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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汽车百家论坛第二十期
2020 中国（深圳）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发展论坛

2020 年 11 月 3 日下午 9 号馆现场论坛 9A81 展位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30-14:00 签到

14:00-14:30 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发展与产业变革 王扬满，深圳开沃汽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14:30-15:00 动力电池系统安全设计 陈斌斌，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系统研究院院长

15:00-15:30 新能源车无线充电测试技术分享 刘玉才，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15:30-16:00 高效化电驱动关键技术及其发展
王图南，汉宇集团股份子公司，深圳法拉第电驱动有限公司，
研发总工、联合创始人

16:00-16:30 氢燃料电池技术发展分析 曹桂军，深圳市氢蓝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博士

16:30-17:00 交流互动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2020 第二届快速充电技术论坛

2020 年 11 月 4 日 9 号馆 2 楼会议室 A+B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30 新基建下充电桩设施市场预期与趋势 孟祥宇，科瑞卓信（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研究员

09:30-10:00 大功率充电技术标准新进展 倪文超，德凯质量认证（上海）有限公司，经理

10:00-10:30 茶歇交流

10:30-11:00 大功率充电技术发展现状和关键技术研究 周红斌，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11:00-11:30 无线快速充电技术研究及应用 樊华鹏，上海纵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经理

12:00-13:30 自助午餐

13:30-14:00 电动车大功率充电技术研究 华卓立，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充电系统总监

14:00-14:30 充电机功率模块的功能指标探讨 周代文，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充电机产品线总经理

14:30-15:00 茶歇交流

15:00-16:00 满足超快速充电的充电枪设计难点及液冷技术 周红斌，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16:00-17:00 大功率充电设计及液冷技术应用 李志刚，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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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5 日 9 号馆 2 楼会议室 A+B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30 大功率充电的安全防护策略 焦永杰，深圳市车电网路有限公司，总工

09:30-10:00 大功率充电技术研究及应用 徐平安，深圳巴斯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10:00-10:30 茶歇交流

10:30-11:00 聚焦充电模块，助力新基建发展 李博，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

11:00-11:30 大功率应用及液冷技术应用 赵会，星星充电，经理

12:00-13:30 会议结束离场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2020 国际电力电子创新论坛

2020 年 11 月 3 日 媒体中心（南登）A+C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上午主题：宽禁带器件及电源创新技术
嘉宾主持：杜雄，重庆大学，教授；王俊，湖南大学，教授

10:00-10:30 低成本高性能碳化硅电力电子技术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王俊，湖南大学，教授

10:30-11:00 碳化硅功率器件技术及应用 和巍巍，深圳基本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

11:00-11:30 多端口变换器拓扑衍生方法与控制策略 杨平，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11:30-12:00 GaN 技术概览和应用 黎剑源，GaN Systems，高级现场应用工程师

下午主题：宽禁带器件及电源创新技术
嘉宾主持：王来利，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裴雪军，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13:45-14:15 宽禁带功率半导体器件高密度封装集成技术 王来利，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14:15-14:45 模块电源使能千行百业 王军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模块电源领域产品与解决方案总监

14:45-15:15 并联逆变电源供电系统的选择性保护策略研究 裴雪军，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15:15-15:45 矩阵式串联方式在电源环境应力检测中的应用 梁远文，深圳市鼎泰佳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5:45-16:15 GaN HEMT 开关振荡分析及振荡抑制 罗全明，重庆大学，教授

2020 年 11 月 4 日 媒体中心（南登）A+C

上午主题：交通电气化与运动控制
嘉宾主持：陈敏，浙江大学，副教授；皇甫宜耿，西北工业大学，教授

10:00-10:30 基于 V2G 技术的双向车载变换器研究 陈敏，浙江大学，副教授

10:30-11:00 电动汽车三相大功率交流充电的机遇与挑战 韩永杰，深圳威迈斯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高级工程师

11:00-11:30 高空长航时氢燃料电池动力无人机关键技术 皇甫宜耿，西北工业大学，教授

11:30-12:00 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技术发展与测试 邾志豪，技术支持工程师，艾德克斯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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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主题：新能源发电及其并网控制技术
嘉宾主持：杜雄，重庆大学，教授；孙凯，清华大学，研究员

13:45-14:15 两级式单相变换器的二次谐波电流抑制技术 阮新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14:15-14:45 新能源发电机组并网需求演变及典型控制问题探讨 周党生，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14:45-15:15 面向“光储充氢”系统的直流微网关键技术 孙凯，清华大学，所长 /研究员

15:15-15:45 平价时代的光伏并网逆变器控制技术创新 吴良材，深圳古瑞瓦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研发总监

15:45-16:15 新能源并网中的谐波问题建模与分析 杜雄，重庆大学，教授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特斯拉 MODEL3 拆解秀及汽车电子技术论坛

2020 年 11 月 3-4 日 12 号馆 K39 展位，特斯拉 model3 拆解流程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15-10:30 拆解动感热舞表演 + 游戏互动

10:30-11:00

特斯拉 model3 拆解秀 - 上半场

Part1：特斯拉独步天下的电池和 BMS技术
Part2：L3/L4级的自动驾驶技术（ADAS、车联网）
Part3：智能汽车的车规级元器件生产工艺

蒋浩敏，科理中城，科理创新对标中心运营副总

11:00-11:10 拆解动感热舞表演 + 游戏互动

11:10-11:30

特斯拉 model3 拆解秀 - 下半场

Part4：优秀的整车质量、精湛的制造工艺以及供应链成本
控制

Part5：从 30%至即将实现的 100%国产供应链上的商机

蒋浩敏，科理中城，科理创新对标中心运营副总

11:30-11:35 结束致谢，嘉宾合影

2020 年 11 月 3 日 12 号馆 K39 展位，汽车电子技术论坛议程

13:45-13:50 嘉宾致辞 张迎辉，电子发烧友，总经理

13:50-14:00 中城智能硬件加速器服务体系 孔令琦，中城智能硬件加速器，总经理

14:00-14:30 新一代智能汽车电子架构 邵宏，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总工

14:30-15:00 智能感知在自主驾驶中的应用和挑战 郝祁博士，南方科技大学

15:00-15:30 特斯拉 model3 技术揭秘 蒋浩敏，科理中城，科理创新对标中心运营副总

15:30-16:00 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技术发展 张瑞锋博士，深圳汽航院，院长

16:00-16:30 AutoChips 国产车规 MCU 介绍 孟凡伟，合肥杰发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2020 年 11 月 4 日 12 号馆 K39 展位，汽车电子技术论坛议程

13:45-13:50 嘉宾致辞 张迎辉，电子发烧友，总经理

13:50-14:00 中城智能硬件加速器服务体系 孔令琦，中城智能硬件加速器，总经理

14:00-14:30 特斯拉 model3 技术揭秘 白皜，科理咨询（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4:30-15:00 面向商用的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技术及行业现状
胡超博士，中兴新能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首席
技术官

15:00-15:30 德州仪器 (TI) 助力汽车智能化进程 孙亮，中国区汽车事业部技术支持经理，德州仪器 (TI)

15:30-16:00 车用连接器的技术创新 TE 演讲代表

16:00-16:30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关键技术创新 中科三环 演讲代表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会议议程 | Forum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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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电子元器件产业采购与供应链管理高峰论坛

2020 年 11 月 3 日 9 号馆 9A81 展位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8:30-09:20 签到入场，自由交流，抽奖活动

09:20-09:30 领导致辞 

09:30-10:00
电子元器件如何提升供应链竞争力和市场力？
• 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现状及供应链发展趋势
• 以竞争情报提升供应链的竞争力
• 电子元器件产业难题及市场突破应对

嘉宾

10:00-10:30
电子元器件小批量、多品种的采购成本控制之道？
• 越来越多的小批量多品种需求产生的因素
• 如何来解决小批量多品种带来的各种影响
• 解析多品种小批量采购库存控制与成本管理

嘉宾

10:30-11:00
面对涨价缺货，电子元器件采购如何应对 ?
• 如何密切关注供需趋势并做准确需求预判
• 如何快速寻找替代物料及加强供应商关系
• 如何建立安全库存和确保供应商多元化

唐重喜，嘉龙半导体集团，采购总监

11:00-11:30
国产芯片替代潮，电子元器件产品认证和供应商开发策略？
• 国产芯片替代技术参数与核心过程符合性
• 评估可靠度测试保障以及效果确认，价格体系合理性
• 供应商开发的评价指标和方法、供应商绩效考核方法

胡红剑，广和通股份开发中心

11:30-12:00

新形式下，如何保障电子产业供应链风险安全？
• 打造供应链多样性，减少对单一供应源的依赖性
• 建立多元化供应商网络提高供应短缺风险抵御能力
• 剥离或外包非核心运营提升价值链竞争力
• 如何建立供应链风险管理应对机制以及管理流程

曹金荣，华为供应链奠基人

12:00-12:30 圆桌论坛：探求中国芯采购管理之道 全体主讲嘉宾

12:30-14:00 午餐休息

14:00-17:00 巡展观礼，供需交流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IPC TechNet Studio （IPC 标准及学习交流区 / IPC 标准技术组会议）

2020 年 11 月 3 日 9 号馆 9A90 展位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45-10:15 IPC 标准导航 /Navigating IPC Standards 杨亮亮，IPC大中华区，标准部门经理

10:20-10:50 VDA 质量标准介绍
王艳敏，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量管理中心中国分公司，高级
质量经理 /专职培训师

10:55-11:25 IPC 610/620 轨道交通标准开发案例解析
陈志漫，高级专家，IPC-A-610CR标准开发技术组主席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3:30-14:00 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企业提升对标准的管理和使用 周怡旻，埃信华迈（IHS Markit），专业服务部经理

会议议程 | Forum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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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14:45 数字孪生工厂 - 通用元器件基础模型设计
徐伟，高级工程师，IPC/DAC-2552 MBD标准开发技术组主
席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00-15:30 工业 CT 在电子领域的应用和未来检测科技发展方向 郑义，通用电气，检测控制技术电子领域专家

15:45-16:15 如何制定有效的印制电路组装件清洁度评估标准 赵萍，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4 日 9 号馆 9A90 展位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00-10:30 影响中国、日本、韩国电子行业的化学品法规 张帆羽，IPC-EHS，研究专员           

10:35-11:05 电子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与 ESG 刘春蕾，上海闵行区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主任

11:10-11:40 IPC-1401 CSR 标准树立行业标杆
周国银，CSR高级经理，IPC-1401A标准开发技术组主席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午休

13:30-14:00 数字全球化背景下的客户关系管理 谢上获，Salesforce，大中华区客户经理

14:15-14:45 如何使用 IPC Member Benefit 提升公司竞争力 夏洁玲，IPC，大中华区会员部经理

15:00-15:30 如何建设 EMS 智能制造数字高速公路— IPC CFX 史俊杰，IPC，培训实施经理 & 主任培训师（MIT）

15:45-16:15 如何应用电子纺织技术支持未来智能穿戴趋势 — IPC 
E-Textiles 史俊杰，IPC，培训实施经理 & 主任培训师（MIT）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会议议程 | Forum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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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工业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2020 年 11 月 3 日 9 号馆 9H81 展位

主题：智能制造与自动化论坛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00-10:30 签到

10:30-11:00 AI 技术在 3C 电子行业的应用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11:00-11:30 革命性的柔性产线设计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11:30-12:00 数字工厂助力智能制造 易盼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午间休息 & 参观展区

13:30-14:00 赋能工业转型 服务中国智造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00-14:30 福禄克红外热像实时检测及研究方案 福禄克测试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14:30-15:00 万可电子助力工业 4.0 万可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15:00-15:30 雷赛智能 E 总线解决方案介绍 深圳市雷赛智能

15:30-15:50 互动交流 / 抽奖

2020 年 11 月 4 日 9 号馆 9H81 展位

主题：5G 与新基建 & 工业物联网 & 智慧物流专题论坛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00-10:30 签到

10:30-11:00 西门子助力物流输送实现智慧连接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11:00-11:30 华为云物流行业解决方案与应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30-12:00 威纶通工业 4.0 及物联网解决方案 威纶通科技有限公司

午间休息 & 参观展区

13:30-14:00 京东云仓智慧物流方案 京东集团

14:00-14:30 机器视觉与工厂物联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14:30-15:00 智能工厂移动机器人专家 上海仙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15:00-15:30 工业物联网技术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菲尼克斯电气中国

15:30-15:50 互动交流 / 抽奖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会议议程 | Forum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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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板极产品可靠性与失效分析

2020 年 11 月 4 日 9 号馆 2 楼会议室 9C

王豫明老师

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SMT实验室高级工程师；中国电子制造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电子学会智能制造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曾担任 IPC-610D专家认证培训讲师，IPC-9853回流炉标准组长。从事电子工艺 37年，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20多篇，并为航天、航空、军工等企业进行工艺和可靠性咨询。

课程亮点：

板级产品可靠性与实效分析案例

1、板级产品可靠性涉及范围。

2、元器件案例：（1）元器件对 PCBA质量和可靠性影响涉及方面；（2）静电损伤案例；（3）湿敏元件实效案例；（4）
温度对元件损伤案例；（5）元件结构对焊点质量和可靠性的影响；（6）镀层材料及其质量对焊点可靠性的影响；（7）综
合案例

3、印制板案例：（1）PCB对焊接质量和可靠性影响需要考虑的方面；（2）板材对焊接质量的影响；（3）印制板加工工
艺对焊接质量的影响；（4）SMT加工过程对焊接质量的影响

4、印制板设计案例：（1）印制板设计考虑的因素；（2）焊盘设计对焊点质量的影响；（3）元件布局对可靠性的影响；（4）
热膨胀系数不匹配造成焊点可靠性问题。

5、工艺案例：（1）QFN散热问题解决方案；（2）三星本部合作 HIP研究介绍；（3）AP公司合作进行氮气试验介绍；（4）
焊接曲线（焊接热熔）与 IMC的相关性研究介绍

6、设备案例：（1）回流炉的评估；（2）贴片机的高度影响

如何开展板级产品可靠性分析

1、硬件条件：（1）研磨机选择；（2）扫描电子显微镜介绍与选择；（3）其他设备

2、软件条件：（1）分析人员所具备的素质；（2）设备操作人员素质

3、试验方法：（1）试验目的明确：设备验收、工艺验收、改善焊点质量；（2）方法正确；（3）如何分析焊点的微观结构

印制板设计中热仿真介绍：PCBA 的热仿真模型试验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2020 年度 EM 创新奖获奖产品展示暨推介会

2020 年 11 月 4 日 9 号馆 9A81 展位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30 签到

09:30-09:55 单板装联材料应用典型案例解析 王玉，中兴通讯制造工程研究院，工艺研究部高级工程师

09:55-10:20 计量式点胶在电子行业中的应用 芦新宇，诺信 EFD，应用主管

10:20-10:45 大数据驱动工业 4.0 之路
眭宾，是德科技，全球销售亚太地区电子制造测试部售前应
用工程师

10:45-11:10 创新的多功能微材料测试技术 Desmond Hor，诺信电子解决方案事业部，中国区销售总监

11:10-11:35 新型高性能低温固化导热胶 钟军，好乐紫外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

11:35-12:00 低温焊接材料的创新—— Durafuse™ LT 针对中、低温焊
接区间的应用

虞沈捷，铟泰公司，技术经理（全球性客户 -亚洲区域）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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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点胶与胶粘剂技术创新论坛

2020 年 11 月 4 日 9 号馆 9A81 展位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30-14:00 Panacol 在 5G 应用方面的胶水研发新进展 吴磊，销售经理，好乐紫外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4:00-14:30 汽车用高可靠性钎料 康松爱，高级工程师，杭州哈利玛电材技术有限公司

14:30-15:00 3D 引导和检测在胶水行业的应用 张健，总经理，深圳百谷智能检测有限公司

15:00-15:30 梅特勒 - 托利多点胶行业高精度称重解决方案 俞方泽，市场专家，梅特勒 -托利多

15:30-16:00 新能源汽车发展中的点胶应用
夏国华，事业线总监，阿特拉斯科普柯工业技术（上海）有
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16:00-16:45 高端制造对胶粘剂及其相关产业提出的新挑战 小组讨论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2020 汽车线束设计及加工技术峰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 9 号馆 2 楼会议室 A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30 电动车高压线束安全探讨 卢胜军，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09:30-10:30 火烧车之线束安全设计 邱伟，特邀专家，ATC

10:30-11:00 茶歇交流

11:00-11:30 高压连接器及线束屏蔽效能浅谈 常洪涛，深圳龙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11:30-12:00 Tesla Model3 电子电器架构及低压电源管理 冯万军，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总院，系统集成专业总师

12:00-13:30 自助午餐

13:30-14:00 整车电气集成与线束系统开发 梁占飞，开沃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科长

14:00-15:00 高压线束连接器应用解决方案 周红斌，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15:00-15:30 茶歇交流

15:30-16:00 汽车线束的屏蔽效能及信号完整性研究 周为，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SEARI，EMC项目工程师

16:00-16:30 线束轻量化导体材料特性及应用探讨 庆毅，深圳阿尔泰克轻合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16:30-17:00 会议结束离场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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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在线缆行业的发展趋势

2020 年 11 月 3 日 9 号馆 2 楼会议室 B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00-13:30 5G 推动下的新型光电传输方案 黄君彬，埃尔法光电创始人，董事长

13:30-14:30 Thunderbolt3 & Thunderbolt4 & USB4 差异化 邓仕波，宸帏电子，副总经理

14:30-14:50 苹果 PD 快充技术解读 李绍瑜，地芯引力，产品经理

14:50-15:20 USB4 高速线缆测试要点和认证流程 Amy，美国 GRL测试认证机构讲师

15:20-15:30 茶歇 & 交流

15:30-16:00 5G 用电源线缆 杜江，日丰电缆股份，技术总监

16:00-16:30 Future of Wiring Harness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5G 时代线束发展与制造的未来

杨干波，深圳汇胜，总经理

16:30-17:00 高频测试中电性能影响与抗氧化问题解析 凌统军，线端抗氧化处理专家，军威化工总经理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国际连接器创新论坛

2020 年 11 月 4 日 10 号馆 10C59 展位

上午主题：连接器行业设计、材料、工艺、检测、标准等基础共性技术研究
嘉宾主持：周明亮，深圳市连接器行业协会，专家顾问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00-10:30 连接器用的铜合金发展现状及趋势 周明亮，深圳市连接器行业协会，专家顾问

10:30-11:00 连接器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杜邦解决方案 张乃淳，杜邦交通与工业事业部电子电气全球市场，营销经理

 11:00-11:30 高导电，高强度和高耐久性的新铜合金材料 K58 和 K88 高远升，维兰德金属（深圳）有限公司，技术市场部副经理

11:30-12:00 当智能汽车遇上 KMD 铜合金 刘俊，凯美龙精密铜板带（河南）有限公司，技术应用经理

下午主题：连接器技术趋势和发展
嘉宾主持：许良军，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30-14:00 莫仕连接器应对汽车市场小型化需求的领先技术与产品介绍 易凌，莫仕连接器，中国区业务发展经理

 14:00-14:30 新能源连接器的安全可靠性以及屏蔽性能探讨 李学修，泰科电子中国汽车事业部 新能源工程开发专家

14:30-15:00 面向物联网的智能连接 宋玉明，北京京北通宇电子元件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顾问

15:00-15:30 车载以太网信道实践和方案 张启帆，罗森伯格，高级现场应用技术工程师

15:30-16:00 电连接器发展趋势与技术热点探讨 许良军，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会议议程 | Forum Agenda



49

国际医疗电子创新论坛

2020 年 11 月 3 日 10 号馆 10M80 展位

嘉宾主持：裴晓辉，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口腔专委会，秘书长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00-10:30 领导致辞

10:30-11:00 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徐珊，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秘书长

11:00-11:20 医疗器械北美市场监管 由洪顺，CSA加华美认证有限公司，医疗部门经理

11:20-11:40 AI 产品的美国上市路径 傅立，海河生物医药科技集团，副总裁

11:40-12:00 医疗器械中电子污染物法规及管控 尚合顺，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化学技术经理

嘉宾主持：王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创新服务专业委员会暨国家医疗器械产业技术创新服务联盟，秘书长

13:00-13:30 医疗器械标准在合规研究中的应用 孙智勇，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标准部主任

13:30-14:00 新环境新监管下中小医疗影像设备企业的应对思路 邢占峰，宽腾（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放射线事业部总经理

14:00-14:20 医疗器械网络安全核心风险关注点以及国际法规要求 张波，美国 UL，UL医疗器械网络安全主管

14:20-14:40 后疫情时代的互联网医疗及可穿戴式医疗器械 管燕，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智慧及移动医疗分会，秘书长

14:40-15:00 5G/ 无线共存在智慧医疗中的市场准入要求
吕浩森，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GS EMC及 RF实验室技术经理 & 北美 SGS TCB 签证官

15:00-15:20 射线管理和热管理材料及其应用 朱玉斌，上海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CEO

15:20-15:40 脑卒中急救系统及 5G 与 AI 技术在其中的应用 栗志利，北创动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15:40-16:00 光声成像：新一代医学影像 刘成波，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研究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国际嵌入式系统创新论坛

2020 年 11 月 4 日 10 号馆 10M80 展位

上午主题：人工智能：嵌入式视觉、AIOT 技术与应用 
嘉宾主持：何小庆，《单片机及嵌入式系统应用》杂志，编委会副主任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15-10:50 Arm 智能摄像头芯片解决方案 李黎明，安谋科技 (中国 )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10:50-11:25 开放、赋能、协同，AI On 新大陆 林道华，新大陆科技集团，AI产品中心总监

11:25-12:00 AIOT 技术挑战与 RISC-V 处理器机遇 何小庆，《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

会议议程 | Forum Agenda



50

下午主题：物联网：IOT 芯片、操作系统、5G 与 IOT 安全 
嘉宾主持：冯海刚博士，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

13:15-13:45 MM32：构建完善自主的微控制器生态系统 王维，上海灵动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市场总监

13:45-14:15 STM32 为您打开工业物联之门 彭祖年，意法半导体，意法半导体微控制器事业部华南区市场经理

14:15-14:45 5G 物联网时代，芯机遇，芯挑战 陈磊，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4:45-15:15 车联网技术与芯片的发展 冯海刚博士，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

15:15-15:45 英飞凌智能家居解决方案 熊春柳，英飞凌，家电应用市场经理

15:45-16:15 5G 将重塑智能手机和物联网产业 齐英楠，Counterpoint Research，资深分析师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全球物联网技术创新峰会

2020 年 11 月 4 日 10 号馆 2 楼 10 号会议室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8:00-09:30 签到，自由交流

09:30-09:35 欢迎致辞 路王斌，慕尼黑上海电子展，副总经理

09:35-09:50 中国智能交通市场发展前景和解决方案 姜荣华，英特尔，市场总监

09:50-10:20 交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车路协同管控 关志超，中国交通运输部，信息化专家

10:20-10:40 5G+AI 加速行业数字化转型 章异辉，华为，资深专家

10:40-11:00 AIoT 如何赋能企业全生命周期管理？ 刘渝龙，艾拉物联，CEO

11:00-11:20 智能家居市场痛点与解决方案 刘鲲，力合微电子，CEO

11:20-11:40 物联网市场痛点及系统解决方案 王永虹，庆科信息，CEO

11:40-12:00 本地化智慧安防解决方案 Eran, CEO, SuperB Reality

14:00-14:25 5G 智能边缘平台 王从武，广大通，CTO

14:25-14:50 5G 赋能车联网解决方案 吴冬升，高新兴科技，高级副总裁

14:50-15:15 AIoT 物联你我，驱动数字化创新 王建国，博世，中国区总经理

15:15-15:45 5G 时代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杜光东，盛路物联，董事长

15:45-16:00 汽车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Moshe, CEO, RFISEE

16:00-17:00 圆桌对话：下一个市场最期待的技术创新？
主持人：易维平
嘉宾：关志超，章异辉，杜光东，刘渝龙，吴冬升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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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物联网技术创新峰会—智能家居分论坛

2020 年 11 月 4 日 10 号馆 2 楼 10 号会议室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00-14:00 签到 / 自由交流 / 参观展台

14:00-14:25 功率器件在智能家居中的应用 谢丰，瑞能半导体，高级市场产品经理

14:25-14:50 全屋智能技术趋势及解决方案 刘占领，博流智能，副总经理

14:50-15:15 智能家居市场无线技术演变趋势 曾雨，银河风云，董事长

15:15-15:35 Tea Break and Networking

15:35-16:00 智慧家庭市场痛点及解决方案 朱永，力合微电子，技术总监

16:00-16:25 AI in Kit 智能厨电解决方案 王文博，发掘科技，市场总监

16:25-17:10 圆桌对话主题：下一个智能家居爆品是什么？ 主持人：陈虹道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蓝牙生态峰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 10 号馆 10C59 展位

嘉宾主持：张国斌，电子创新网 CEO 
上午主题：乘风破浪 , 蓝牙的新机遇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30-09:40 蓝牙技术发展新趋势 ( 视频 ) 李佳蓉，Bluetooth SIG，亚太区高级市场经理

09:40-10:00 无线测距 WiRa - 蓝牙设备之间的距离跟踪解决方案 王攀，Dialog Semiconductor，低功耗蓝牙 FAE Leader

10:00-10:30 运营商布局蓝牙室内定位总体思路
张欣旺博士，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无线与终端技术研
究所技术经理

10:30-11:00 蓝牙低功耗—创新，市场需求与包容性的汇集 黄音，Imagination technologies，高级无线蓝牙业务发展经理

11:00-11:30 u-blox 最新蓝牙技术：NORA-B1 刘昌旺，u-blox，技术工程师

11:30-12:00 把握蓝牙新机遇，汇顶科技蓄势待发 宋扬，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oT产品线 -BLE产品经理

下午主题：TWS 耳机产业链峰会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30-14:00 享受纯净 - ams 主动降噪与接近传感带来耳机设
计新境界

王奇峰，艾迈斯半导体，ams音频应用市场经理

14:00-14:30 TWS 耳机方案 : 基于高通最新一代 QCC304x 系
列芯片

宋朔，深圳市芯联锐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4:30-15:00 传感器在 TWS 中的应用 董恺，意法半导体，技术市场经理

15:00-15:30 TWS 耳机电源和电池充放电管理方案 杨剑，赛微微电子有限公司，高级产品经理

15:30-16:00 蓝牙耳机一站式认证解决方案 胡荣霞，深圳市微测检测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

16:00-16:30 信号链 MCU 重构 TWS 用户体验 杨乐，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会议议程 | Forum Agenda



52

2020 硬核中国芯领袖峰会暨评选颁奖盛典

2020 年 11 月 3 日 二楼南宴会厅 A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00-13:30 会议签到

13:30-13:35 主持人开场

13:35-13:55 开场致辞 尹忠华，深福保集团，副总经理 

14:00-14:30 新格局下，中国集成电路发展机遇（拟） 李丰，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 

14:30-14:50 芯片，数字经济时代新引擎（拟） 于大伍，平头哥，半导体生态运营负责人 

14:50-15:10 32 位 KungFu 内核车规级 MCU 产品和生态系统推介 丁丁，芯旺微电子，VP  

15:10-15:30 传感器与数字隔离器助力汽车核心芯片国产化 高洪连，纳芯微电子，VP 

15:30-15:50 5G 大爆发 半导体行业如何乘风加速 （拟） 张卫东，华为 EBG，5G高级专家 

15:50-16:30 圆桌论坛：议题更新中

主持人：鲍三华，富士康集团，采购中心负责人
嘉宾：金光一，兆易创新，产品市场总监

杨云，比亚迪半导体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于大伍，平头哥，半导体生态运营负责人
丁丁，芯旺微电子 VP
高洪连，纳芯微电子 VP
林永育，星宸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拟）

16:30-17:30 2020 年度硬核中国芯评选颁奖典礼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中国（深圳）机器视觉展暨机器视觉技术及工业应用研讨会                  
ShenZhen ShenZhen 

2020 年 11 月 3 日 9 号馆 9H36 论坛区

5G+ 机器视觉 + 边缘计算 +AI 智慧工厂解决方案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00-10:30 智能制造的工业 AI 新动力          刘刚先生，思谋科技，商务及解决方案负责人

10:30-11:00 LMI 计量级 3D 智能传感器以及高性能视觉算法行业应
用解析

庞绪廷先生，LMI Technologies，华南区大客户经理

11:00-11:30 自主可控的工业视觉算法研究与实践 邹建法先生，百度智能云，智能制造部算法负责人

11:30-11:40 抽奖活动

11:40-13:30 午休及参观展览

会议议程 | Forum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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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00 重新定义嵌入式机器视觉 -- 单一平台实现超高灵活性 江林先生，瑷荔德（上海）光学仪器有限公司，产品销售经理

14:00-14:30 缺陷检测的硬件方案与发展趋势 张腾飞先生，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顾问

14:30-15:00 容易成功的全面 3D 视觉检测方案 罗新彬先生，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精密测量部门项目经理

15:00-15:30 扫平 3D 机器视觉在工业领域中大规模普及应用的障碍 费浙平先生，上海图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

15:30-16:00 工业视觉 AI 开发新范式 索勃博士，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算法专家

16:00-16:30 PL 光电组件助力太阳能电池片检测
夏布礼先生，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视觉器件事业部华北区
总监

16:30-16:40 抽奖活动

16:40-17:00 参观展览

2020 年 11 月 4 日 9 号馆 9H36 论坛区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00-10:30 机器视觉新维度 陈骥先生，研华（中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行业解决方案经理

10:30-11:00 深度学习在工业机器视觉表面缺陷检测的应用探讨 汪雪林先生，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苏州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11:00-11:30 FLIR 培训系列专题：Sony Pregius S 传感器介绍；
板级摄像头的能力及灵活性；机器视觉深度学习更新

高明先生，FLIR Systems, Inc.，华南高级客户经理

11:30-11:40 抽奖活动

11:40-13:30 午休及参观展览

智能视觉边缘计算高峰论坛

13:30-13:50 ECC&CMVU 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双方致辞 + 签约）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ECC）
机器视觉产业联盟（CMVU）

13:50-14:10 从共识走向实践 -ECC 在边缘计算领域的探索与实践 黄还青先生，边缘计算产业联盟（ECC），需求与总体组主席

14:10-14:30 机器视觉，感知万物，点亮智能世界 袁波先生，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机器视觉高级营销专家

14:30-14:50 视觉数据智能激活新基建发展新动能
赵清利博士，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视觉数据智能首
席专家    

14:50-15:10 机器视觉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应用探索
邵黎勋先生，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解决方案
总监

15:10-15:30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智慧治理创新与实践 赵斌先生，云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智慧治理解决方案行业专家

15:30-15:50 博思廷视频 AI 助力园区智能化升级 王巍先生，北京博思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15:50-16:10 基于智慧视觉的渣土车治理管控解决方案 郑金军先生，北京深瞐科技有限公司，科研管理部部长

16:10-16:30 边缘感知， 以“脉”相承—指静脉识别 周渊女士，北京智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16:30-16:40 抽奖活动

16:40-17:00 参观展览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会议议程 | Forum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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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激光加工应用市场高峰论坛

2020 年 11 月 3 日 12 号馆内会议区 -12F88

会议主席：张庆茂，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教授、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30-13:40 欢迎词

13:40-14:00 自由曲面激光快速抛光工艺与装备 周泳全，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14:00-14:20 激光智造赋能 PCB 行业 陶书生，相干（北京）商业公司，销售经理

14:20-14:40 骨科数字化 3D 打印器械的精准原位植入 马文有，广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14:40-15:00 3C 电子中脆性材料的激光应用解决方案 雷小锋，武汉华工激光，市场部经理

15:00-15:20 高功率连续 532nm 激光倍频关键技术研究 郝明明，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

15:20-15:40 新经济前场发动机——万瓦激光器 钟湘进，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激光应用工程师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全国激光安全培训

2020 年 11 月 4 日 12 号馆会议区 12F88

会议主席：唐霞辉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常委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30-13:40 致辞

13:40-14:25
• 激光产品分类测量的仪器要求
• 激光产品分类测量的分类流程
• 可达发射极限参数测试方法

唐霞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
会常委

14:25-15:10 关于激光产品中激光辐射的检查要求
冯建国，钣金加工自动化产品线总经理，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

15:10-15:55 • 各波段激光对人体组织的伤害途径和激光防护原理
• 激光防护产品的选型方法、使用注意事项

王进华，总经理，深圳市科源光科技有限公司

15:55-16:40 实训

16:40-17:20 测试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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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CA 理事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上午 南登记厅 LM101ABC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09:30 理事会签到 大会主持人：邱醒亚，GPCA，会长

09:30-09:45 秘书处工作总结 辛国胜，GPCA，秘书长

09:45-09:55 展会论坛合作宣传事宜 辛国胜，GPCA，秘书长

09:55-10:05 电巢公司线上直播介绍 蒋学东，电巢，总经理

10:05-10:15 秘书处工作计划 陈世荣，GPCA，常务副秘书长

10:15-10:35 讨论与交流 姜雪飞，SPCA，会长

10:35-12:00 理事会成员巡馆 全体理事会成员

12:00-13:30 自助午餐

 GPCA 全体会员大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下午 南登记厅 LM101ABC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30-14:00 会员大会签到 大会主持人：姜雪飞，SPCA，会长                                                                                                                               

14:00-14:20 秘书处工作总结 辛国胜，GPCA，秘书长

14:20-14:30 秘书处工作计划 陈世荣，GPCA，常务副秘书长 

14:30-14:55 深圳科技创新体系与示范 李学金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副校长

14:55-15:20 面向 5G 的汽车 &IoT 电子挑战与机会 黄春光，电巢，硬件工程工艺首席专家

15:20-15:40 广东电路板企业 2019 年排行榜 陈世荣，GPCA，常务副秘书长

15:40-16:00 合影 / 茶歇                                       

16:00-16:10 产学研相关项目介绍 王丹丹，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

16:10-16:20 钦州产业园项目推介 广西钦州市政府领导

16:20-16:40 绿色环保评选结果总结并颁牌 杨兴全，SPCA，副秘书长

16:40-17:10 绿色环保优秀企业代表经验交流
主持人：陈世荣，GPCA，常务副秘书长，2019年度环保优
秀企业代表

17:10-17:15 颁发赞助商感谢状 会长

17:15-17:30 大会总结 邱醒亚，GPCA，会长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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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 企业工安论坛

2020 年 11 月 4 日上午 南登记厅 LM101AB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8:30-09:00 签到

09:00-09:05 主持人致词 贵宾致词 周国银，华为公司，CSR高级经理 吴安甫，沪士电子，独立董事

09:05-09:20 IPC-1401 标准树立 EHS 行业标杆
IPC-1401A标准开发技术组主席，周国银，华为公司，CSR高级
经理

09:20-09:35 TPCA 设备安全标准现况分享 (by 视频 ) 黄建平博士，TPCA，顾问

09:35-10:00 PCB 工厂安全风险管控问题与对策分析 王奎，深圳市城安院，注册安全工程师

10:00-10:25 企业安全经验分享 贺金波，TTM，经理

10:25-10:35 茶歇

10:35-11:00 PCB 厂工安制度分享 胡国昌，鹏鼎控股，副理

11:00-11:25 企业安全实务分享 王国安，奥士康，管理处处长

10:25-11:40 线路板企业废水回用案例分享 刘建珂，中拓天达，技术部经理

11:40-11:50 总结和交流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2020 年 11 月 4 日下午 南登记厅 LM101AB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30-14:00 签到 主持人：陈世荣，GPCA，常务副秘书长

14:00-14:30 PCB 硝酸在线再生循环利用技术 吴志宇，世清环保，研发总监

14:30-15:00 如何有效解决线路制程中部份工序存在问题的新技术
方案与应用 钟瑞明，鑫金晖，董事长

15:00-15:30 智能数字化助 PCB 达成地表 4 类水国家标准 侯延辉，沁华环境，技术总监

15:30-15:45 茶歇

15:45-16:00 网分在 PCB 分析的应用 陈珍柱，是德科技，高级应用工程师

16:00-16:30 蚀刻液提铜循环回用技术分享 李再强，祺鑫天正，研发总监

16:30-17:00 石墨烯新材料介绍 陈伟元，赛姆烯金，总经理

17:00-17:20 互动交流

以上内容协会将现场录制成视频后续放网上宣传

*论坛日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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