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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排期一览表

月 日 星期二

号馆会议室 号馆会议室 号馆会议室

上午

日本工业价值链促进会（ ）专场会议 智能制造 物联网 论坛

国际智能制造产业联盟物联网专业委员会

（时间敏感网络）

论坛

下午

工业互联网连接技术解决方案 对话隐

形冠军 系列研讨会

智能制造 物联网 论坛

国际智能制造产业联盟物联网专业委员会

（时间敏感网络）

论坛

专场

月 日 星期三

号馆会议室 号馆会议室 号馆会议室

上午

创新驱动，数字升级 新基建 智能工

厂研讨会 中国工控网

智能工业解决方案研讨会 传感器 （时间敏感网络）

论坛

下午

基金会中国巡回研讨会 新基建之制造业数字化工厂应用论坛 智

汇工业

（时间敏感网络）

论坛

月 日 星期四

号馆会议室 号馆会议室

上午 智能工业解决方案研讨会 机器人及机器视觉 智能工业解决方案研讨会 预防性 预测性维护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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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日本工业价值链促进会（ ）专场会议

时间： 年 月 日 至

：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区 馆

（信息物理系统）与“制造业数据交易” 堀水修先生

日本工业价值链促进会（ ）

专题：工业互联网连接技术解决方案 “对话隐形冠军”系列研讨会

时间： 年 月 日 至

：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区 馆

  

主题演讲：迈向未来制造 王健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中国科技自动化联盟  

技术对工业连接器和连接技术带来什么新的挑战和机遇
陈向军 亚太区装置及现场联接事业部总监

魏德米勒电联接（上海）有限公司

一网到底，浩亭助力“新基建” —— 面向工业物联网的单

对以太网 及 连接技术

黎立坚 产品经理

浩亭（珠海）贸易有限公司

让小巧而强大的连接器成为智能制造的坚实基础
沈志强 技术部经理

威琅电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新型连接技术 双杠杆弹簧连接
张捷 市场产品总监

宁波高松电子有限公司             

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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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智能制造 物联网”论坛 当工业自动化遇见物联网

“

主办单位：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广州富洋会展

承办单位：明道咨询（广州）顾问有限公司，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 校友会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广州校友会，国际智能制造产业联盟物联网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广东通信技术》杂志，广州网格物联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六方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赞助单位：广州绿深态农产品有限公司

时间： 年 月 日 至

：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区 馆

工业互联网主题演讲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崔立杰 行业物联网解决方案总经理

美国邦纳工程国际有限公司 胡勇 大中国区总裁

英飞凌 王进筑 电源与传感系统事业部大中华区生态系统高级经理

中国电信研究院 谭华 企业运营支撑中心主任

联想数据智能集团 罗洁 咨询资深经理

圆桌讨论 “ 物联网技术的行业应用 智能标签、智慧照明、智慧家居、智慧社区”

腾讯云微瓴物联网 鱼翔 产品经理

维锐科技 左湘陵

艾利丹尼森公司 智能标签及打印系统部技术专家

佛山照明研发中心 黄迪 技术专家

企业交流会议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张森林 供应链和生产运作咨询总监

达索系统 罗文锋 南中国区资深顾问

科东（广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龚鹏程 总经理

维他奶有限公司 黄开军 工业策略与发展工程总监

东莞徐福记食品有限公司 石秋香 智能制造经理

广东商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赵昭 销售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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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时间敏感网络）论坛

时间： 年 月 日 月 日 至

：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区 馆

一探 的奧妙
林俊余   

推进计划全球负责人

摩莎科技                    

现场层通讯倡议
张誉

中国区首席代表

基金会                   

使智能成为现实
宋华振

市场部经理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网络配置：挑战，模型和工具
谢皓

中国区技术经理

时触电子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基于 和 的实时边缘计算
金涛

系统架构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面向智能工厂的 和时间敏感网络的集成
王坤

高级研发工程师

爱立信                      

面向未来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网络配置
唐斯昱

主任研究员

华为杜塞尔多夫技术有限公司

行业虚拟专网网络架构介绍
谷明旭

战略与产业发展高级总监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现 对自动化工业平台带来的挑战 王岩

技术营销经理

嵌入式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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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专场 ‘控制污染！如何监测及改善生产制造流程的清洁度’

时间： 年 月 日 至

：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区 馆

专题：创新驱动，数字升级 新基建 智能工厂研讨会

协办单位：中国工控网

时间： 年 月 日

：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区 馆

欧特克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介绍
刘雪冬 制造业资深技术专家

欧特克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如何利用移动机器人实现内部物流自动化
赵丽 华南区销售经理

名傲移动机器人 上海 有限公司

让工业更智慧
江渊 视觉检测产品线高级架构师

集团格创东智 深圳 科技有限公司

后疫情阶段下远程协同技术助力工厂智慧化升级
赖毅 中国区运营总监

砹目 上海 科技有限公司

协作机器人助力工厂自动化
吴俊波 华南销售经理

优傲机器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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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基金会中国巡回研讨会 工业互联网与

协办单位： 基金会

时间： 年 月 日

：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区 馆

基金会与 统一架构
张誉 首席代表

（中国）基金会

应用案例
杨志清 自动化控制课经理

广州速威智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在大型信息化项目中的关键作用
赵定赟 华南大区总经理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用 实现万物互联 展湾智慧通
何伟 售前支持经理

上海展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 的 及 共融驱动的智慧工厂实施
夏豪 总经理

深圳前海禾盈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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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智能工业解决方案研讨会 传感器

时间： 年 月 日 至

：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区 馆

主题演讲

堡盟两维激光线扫高端传感器
陈建华 高级应用工程师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工业 背景下针对未来应用场景的智能传感和智慧连接 倍

加福

余玲文 行业技术经理

上海倍加福工业自动化贸易有限公司

新平台安全扫描仪系列 刘奇 高级产品经理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感知设备的脉动——易福门预测性维护系统解决方案
黄胜达 产品经理

易福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成就高品质的系统集成——零点 系列远程分布式
廖亮 通讯事业部总经理

四川零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万物互联•数据赋能 王平 营销总监

华辰智通科技

如何通过设备运维管理服务帮助传统工业企业提高设备服务效

率和降低服务成本
张亚飞 云平台产品总监

广州鲁邦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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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新基建之制造业数字化工厂应用论坛

协办单位： 智汇工业

时间： 年 月 日

：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区 馆

工业互联网新基建实践

孔晨光

工业互联网中心主任

广州联通

新基建 制造业的数字化工厂转型之道

魏吉祥

云制造首席专家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全域数字工厂

黄希旺

武汉星耀科技有限公司

西门子助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钱士明

数字化企业转型经理

西门子 中国 有限公司

工业物联网賦能产业信息化应用

陈彦彰

总经理

深圳市浦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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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智能工业解决方案研讨会 机器人及机器视觉

时间： 年 月 日 至

：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区 馆

主题演讲

软体机器人技术在工业自动化生产中的应用 鲍磊

软体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视觉技术助力智能制造

王麟

华东区总经理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图像视觉技术分公司

机器人材料去除新技术和应用
张志军

中国区材料去除专家

美国 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技术革命
顾悦鸣

中国区总经理

苏州凯本隆电子有限公司

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视觉传感器
韩涛

销售总监

森萨帕特（上海）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西克工业识别类产品应用介绍 龙成

产品经理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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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智能工业解决方案研讨会 预防性 预测性维护及其它

时间： 年 月 日 至

：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区 馆

主题演讲

基于数据驱动的设备预测性维护
王军

总经理

北京天工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 驱动系统预测性维护
张立平

产品经理

诺德（中国）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康耐视深度学习技术助力智能制造 袁威

大中华区 深度学习销售总监

康耐视

工业物联网以及高效磁阻电机驱动整体解决方案
张侃

邦飞利中国机电一体化及运动控制事业部负责人

邦飞利传动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智能化状态监测系统助力预测性维护 丁式超

总经理

上海海息通自动化有限公司

集团以及产品介绍
伍兴强

总经理

广州一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