、为企业的产品开发提供咨询服务。为会员企业举办法律法规、
技术、质量、营销方面的培训。

3、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对北京市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经济运行进
行统计、汇总、分析，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另外，承办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其它工作。电子商会
下设办公室、会员部、行业发展部，国际合作部等部门。

本会有着特有的优势，京东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升兼任
会长，本会最高权力机关是理事会，多名著名企业家、质量管理方
面的专家、学者、教授担任各级领导。

北京电子商会目前与香港电子业商会，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
公会和韩国中小企业中央会建立了联系，定期进行信息交流，参观
考察活动。目前本会已有团体会员近 200 家，团体会员包括工业企
业和商业企业，如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想（北京）有
限公司、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同方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爱国者数动码科技有限公司、中关村电子城等知
名企业，他们在商会中充分发挥了很好作用。

北京电子商会要继续努力发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
用，为会员企业提供最满意的服务，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北京电子商会



更多详情，请咨询：张老师
联系方式：138 1060 1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