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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前瞻展望；展现阿里巴巴集团在以云计算为基础的新技术支持下，在大数
据的驱动下，取得的最新技术成果；见证阿里巴巴集团与顶尖合作伙伴强强合作的新征程；展望技术革新
带给全社会的更加智能的未来。
09:00-09:30 大会开幕

09:30-09:50 主题演讲：奥运百年，风起“云”涌

Gerry Pennell-国际奥委会首席信息官

09:50-10:30 主题演讲：敬请期待

10:30-10:50 重磅发布一：敬请期待
10:50-11:10 重磅发布二：敬请期待
11:10-11:40 重磅发布三：敬请期待

日金融科技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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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技术生态大会
论坛时间：10月11日下午
论坛简介：蚂蚁技术生态大会（Ant Technology Ecosystem Conference，ATEC）是蚂蚁金服一年一度的
技术盛会，也是杭州云栖大会的重要组成之一。我们邀请到众多的合作伙伴和开发者一起来分享在科技
和金融领域的共同探索和实践，一起推进金融科技的生态发展。
同时，本届大会还将发布蚂蚁金服在金融
云、AI、风控、生物识别、开放平台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技术突破，更有世界级别大咖一起来分享有关“
科技将如何推动未来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的畅想和观点。
13:30-13:50 开幕致辞：普惠、科技、全球化

井贤栋-蚂蚁金服CEO

14:10-14:30 消除贫困，科技推动农业发展

Mr. Daniel J. Gustafson-联合国粮农署副总干事

13:50-14:10 消除鸿沟，给世界带来更多平等的机会
14:30-15:00 圆桌对话：技术带来无限可能

15:00-15:30 金融科技与计算机科学的黄金时代
15:30-16:00 实时智能决策系统 & 金融

16:00-16:30 Smart Company都在想什么？
16:30-17:00 TechFin-重塑金融的技数能力

华敬东-IFC副总裁
敬请期待

ION STOICA

敬请期待

鲁肃-蚂蚁金服CTO

新零售业务实践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1日上午
论坛简介：时代会很快过去，真正以消费者为核心，打通线上线下的新零售业态将会成为未来的新趋势。
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行业中涌现了一批先行者，已经开始新零售模式的探索，未来新零售业
态想象空间无限。
09:00-09:30 新零售—互联网时代的零售重构

09:30-10:00 开放包容创新，茅台赋能新零售—茅台云商案例分享
10:00-10:30 社交电商，一种新的价值思考-云集微店案例分享

李津-阿里云副总裁

高文立-茅台电商技术总监
肖尚略-云集微店 CEO

10:30-11:00 互联互通，共享共赢—浙江烟草公司案例分享 周博-浙江省烟草专卖局（公司）信息中心主任
11:00-11:30 新技术驱动新商城重构-银泰商业案例分享
11:30-12:00 跨界，碰撞，融合-如家案例分享

鄢学鵾-阿里巴巴新商城资深专家
王波-如家集团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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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加
数据智能生态专场

－

论坛时间：10月11日下午
论坛简介：数加是国内最早覆盖了数据采集、计算引擎、数据加工、数据分析、机器学习、数据应用等的一
站式数据智能平台。通过近两年的时间发展，围绕数加平台衍生的各领域数据智能应用与服务生态体系
开始显现，暨此次盛会我们将诚邀生态伙伴一同分享数据智能的应用故事。
13：30-14：00

主题演讲

闵万里-阿里云人工智能科学家

14：25-14：50

主题演讲

黄波-微博资深架构师

14：00-14：25
14：50-15：00

API市场年度ISV颁奖仪式

15：00-15：25

拥抱API经济

15：50-16：15

主题演讲

15：25-15：50
16：15-16：40
16：40-17：00

工业大脑专场

ET

数加平台整体介绍

陈鹏宇-阿里云高级产品专家

冯超-阿里云技术总监

王一婷-阿里云高级专家、史德明-阿里云API市场负责人

API，单价几分钱，激活亿万经济冯超
DataV 数据可视化生态发布

蔡雪萄-易源数据CEO
阿里云技术总监

丁莉莉-墨迹天气气象服务总监
闻啸-阿里云数据可视化专家

余震捕捉AI大赛决赛颁奖仪式

中国地震局嘉宾代表、王一婷-阿里云高级专家

论坛时间：10月11日上午
论坛简介：现代工业场景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可这笔巨大的数据财富往往没有被有效利用。
阿里云ET
工业大脑通过对企业供、研、产、销、能、环全链路海量数据分析，提供数据智能型工具，赋能制造业客户。
ET工业大脑中集成了阿里巴巴集团数十年发展沉淀的计算能力、人工智能算法以及完备的互联网安全体
系架构。
让数据智能普惠制造业客户，激活海量数据的价值，为企业铸造独特竞争优势。
09:00-09:25

中国制造2025

09:40-10:05

新能源与大数据

09:25-09:40
10:05-10:20
10:20-10:45
10:45-11:10
11:10-11:30
11:30-11:55

重磅发布：ET工业大脑

政府代表

闵万里-阿里云人工智能科学家、王峰-阿里云产品专家

战略合作重磅发布

工业大数据与智能设备

工业合作伙伴代表、阿里云代表

天池工业AI大赛：
“印象盐城，数创未来”大数据竞赛启动仪式
人工智能推动中国高端装备行业发展
阿里云助力传统制造业升级

客户代表：盾安风电
行业专家

重磅嘉宾，敬请期待

王一婷-阿里云高级专家
行业专家

工业领域企业代表

飞天·智能 02

大会议程

10月11日

阿里大数据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1日上午
论坛简介：将阿里十余年在大数据领域沉淀的技术能力和应用实践对外分享，首次系统性解密阿里大数
据体系：构建了从底层的数据采集、处理，到挖掘算法、应用、产品服务的全链路、标准化的大数据体系，使
得超过EB级别的海量数据能够高效融合，并以秒级的响应速度，服务并驱动自身的业务和外部千万用户
的发展。
09:00-09:30

阿里巴巴大数据智能技术

10:00-10:30

阿里巴巴流计算

09:30-10:0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王赛-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

阿里巴巴全域数据体系

宗超-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

陈同杰-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

阿里巴巴数据资产管理

阿里巴巴全域识别和自动化标签生产系统
阿里巴巴数据服务和数据产品开发平台

王伟-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
王中要-阿里巴巴算法专家

王本结-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

姚滨晖-阿里巴巴资深技术专家

电商图像技术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1日上午
论坛简介：阿里巴巴有着丰富的电商业务，收录齐全的商品，庞大的用户访问和行为。随着进入富媒体时
代，图像，视频等视觉技术在购物的各个关键路径发挥重大作用。
而于此同时，庞大的图像视频数据，用户
的行为和使用场景都给视觉技术的研发和迭代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在这个分论坛，我们将汇集来自工业
界，学术界的嘉宾来分享已经或即将可以在电商运用中的图像和视频技术
09:00-09:30

拍立淘-图像搜索和识别

启磐-阿里巴巴集团资深算法专家

10:00-10:30

雷音识字-通用OCR产品

永攀-阿里巴巴集团高级算法专家

09:30-10:00
10:30-11:00

cross-media search技术进展及应用

愚岩-阿里巴巴集团算法专家

基于深度学习的细粒度行为识别(Fine-grained Action Recognition)

11:00-11:30

面向智能零售的大规模商品识别和用户画像

11:30-12:00

基于深度混合网络的大规模图像理解与查询

倪冰冰-上海交通大学 青年千人计划

王金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范建平-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分校、国家千人计划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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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Server
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1日上午
论坛简介：SQL Server是著名的稳定且高效的数据库产品，提供了各种丰富的功能，满足用户在各行各业
的应用，阿里云数据库团队为满足用户需求，推出了基于SQL Server产品的数据库全套解决方案，从安
装、使用，运维、监控、诊断与销毁等全链路角度提供高性能、高安全、高弹性的数据库产品，对于云环境的
产品，我们是怎么去思考和实践的呢，怎样站在用户的角度去帮助用户完成商业计划？在论坛中我们会分
享我们的思考。我们也会分享我们在云环境用户遇到的性能最佳实践，帮助用户更好的用好云。同时，我
们也能听到来自客户的声音，客户会分享他们在使用阿里云数据库SQL Server的心得体会。
我们也有合
作的伙伴微软来分享他们的新技术以及如何服务云上环境客户的经验。
09:00-09:30

SQL Server云化的思考与实践

10:00-11:00

SQL Server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与实践

09:30-10:00
11:00-11:30
11:30-12:00

云数据库SQL Server性能优化最佳实践

云数据库SQL Server在ERP中的应用与实践
SQL Server最新技术内幕揭秘

石沫-阿里云技术专家

风移-阿里云技术专家

待定-客户代表

待定-客户代表

Xiaochen-微软项目经理

智能制造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1日上午
论坛简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500强企业超过一半是工业领域的企业。国家层面在鼓励
智能制造方面的创新，
《中国制造2025》就是具体的落实规划。云计算、中间件、大数据、人工智能，是阿里
云的强项，也是制造业转型的强大驱动力。此次论坛的举办将有效影响企业业务互联网应用，实现协同、
智能、优化的制造系统，帮助中国企业实现效率与效益的提升。
09:00-09:30

云时代的大型装备智能安全管控运维 高生军-康吉森自动化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

10:00-10:30

平台工业大脑助LCD面板行业提高产品成品率

09:30-10:0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基于机床联网的云协同制造平台实践

圆桌会议：互联网时代的智能制造应用转型
大数据在新制造的应用
新制造互联网架构

张晓-智能云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TO
客户代表
待定

昊海-阿里大数据业务专家

东丰-阿里中间件高级技术专家

千寻位置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1日下午
论坛简介：Internet of Things，万物互联，通信能力、计算能力和定位能力缺一不可，为IoT时代三大基础
能力。
千寻位置携合作伙伴，共同探讨IoT时代基础能力的需求思考与产业布局，共同推进IoT终端应用的
开发与产业化，共同构建IoT生态产业圈。
13:30-13:40

奠定基础能力，稳步迈向物联网时代

14:10-14:40

三大基础能力解析⸺定位能力

陈金培-千寻位置CEO

自动驾驶的另一条“高速公路”

博世代表&千寻代表

13:40-14:10
14:40-15:10
15:10-15:40
15:40-16:10

三大基础能力解析⸺通信能力
三大基础能力解析⸺计算能力
千寻位置”高速公路“计划

工信部领导

中国移动领导
阿里云代表

千寻&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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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专有云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1日下午
论坛简介：阿里云专有云面向中大型企业客户的全栈云平台，基于阿里云产品的分布式架构，针对企业级
市场的使用特点，为客户提供一个开放、统一、可信的企业级云平台。
13:30-14:00

专有云家族全景图

14;30-15:00

专有云大数据最佳实践

14:00-14:3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轻量级专有云⸺ZStack版

马劲/谢宁-阿里云专有云产品总监
尤永康-ZStack联合创始人

刘毅-阿里云大数据高级专家

天基：专有云的基础支撑

李毅-阿里云资深专家

云盾：专有云的安全基石

英鸷-阿里云产品专家

混合云管理最佳实践

葛利涛-数梦工厂专家

企业云存储服务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1日下午
论坛简介：本次云存储专场主要从传统存储上云及备份、云上NAS服务，云上数据存储分层。针对不同数
据及行业的存储场景，为大家分享阿里云存储的行业解决方案
13:30-14:00

基于云存储的数据生态

承宗-阿里云存储服务高级专家

14:30-15:00

智能存储⸺影像数据存储（云相册)解决方案

大邪-阿里云存储服务产品经理

14:00-14:3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向云迁移⸺云存储最佳实践
客户案例分享

行业存储⸺基因云存储与数据处理解决方案

云上NAS⸺云上高性能NAS的技术揭秘和行业应用

周皓-阿里云存储服务产品专家
创新企业代表

河山-阿里云存储服务专家

徐立-阿里云存储服务高级专家

重构基础设施

论坛时间：10月11日下午
论坛简介：本论坛跳出传统IT基础设施的限制，立足实际应用场景，分享针对性的软硬件重构和优化的应
用实践。
从30倍以上性能提升的定制存储部件，针对互联网场景的定制服务器系统，到最新的存储介质和
存储协议的池化应用，再到数百Gbps吞吐的网络应用，探索基础设施能力的极限，打开一扇重构基础设
施之门。
13:30-14:00

Technology-driven and Application-driven Architecture

14:00-14:30

解密量子计算

15:00-15:30

打造软硬件优化的基础设施实践

14:30-15:00
15:30-16:00
16:00-16:30

Innov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量子加密通信技术介绍
新存储解决方案探索

保障百万级服务器质量之路

谢源-加州大学圣巴拉拉分校教授

施尧耘-阿里云量子计算首席科学家
谢崇进-阿里巴巴首席通信科学家
刘礼寅-阿里巴巴服务器高级专家
李舒-阿里巴巴服务器资深专家

王式文-阿里巴巴服务器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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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时间：10月11日下午
论坛简介：域名是互联网连接的入口、在线品牌标识和企业的无形资产。
现场专家将为大家解读域名生态
现状、展望域名行业的发展趋势。
专场中还会通过对数据和用户场景的分析，展示企业对于域名的需求升
级过程，并与各位嘉宾一起探讨如何整合行业生态的力量，通过创新共同提高服务能力，抓住未来的发展
机遇！

域名专场

13:30-13:50

企业域名消费升级时代来临

14:05-14:15

品牌升级-商标与品牌保护不得不了解的秘密

13:50-14:05

论坛：服务升级-创新改变行业

15:05-15:20

个性升级-诚信，看得见！

15:20-16:05

Postgre
SQL
专场

获取模式升级-域名交易多元化的趋势

14:15-15:00
15:00-15:05

王鹏-域名事业部总监
李继标-域名运营专家

品牌保护的合作伙伴/知名典型客户代表发声
云生态合作伙伴

重磅发布-.xin&芝麻信用，助力企业信用

+.xin注册局&芝麻信用

赵春玲-.xin域名注册局

论坛：新顶级域助力企业发展和价值创造

.vip注册局.shop注册局.club注册局.top注册局.club注册局

论坛时间：10月11日下午
论坛简介：作为拥有超过20年历史的开源数据库PostgreSQL，最近几年在中国的应用大量开花结果，以
阿里云为代表的云计算厂商陆继推出基于PostgreSQL的云数据库服务。本论坛将深度剖析如何通过
PostgreSQL丰富的数据类型及特性，解决不同行业的特殊需求，简化程序开发提高系统性能。
13:30-14:15

20年的厚积薄发PostgreSQL 10

14:15-14:45

PG统一技术栈简化新零售管理分析设计 刘立兼-上海云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架构师

15:15-15:45

Greenplum核心设计及行业应用实例剖析

14:45-15:15
15:45-16:15

Bruce Momjian-EDB公司，PostgreSQL全球开发组联合创始人

成功从Oracle到PostgreSQL迁移的5大要素

Thomson Wei-CETC代表

高小明-Pivotal Greenplum资深产品经理

数据在PG中的升华：流计算、OLTP、OLAP、轻学习

周正中-阿里云高级专家，PostgreSQL中国社区公益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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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数梦工场政务互联网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1日下午
论坛简介：近年来国家推出一系列政策文件来落实“互联网+政务服务”国家战略，协助政府推进信息化建
设，深化推进“放管服”改革，帮助老百姓最多跑一次，办事零距离；让企业不仅从申请注册到办理日常业
务，都享受便捷服务；更能基于政务开放数据，进行创业创新；同时，帮助政府自身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
务型政府和智慧型政府的转变。
本论坛以政务互联网为主题，邀请全国各省互联网+政务先进实践者分享
经验。
13:30-14:00

新型互联网

14:30-15:00

数据共享交换

14:00-14:30
15:00-15:30
15:30-16:00

最多跑一次

新型政务服务网
新型智慧城市

吴敬传-数梦工场董事长兼CEO
浙江省政府领导
江苏省政府领导
河南省政府领导
南宁市政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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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日主论坛

12

聚焦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前瞻展望；展现阿里巴巴集团在以云计算为基础的新技术支持下，在大数
据的驱动下，取得的最新技术成果；见证阿里巴巴集团与顶尖合作伙伴强强合作的新征程；展望技术革新
带给全社会的更加智能的未来。
09:00-09:30

主题演讲：阿里新技术战略与布局

09:45-10:00

新产品发布二：敬请期待

09:30-09:45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新产品发布一：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主题演讲：芯片与计算推动AI发展

敬请期待

主题演讲：
“叠”影重重

敬请期待

主题演讲：穹顶之下，安全至上

敬请期待

阿里云生态峰会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上午
论坛简介：云上逐鹿，生态为王。
阿里云如何发动高速引擎，将云计算的生态攸关者，一同带入快车道？
“阿
里云+生态大咖“如何为用户带来发展红利？生态链各路伙伴如何在生态中相助相生？阿里云生态有哪些
里程碑及新节点？生态中有哪些资源、战略及合作案例？本峰会强力揭秘全球云计算的顶级生态。
13:30-13:35

致辞

13:50-14:10

云合大生态3.0：高起点共建创新云生态

13:35-13:50
14:10-14:30
14:30-14:40
14:40-14:50
14:5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7:00

高端视角：携手阿里云鏖战云生态

海外观点：万亿级市场，谁在描绘生态未来
重磅发布：阿里云战略合作发布
重磅发布：生态新生代

尖峰对话：行业巨头的云生态新模式
开放共赢：探索机器智能前沿

胡晓明-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阿里云总裁
特邀嘉宾

杨名-阿里云运营总经理

SalesForce VP

周靖人-阿里云副总裁
特邀嘉宾

客户代表-德勤、西门子、Salesforce
闵万里-阿里云人工智能科学家

云上实践：智慧制造云平台颠覆传统制造业

Go Say Tiam-西门子亚太地区VP

投资人对话：云计算生态突围战

红杉、IDG、阿里投资、戈壁、银杏谷

主题演讲：TOP HER 云生态创业指数发布

高琨-TOP HER 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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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蚂蚁金服合作伙伴峰会

助力生态伙伴 共建普惠金融
论坛时间：10月12日
09:00-09:30

开放、共建⸺蚂蚁技术开放策略

10:00-10:20

人工智能重磅发布

09:30-10:00
10:20-11:00
11:00-11:20
11:20-12:00
13:30-14:30
14:30-15:15
15:15-16:00
16:00-17:00

胡喜-蚂蚁金服首席技术架构师

人工智能的前景和挑战

Michael I.Jordan-伯克利RISELAB 教授
敬请期待

风控开放生态+蚁盾2.0发布

敬请期待

重磅发布

敬请期待

蚂蚁SOFA重磅发布

敬请期待

信用开放生态+重磅发布

敬请期待

蚂蚁移动MPaaS实践+mPaaS产品发布
蚂蚁大数据平台实践+大数据产品发布
共建云上未来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生态伙伴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上午
论坛简介：2017阿里巴巴创新创业成果展

阿里巴巴创新创业峰会

09:00-09:05

主持人开场

09:10-09:30

主题分享

09:05-09:10
09:30-09:40

开场致辞

杭州政府领导

风池计划2.0重磅发布仪式

刘松-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李丛杉-蚂蚁金服副总裁、高海明-钉钉副总裁

09:40-09:50

主题演讲

10:00-10:10

黑科技产品网红T台Show

09:50-10:00
10:10-10:20
10:20-10:25
10:25-10:30
10:30-10:50
10:50-10:55
10:55-11:15
11:15-11:20
11:20-11:40

刘松-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戴威-ofo创始人

主题演讲

淘富成真-智能硬件一站式赋能平台
视频滚播⸺创业大学之《资本说》

林依轮-饭爷创始人
蔡素卿-阿里巴巴创新中心运营总监、淘富成真COO

人工智能领域Top10投资人榜单揭晓

Top 10媒体合作伙伴

主题分享

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

主题分享

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

TOP 10联合办公金牌伙伴授牌仪式
诸神之战展示

十佳全球女性创业者

2017诸神之战全球创客大赛全球总决赛团队展示及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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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下午
论坛简介：阿里云办公孵化于阿里巴巴集团全球范围内云+端办公模式的全面实践，依托互联网、物联网
和大数据的技术，打造阿里智能化办公协作平台。
产品坚持对效率、体验、安全的极致追求，让您的员工像
阿里工程师一样高效办公，迅速提升企业组织效能。

智能城市峰会

IoT

13:30-13:40

阿里巴巴对《未来城市、未来产业》的战略思考

13:55-14:25

鸿山物联网小镇飞凤平台实践 胡逸-无锡市新吴区副区长、徐衡锐-无锡智慧新吴有限公司

13:40-13:55
14:25-14:45
14:45-15:00
15:00-15:15
15:15-15:30
15:30-15:45
15:45-16:00
16:00-16:15
16:15-16:30

阿里云自研数据库
专场︵ 日︶
PolarDB
12

发布“阿里云IoT智能城市开放平台”
智能城市ISV生态发展策略

凤舞九天⸺首批阿里云IoT智能城市ISV授牌仪式
新一代智慧城市标准体系研究陈果
认知技术－跨越时代的智慧城市
面向未来的城市市政治理

中建集团智慧城市发展战略暨与阿里云的合作
DT时代视频在智能城市的应用

基于智能城市平台的专业领域城市治理方案

胡晓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总裁
库伟-阿里云IoT事业部总经理

杜浔-阿里云IoT事业部业务总监
中国城市规划院代表

岳梅缨-前IBM智慧城市首席专家
北京燃气代表

毛志兵-中建集团公司总工程师
海康代表

水务、城管、环保、交通领域ISV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上午
论坛简介：从1970年关系数据库理论被提出，到2006云计算概念的诞生，近半个世纪以来，IT行业的科技
革新不断引领着时代潮流。作为IT技术的核心领域之一，数据库如何在云计算大的时代背景下，持续进
化，开拓创新？阿里云数据库团队在分享自研数据库PolarDB设计理念的同时，也和您一起展望新一代云
数据库的未来。
09:00-09:30

展望云计算新时代数据库计算力的进化

10:00-10:30

PolarDB云数据库分布式存储引擎揭秘

09:30-10:00
10:30-11:00

最流行的高性能关系型数据库是如何在云端打造的
PolarDB产品特性和行业方案分享

余锋-阿里云研究员

林晓斌-阿里云资深技术专家
曹伟-阿里云资深技术专家
贺军-阿里云高级产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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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阿里云
异构计算 高/性能计算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上午
论坛简介：高性能计算（HPC）如何从国之重器到普惠技术计算客户，如何实现超算平民化、国际化？阿里
云的回答，是推出弹性高性能计算和异构计算云产品！我们将探讨如何在云端支持传统科学工程计算到
机器学习、数据分析的GPU、FPGA加速，并对多核CPU虚拟化、高速网络、并行存储、构加速器的并行计算
实现，以及各行业HPC应用对虚拟化云计算产品的技术挑战展开讨论。
09:00-09:15

异构计算现状未来

09:55-10:10

国际高性能仿真云平台落地阿里云，携手建设HPC云生态

09:15-09:55
10:10-10:40
10:40-11:25
11:25-11:40

阿里云异构计算平台-加速AI深度学习创新
中国高性能云计算趋势分析和展望

阿里云弹性高性能计算：云的彼端，是青藏高原何
高性能计算使用场景

旭卿-阿里巴巴资深专家
龙欣-阿里巴巴高级专家
神秘嘉宾

张云泉-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
万青-阿里巴巴资深专家
神秘嘉宾

数加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上午
论坛简介：数加数据工场（DataWorks）提供全链路的解决方案，从数据采集、数据地图、数据模型设计、
ETL开发、机器学习、任务调度、运维监控到数据治理等全流程的数仓解决方案，包含了数据集成、大数据
开发套件、数据地图、数据质量等产品。
DataWorks是经过阿里巴巴上万名工程师实践检验的一站式大数
据开发平台，凝聚了阿里巴巴近10年数仓建设的实践经验。本次论坛将由阿里云大数据产品技术专家以
及产业界专家分享和探讨大数据开发的经验和实践
09:00-09:30

DataWorks：下一代智能数据工场

陈廷梁-阿里云资深技术专家

09:55-10:25

数据集成原理与实践

李晓菲-阿里云高级产品专家

09:30-09:55
10:25-10:50
10:50-11:20
11:20-11:50

待定
待定

大数据开发应用实践

客户代表

陈振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大数据平台架构师

数据治理实践

代俊峰-阿里云资深产品专家
张辉-阿里云高级产品专家

开源大数据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上午
论坛简介：随着大家对云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业务在云上展开，大数据的需求也随之而来，如何在云上更
高效、更可靠、更安全的使用Hadoop/Spark等大数据软件，阿里云大数据团队在云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践，
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邀请广大的大数据开发者们，一起分享云上的最佳实践。
09:00-09:30

云上Hadoop的安全实践

10:00-10:30

待定

09:30-10:0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构建高性价比的云上大数据
生命密码-基因数据的EMR实践
Spark新特性与展望
Hadoop主题演讲

嵩林-阿里云技术专家

余根-茂阿里云技术专家
微博代表

罗大钧-WeGene数据挖掘专家

Intel技术专家
外部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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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企业级互联网架构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上午
论坛简介：举办分论坛目标是帮助那些由传统IT架构到企业级互联网架构跨越式升级的企业，实现互联
网转型，共同应对互联网+浪潮的挑战，寻找优质合作伙伴，共建良好的合作生态
09:00-09:30

Aliware业务发展回顾与展望

10:00-10:30

Aliware生态合作策略解读

09:30-10:0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钟华-阿里中间件高级架构师

Aliware云产品领航2017

赵林-阿里中间件资深产品专家

王荣刚-阿里中间件Aliware生态合作专家

阿里云数据驱动的新零售探索

新零售行业客户代表

阿里云工业PaaS与智能制造

工业制智能制造行业客户代表

混合云—企业上云的最佳实践

混合云典型客户代表

行业云建设实践与展望

合作伙伴代表

智能语音交互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上午
论坛简介：得益于人工智能、尤其是感知智能在近年来的突破性进展，智能语音交互已经逐步从科幻电影
走向大众科技，并成为人们身边最能感知和接触到的人工智能应用之一。
从实验室里的算法研究，到工业
界的产品研发，再到与日常生活和商业社会的不断融合，智能语音交互正深入各个行业，并以前所未有的
广度和深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来自学术界和工业界重磅嘉宾将共同探讨智能语音交互的方方面面，在
观点的交流和碰撞中揭示语音技术更宽广的未来。
09:00-09:30

万物互联语音交互从端开始

09:30-10:00

智能语音交互从学术界到工业界

10:30-11:00

ET上车：面向车行业的智能语音交互解决方案

10:00-10:30
11:00-11:30
11:30-12:00

付强-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先声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谢磊-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助理

阿里云ET上车：面向车行业的智能语音交互解决方案暨斑马旗舰发布

高杰-阿里巴巴高级算法专家

让机器逐渐习得法律认知能力，在数据孤岛间搭建连接的道路

邹劭坤-北京华宇元典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重新发现电视：智能语音交互在电视行业的应用

新零售智慧供应链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上午
论坛简介：供应链作为零售业的发动机，是帮助零售持续增长、
不断盈利的法宝。
世界上顶尖的零售企业，无
论沃尔玛、
Costco、
7-11，还是Zara、
联合利华 、
麦当劳同时也是顶尖水平的供应链管理公司。
随着工业4.0、
大规模定制、
产消合一、
人工智能、
S2b等新技术、
新模式的出现，又为供应链赋予了新的内容。
本次论坛将由
研究咨询机构、
产业界的专家分享供应链管理的最新洞见和最佳实践，探索智慧供应链的发展趋势。
09:00-09:30

新零售下的供应链变革

10:00-10:30

7-11的精益供应链管理

09:30-10:00
10:30-11:00
11:00-11:30

人工智能在供应链中的应用
快反成就快时尚

安踏：供应链转型之路

游五洋-阿里巴巴供应链研究中心负责人

何崚-阿里巴巴供应链平台事业部资深总监

龚胤全-上海碓胤咨询创始人

钱晓韵-伊芙丽服饰创始人、董事长
安踏集团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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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阿里云
设备与解决方案专场

IoT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上午
论坛简介：阿里云IoT设备与解决方案-风林市场，将聚合阿里巴巴具有优势的渠道资源包括阿里云云市
场、天猫企业购、1688、阿里智能及国际化渠道等平台。
同时为IoT行业合作伙伴提供入驻、阿里巴巴IoT整
体技术框架对接 、阿里及三方服务能力开放对接、阿里云专业云计算服务、专业测试、产品认证及渠道分
销、技术支持在内的全面服务。平台集成阿里巴巴生态力量和业内优秀第三方平台力量，致力于成为IoT
领域内领先的服务平台和基础设施。
也为IoT领域的客户提供一站式设备产品与解决方案获取。
09:00-09:30

沉睡的金矿：物联网To B线上市场

09:50-10:10

IoT时代的链接模组

09:30-09:50
10:10-10:30
10:30-10:50
10:50-11:10
11:10-11:20
11:20-11:30
11:30-11:40

云词-阿里IoT市场部总监

云服务市场助力物联网的发展

朱彩辉-阿里云服务市场高级运营专家

王永虹-庆科总裁

oFo新出行，共享单车

万物互联网时代的OS：阿里云IoT OS产品发布
中小企业要如何追上物联网的脚步

首批入驻云市场合作伙伴签约入驻仪式

吴斌-杭州骑呗合伙人

樊稠-阿里IoT产品负责人

陆相成-上海合宙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待定

GXIC颁奖仪式

待定

风林市场&庆科开发者大赛启动仪式

待定

企业高效研发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上午
论坛简介：中国有将近5000万的中小企业，面临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科技的的大环境下，研发组
织如何保持过程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保持企业的创新与活力？本次专场邀请了典型中小企业代表，围绕上
市公司如何让人机协同速度跟得上业务发展速度，传统行业企业如何云化转型。大数据行业解决服务商
研发如何提效。从痛点到行业解决方案，从理论到实践，带中小企业一起提升研发效能，开启高效敏捷研
发模式，Work like Alibaba。
09:00-09:30
09:30-10:00

500强上市公司如何实现研发模式的互联网转型？

陈联柯-新光互联无线业务负责人

在快速变化的背景下，研发组织如何保持过程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刘立兼-上海云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架构师

10:00-10:30

美冠云播控平台-电子显示屏基于行业的全场景解决方案(基于阿里云的实现和架构优化)

10:30-11:00

中小型企业如何1周完成高质量交付产品？/初创企业如何做高效持续交付

11:00-11:30

阿里巴巴1582.73亿背后的持续交付如何玩？怀虎-阿里巴巴技术专家、神秀-高级技术专家

11:30-12:00

李志琦 美冠CTO

胥引-阿里巴巴研发效能事业部高级技术专家

圆桌讨论：中小企业敏捷研发探讨Open Space

资深技术专家及4位话题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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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场

HTAP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下午
论坛简介：随着DT时代的到来，企业占有的数据越来越多，其规模可能达到上百TB甚至PB级，如何以合理
的成本管理并维护这样一个数据库也成为各个企业IT管理中的核心问题。
HybridDB for MySQL是阿里云
ApsaraDB团队自研的新型HTAP数据库，可同时支持OLTP和OLAP场景，她基于创新的计算存储框架，在
一份数据上保证事务的同时支持实时分析，省去了费时的ETL过程。在商业化推广的半年间在大数据分
析、海量历史库、物联网、性能监控等业务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目前每天有超过PB的数据通过HybridDB
for MySQL进行管理和实时分析。
本论坛将重点分享相关技术及实现，如何借助HTAP技术解决业务痛点。
13:30-14:10

什么是HTAP数据库-HybirdDB for MySQL产品介绍和典型方案

14:50-15:30

新增特性及适应场景简介-HybridDB for MySQL的分析性能提升。

14:10-14:50
15:30-16:10

HBase
专场

陈琢 阿里云产品专家

为什么可以支撑HTAP场景-HybridDB for MySQL系统架构。 王骞-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
力助业务线性扩展-HybridDB for MySQL用户场景介绍。

潘岳-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
客户技术负责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下午
论坛简介：HBase是基于 Hadoop 的一个分布式数据库，支持海量的PB级的大数据存储，适用于高吞吐的
随机读写的场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众多互联网企业，都有数T的HBase集群，为满足云上客户需求，
阿里云已推出完全兼容Apache HBase 接口的云数据库。
本论坛将系统性的阐述HBase的建设思路，以及
在各大企业的使用实践。
13:30-14:00

HBase in Alibaba Search

14:30-15:00

HBase在时序数据存储的应用

14:00-14:30
15:00-15:30
15:30-16:00

Hbase在大搜车GPS风控中的应用实践
HBase在亿方云客户端同步系统中的应用实践
HBase的SQL实践与改进

绝顶-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

申玉宝-大搜车高级数据架构师

悠你-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
王成军-亿方云CTO

天穆-阿里巴巴技术专家

解决方案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上午
论坛简介：数字化创新、转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C2B趋势越来越明显，通过大规模网络协同，企业
和C端用户实时互动，持续挖掘客户潜在需求，让这个需求越来越明显，是未来商业的基础。在这个过程
中，阿里云提供完整，易用和集成就绪的平台，帮助企业将ERP等核心系统上云，降低成本；面向C端的海
量定制化需求，提供互联网化、微服务化改造，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完成技术驱动的企业升级。
09:00-09:40

传统企业上云路径

10:10-10:50

银行分布式核心系统

09:40-10:10
10:50-11:30
11:30-12:00

SAP Business One助力企业的战略部署
大型互联网公司上云方案

霍嘉-阿里云飞天解决方案事业部高级专家

罗卓君-SAP大中华区总经理

法华-阿里云金融业务事业部业务架构师

张强-阿里云飞天解决方案事业部业务架构师、桑圣玉-阿里云飞天解决方案事业部专家

容器天下之企业应用现代化之路

孙峣-阿里云飞天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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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游戏云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下午
论坛简介：17年的手游行业，随着游戏细分化重度化的发展趋势，游戏的安全运营成为大家最头痛的难
题。
阿里云针对游戏行业刚需，从云计算的发展带给游戏行业的变化、到广大游戏客户最为关注的游戏安
全、游戏出海、游戏数据运营等方方绵绵提供覆盖平台、数据、业务安全全方位防护能力的游戏行业专属
解决方案。
在此契机下，阿里云游戏云同期联合众多关注并专精于游戏安全的合作伙伴，共同成立游戏安
全伙伴联盟，为游戏上线保驾护航。
13:30-13:40

开场致辞

14:10-14:40

圆桌论坛：云计算与游戏安全

13:40-14:10
14:40-15:10
15:10-15:40
15:40-15:50
15:50-16:00
16:00-16:30

圆桌论坛：云计算的发展带给了游戏什么？
圆桌论坛：云计算与游戏出海

圆桌论坛：云计算与游戏数据运营

重磅发布一：阿里云棋牌游戏联盟成立启动仪式
重磅发布二

孙磊-阿里云文娱事业部副总裁

马全治-阿里云游戏云事业部总经理
虎钤-阿里云云盾安全专家
李泉-阿里云高级产品专家
阿里云代表、棋牌客户代表
阿里云代表、客户代表

Q&A

待定

容器技术专场︵下︶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上午
论坛简介：容器技术是目前云计算领域最受人关注的一个方向，阿里云在2015年底推出了容器服务，之后
在2016年云栖大会上宣布和Docker建立合作关系，今年阿里云和Docker公司的合作开花结果。随着容
器，集群调度，微服务等开源技术发展，在容器技术和Cloud Native生态的发展上，本次论坛不仅有来自
Docker公司，还会有来自Mesosphere和国内外社区的神秘嘉宾分享，敬请期待。
09:00-09:30
09:30-10:00

中国容器技术发解读与展望

Docker最新技术生态与商业发展解读

10:00-10:30

阿里巴巴集团容器技术介绍

13:30-13:30

Daocloud合作发布

10:30-11:2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易立-阿里云资深技术专家

John Wills-Director of DevOps&Ecosystem , Docker Inc.
毕玄-阿里巴巴研究员

圆桌会议

云原生与Kubernetes 介绍

基于容器的Spring Cloud 微服务应用架构实践
容器集群管理技术生态（Mesosphere）

海内外嘉宾

陈齐彦-DaoCloud CEO

Dan Kohn-CNCF 执行总裁

李荣-陆秦苍科技（买单侠）首席架构师

容器技术在异构基础设施系统迁移的作用 - Flipboard迁云实践

Mesoshere 海外嘉宾

石瑞红-Flipboard 后台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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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驱动的智能化数据中心网络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下午
论坛简介：阿里将分享SDN（软件定义的网络）
，人工智能密等业界最前沿的技术在阿里数据中心网络中
的具体应用。此外还会从智能化调度、超大规模(10万台以上25G服务器)和超低延时(微秒级)网络架构演
进层面，立体展示阿里在网络技术上的系统级成效。
更将首次阐述阿里巴巴在自研NOS(网络操作系统)上
的阶段性成果，以及该技术的实际使用效果。
13:30-14:00

下一代数据中心网络架构：Data Center as a Computer, Network as data center IO

14:00-14:30

高速数据中心网络光互连技术

15:00-15:45

软硬件一体化的高性能网络

14:30-15:00
15:45-16:15
16:15-17:00

蔡德忠-阿里巴巴网络架构师

自动化，智能化网络运维：Self Driving Networks
软件定义的全球网络智能调度系统

谢崇进-阿里巴巴首席通信科学家

张铭-阿里巴巴首席工程师

王海勇-阿里巴巴首席工程师

周宝方-阿里巴巴资深数据专家、桑毅宏-阿里巴巴高级网络架构师

圆桌论坛：智能化数据中心网络新格局

蔡依群-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洋-阿里巴巴网络系统总监、蔡德忠-阿里巴巴首席网络架构师
谢崇进，张铭-阿里巴巴首席通信科学家、王海勇-阿里巴巴首席工程师
周宝方-阿里巴巴首席工程师，阿里巴巴资深数据专家

阿里云服务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下午
论坛简介：八年云服务经验，阿里云拥有全方位的智能服务产品、专业的支持服务能力、遍布全球的普惠
生态。
云上体验，服务相连！阿里云服务是承接阿里云各产品线的服务专属论坛，会从企业服务、人工智能
服务、生态服务以及开发者用户体验几个方面为企业用户和开发者用户呈现阿里云的售后服务能力。
13:30-14:15

阿里云AI服务背后的平台与技术揭秘

14:15-14:45

智能质检打造更有温度的阿里云售后服务

14:45-15:10

许玲-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玄庭-阿里云高级算法专家

圆桌讨论：如何给客户服务插上AI之翼

张颖杰-阿里云服务部总经理

许玲-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王芹华-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欧阳庆-阿里云资深经理

15:10-15:55

云上架构全链路评估 周翰-阿里云技术专家

16:40-17:10

阿里云共享服务发布

15:55-16:40

许玲-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

商业数据库上云

回雁-阿里云技术专家

阿里云代表、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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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异构计算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上午
论坛简介：阿里巴巴将首次向外界全面立体展示在高性能异构计算技术上的最新成果和研究内容。这里
既有让你为之惊叹的GPU、FPGA集群，也有阿里FPGA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和自研异构计算的经验分
享。
最终我们还将发布阿里异构计算训练平台，来满足更多从业者的应用需求。
09:00-09:30

阿里巴巴新一代异构计算系统

10:00-10:05

FPGA发布

09:30-10:00
10:05-10:35
10:35-11:05
11:05-11:35

张伟丰-阿里巴巴基础架构事业群研究员

深度学习加速与神经形态计算技术的简要介绍与展望
阿里巴巴FPGA：不仅仅是加速
Speed of Light on GPU

从云到端的人工智能技术

陈怡然-杜克大学教授
待定

项午-阿里巴巴基础架构事业群高级专家

徐凌杰-阿里巴巴基础架构事业群资深架构师
王刚-阿里巴巴基础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员

新零售新体验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下午
论坛简介：新零售的大背景下需要全面升级更加场景化的购物体验，线上需要模拟线下那种身临其境的
交互方式，线下需要与线上虚拟内容进行无缝融合，通过技术驱动消费者体验升级，进而驱动品牌商家的
业务突破。
3D交互、图像识别、定位、AR/VR、AI等技术通过软硬结合、不断实践，将为新零售带来全面的体
验升级，模型制作、转化压缩、传输渲染、场景创作、布点输出、数据分析等全链路创新内容的生产模式将
降低新体验落地的成本，加快升级速度。
13:30-14:10

天猫新零售新技术助推消费升级

14:50-15:30

天猫行业化新体验案例与产品化

14:10-14:50
15:30-16:10
16:10-16:50

线下门店的效率与体验升级

场景化内容生产关系：海螺码头与互动联盟
虚拟现实在网上试衣间里擦出的火花

古迈-天猫美妆总经理

继勋-阿里巴巴零售终端资深技术专家

铁军-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
续彬-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
柴金祥-好买衣CTO

联想云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下午
论坛简介：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打破传统IT时代的束缚，云
计算正在渗透到各行各业，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接受，IDC预测，到2020年，企业云端支出将占全球总体IT
基础架构支出近50%。
联想作为中国最早的国际化科技型企业，是如何颠覆传统IT ，借助云端技术力量实
现全球无缝连接、高效协同的呢？今天，联想云邀您一起感受云端变革的力量，融合科技的魅力，融合时代
的脚步，共同开启更美力的新世界！
13:30-14:00

联想全球化进程中的IT支撑

高志国-联想云产品副总裁

14:30-15:00

云上实践：新时代 新思维 新IT

上海交大、建设银行等客户

14:00-14:30
15:00-15:30
15:30-14:00

越融合·越美力-云化时代的办公革命
重塑架构 颠覆传统IT

面向未来的掘金者：数据赋能未来

张跃华-联想云研发副总裁

高忠涛-联想超融合首席架构师
联想大数据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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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鼠云数据智能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下午
论坛简介：从本世纪开始，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智能时代。
得益于云计算强大的计算能力、数
据深度挖掘和机器学习等技术普及和发展，人工智能即将进入全面爆发期，必将变革人类社会衣、食、住、
行、游、乐等的方方面面。让未来成为现在，袋鼠云结合自身数据智能应用案例，邀请您共同探讨，从各行
各业到人类生活，数据智能时代的无限可能。
13:30-14:00

数据智能：未来智能商业的引爆点

14:30-15:00

爱心发布-数据报告、白皮书（公益-轻松筹）

14:00-14:30
15:00-15:30
15:30-16:00

基于数据智能的新零售核心架构解密
大数据时代智能制造的机遇与挑战

圆桌讨论：科技 · 跨界，关于数据智能科技的无限想象

拖雷-袋鼠云CEO
百联集团代表

联合研究机构&客户
京东方代表

江枫-袋鼠云CTO、汤亚舟-联梦互动创始人，牛津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美院工业设计系代表

千寻位置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下午
论坛简介：Internet of Things，万物互联，通信能力、计算能力和定位能力缺一不可，为IoT时代三大基础
能力。
千寻位置携合作伙伴，共同探讨IoT时代基础能力的需求思考与产业布局，共同推进IoT终端应用的
开发与产业化，共同构建IoT生态产业圈。
13:30-13:40

奠定基础能力，稳步迈向物联网时代

14:10-14:40

三大基础能力解析-定位能力

13:40-14:10
14:40-15:10
15:10-15:40
15:40-16:10

三大基础能力解析-通信能力
三大基础能力解析-计算能力

自动驾驶的另一条“高速公路”
千寻位置“高速公路”计划

工信部领导

中国移动领导

陈金培-千寻位置CEO
阿里云代表

博世代表&千寻代表
千寻&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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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地产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下午
论坛简介：中国房地产行业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无时不刻不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发
展的晴雨表。
如今，地产行业面临换挡转型之际，大数据营销，互联网转型这些名字正从概念转向落地。
这
次论坛的举办，聚焦营销、土测、客源分析和房后物管等方向的大数据应用场景和落地建设步骤；集团多
业务线的统一信息化建设。既带来一些行业思考也带来一些落地案例的分享，目的是帮助地产行业的企
业在新形式下找到突破点和发力点。
13:30-14:00

富力环贸港利用大数据驱动产业互联网战略

14:30-15:00

趋势 机遇 赢家⸺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地产

14:00-14:30
15:00-15:30

万科集团信息化建设的新思路

圆桌讨论：地产行业大数据落地场景讨论

程怡-富力环贸港执行董事

李学文-万科集团信息化高级总监

鲍晓红-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主持：张盛

嘉宾：程怡

鲍晓红-阿里云地产大数据专家

李学文-富力环贸港执行董事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飞-万科集团信息化高级总监

15:30-16:00
16:00-16:30

宋杰-阿里云物联网高科技业务部总经理，阿里云企业事业群总监

ET引领产业变革-房地产分享

房地产行业的互联网转型及案例

孙丽-阿里巴巴大数据业务专家
郭世伟-阿里云地产行业专家

数字营销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2日下午
论坛简介：安全、精准、高效、全球化，是现代营销的基本诉求，如何拥有这一必杀技能，快速推动业务成
长，请关注数字营销专场，听行业大咖为您解读！
13:30-14:00

阿里云&品友营销管家战略发布会

14:30-15：00

广告反作弊之“利剑”出鞘

14:00-14:30

品友互动混合云下的全球营销策略

15:00-15:30

精准人群投放之阿里云营销引擎发布

16:00-16:30

视频程序化-实践&洞察

15:30-16:00

数据赋能 . 营销

曹玉骥-阿里云资深专家、品友互动

曹玉骥-品友互动

苏峰-阿里云项目管理专家
韩爽-阿里云产品专家
智能客户代表-多盟

王可攀-reachmax CTO

飞天·智能 19

大会议程

10月13日
企业互联网转型峰会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下午
论坛简介：阿里是如何通过不断自主技术创新和架构升级，希望通过高可用技术的一系列最佳实践，帮助
企业在互联网转型过程中寻找到最适合自身发展的解决方案，快速完成从0到1的积累。
13:30-13:50

主题演讲：企业互联网转型

14:10-14:30

重磅合作发布

13:50-14:10
14:30-14:50
14:50-15:10
15:10-15:30
15:30-15:50
15:50-16:10
16:10-16:30
16:30-16:50

重磅产品发布

赵杰辉-阿里巴巴企业业务部总经理
赵林-阿里巴巴中间件资深技术专家

丁少华-吉利汽车CIO、赵杰辉-阿里巴巴企业业务部总经理

主题演讲：云上南航

黄文强-南航电子商务部总经理

主题演讲：数据驱动茅台大营销转型

高文立-茅台集团电子商务技术总监

主题演讲：长安汽车大中台建设

胡昭辉-长安汽车CIO

主题演讲：联想集团云化战略

尉伟东-联想集团副总裁

主题演讲：大数据与智能制造

高青-春风动力副总裁&CIO

主题演讲：飞利浦数据化企业转型之路

王坚强-飞利浦CIO

主题演讲：绿色经济⸺分时租赁

高钰-力帆集团副总裁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上午
论坛简介：我们秉承让数据智能普惠各行各业，奉行技术拓展商业边界，数据创造业务价值的核心理念在
驱动着传统、互联网产业的变革、发展和融合；暨此峰会将围绕数据智能先行者共聚一堂，共同探讨数据、
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愿景和前沿技术。

数加
数据智能峰会
⸺

09:00-09:10

开场致辞

09:30-09:40

重磅发布：海外合作伙伴战略合作

09:10-09:30
09:40-10:00
10:00-10:40

王晓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研究部主任

主题演讲：数据智能
主题演讲

重磅嘉宾

海外合作伙伴代表-全球执行总裁、闵万里-阿里云人工智能科学家
海外合作伙伴代表

主题演讲：阿里云大数据2017产品图谱
主题演讲：阿里云大数据产品解决方案

陈鹏宇-阿里云高级产品专家

邓中华-阿里云高级产品专家

10:40-10:50

启动仪式：天池 英国气象局Met Oﬃce气象AI大赛

10:50-11:10

主题演讲：Big Data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in Meteorology Field

11:10-11:20

重磅发布：天池大赛MVP

11:20-12:00

Dr. Alberto Arribas-Science Fellow、朱金童-阿里云高级专家、王一婷-阿里云高级专家

高峰对话：数据奇葩说

Dr. Alberto ArribasScience Fellow

刘松-阿里云业务总经理、王一婷-阿里云高级专家
明星嘉宾、闵万里-阿里云人工智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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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
视觉云计算生态峰会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上午
论坛简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数据库以其优良的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和持久性以及高
可用而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了信息社会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
然而，互联网以及云计算时代的到来对数
据库的容量、处理能力、性能乃至高可用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本次论坛将由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专家分享和
探讨数据库最新的理论和实践，展现数据库研发与应用的最新进展。
09:00-09:30

城市大脑里的AI技术与索引城市

09:30-10:00

智能虚拟情感助理

10:30-11:00

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在AR/VR领域的布局及实践

10:00-10:30
11:00-11:40
11:40-12:10

华先胜-阿里巴巴idst副院长，ieee felllow，国家千人计划学者

张正友-ACM Fellow，IEEE Fellow，美国微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智能图像识别应用与实际案例分享

三湘-阿里巴巴idst视觉计算高级专家

视觉制造：计算机视觉的创造、合成与广告

救死扶伤：医学图像的普世探索

朝山-蚂蚁金服资深技术专家

任沛然-阿里巴巴idst视觉计算专家

从视觉图像生成到理解：一种正则化的全谱系生成对抗网络 齐国君-UIUC博士，UCF教授

弹性计算全新企业线峰会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上午
论坛简介：在稳定安全的基础上坐做到针对不同行业以及不同企业的垂直实例产品，提高用户体验，有针
对性的解决行业特色问题并且带来最优的性价比。核心客户的现场真实案例分享，来听听他们是怎么将
弹性发挥到极致并且达到最优的性价比的。
09:00-09:30
09:30-10:10

宣布弹性计算全新的企业线

最优性价比实例解析⸺通用，数据库，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

10:10-10:40

ECS块存储发展针对弹性计算的助力解析

10:55-11:45

微博“弹性”计算的剖析⸺什么才是弹性的真正含义

10:40-10:55

雁杨-阿里巴巴资深技术专家

互动

藏晖-阿里云ECS产品专家

崆闻-阿里云ECS产品专家
道儒-微博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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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
天猫精灵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下午
论坛简介：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在7月5号推出了首款智能语音终端设备，内置第一代中文人机交流系统
AliGenie。AliGenie生活在云端，它能够听懂中文普通话语音指令，目前可实现智能家居控制、语音购物、
手机充值、叫外卖、音频音乐播放等功能，带来崭新的人机交互新体验。依靠阿里云强大的机器学习技术
和计算能力，AliGenie能够不断进化成长，了解使用者的喜好和习惯，成为人类贴心的智能助手。

开发者峰会
& AliGenie

13:30-13:50

肯德基：十年内，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在快餐业取代人类

14:10-14:30

奔驰汽车:语音在自动驾驶场景的重要意义

13:50-14:10
14:30-14:50
14:50-15:10
15:10-16:10
16:10-16:30
16:30-16:50

专场

DNS

南方航空：航空公司为什么青睐AI

Keep：被AI赋能成为个人的私人健身教练

西溪天堂：能够真正提升人们的居住品质智能酒店
天猫精灵核心技术介绍
智能助手

肯德基客户代表

南方航空客户代表
奔驰汽车客户代表

Keep客户代表

西溪天堂客户代表

王刚-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员、茹忆-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员

智能制高点：机器自动化

张翼成-《数量金融》(Journal of Quantitative Finance)副主编
张建伟-德国汉堡大学计算机系教授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上午
论坛简介：阿里巴巴集团内部网络作为超大型企业网，有一套稳定安全的自建DNS系统。
阿里巴巴把自建
DNS的成功经验分享给广大互联网用户，推出了云解析和阿里公共DNS两款成功的产品。让所有人都可
以享受稳定可靠的高质量DNS智能解析服务。
并提供全球顶级的防攻击能力。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企业DNS上云之路

梁卓-阿里巴巴研发效能事业部云解析DNS产品总监

云解析DNS如何帮您实现流量容灾部署
移动端域名解析最佳实践

汤龙-阿里巴巴研发效能事业部云解析DNS资深产品经理

独家讲解云解析DNS技术平台架构

朱友-志阿里云企业服务无线产品专家

刘志辉-阿里巴巴研发效能事业部DNS系统专家

企业级数据库产品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上午
论坛简介：随着云端互联网企业规模的逐步增长，如何在兼顾安全的同时，面向研发人员提供高效、稳定
的数据库服务也将成为企业的一个重大挑战，阿里数据库技术团队将分享如何构建适合企业的数据库平
台。
09:00-09:30

云端数据库服务基础设施：DTS

10:15-10:45

数据库智能优化系统的探索与实践

09:30-10:15
10:45-11:15
11:15-11:45

安全、高效地管理云端数据：DMS

构建企业级数据库支撑平台：DBPaaS
云时代的连续数据保护：云备份CBS

千震-阿里巴巴数据库高级技术专家
佩恩-阿里巴巴数据库产品专家
洪林-阿里巴巴数据库技术专家
朱旭-阿里巴巴数据库高级专家
阿里巴巴数据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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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时间：10月13日上午
论坛简介：通过教育信息化，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数字差距，促进教育公平，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
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是国家的目标，也是阿里教育云奋斗的方向，阿里云教育致力于通过云计算、
大数据助力高校、K12、在线教育企业快速的发展，为师生提供优质的教学环境。

在线教育

09:00-09:20

云上教育

09:40-10:10

AI，加速教育变革

09:20-09:40
10:10-10:30
10:30-10:50
10:50-11:10
11:10-11:30
11:30-12:00

阿里云&全美在线战略合作发布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云上大学
智慧教育 因你而来

互联网推动教育创新
智慧校园

圆桌：未来教育

解航-阿里云教育行业总监

金戈-阿里云副总裁、马肖风-全美在线
好未来CTO

蒋国珍-国家开放大学
威科姆

米雯娟-VIPKID CEO

立思辰

梅初九-芥末堆CEO、慧科 CEO、环宇万维CEO、支付宝代表、解航-阿里云高级专家

云通信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上午
论坛简介：API 形式为互联网开发者提供基于电信网络和 IP 方式的通讯技术解决方案和能力调用服务，
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的“连接器”。
阿里云云通信整体解决方案重磅升级，既融合了互联网与通信，又有阿里
大生态系统的独特赋能，将为互联网化的中小企业带来耳目一新的应用与服务
09:00-09:10

为企业赋于通信能力，云通信产品发布会

09:35-10:10

云通信四大板块业务分享

09:10-09:35
10:10-10:20
10:20-10:45
10:45-11:10
11:10-11:30

阿里云云通信：数字时代的连接器
阿里云·云通信上线启动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保护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企业通信市场研究报告
云呼叫中心：智能呼叫中心产品发布

龙觉-阿里云企业应用总监
余鹏武-阿里通信总经理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胡刚-阿里巴巴资深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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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技术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上午
论坛简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数据库以其优良的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和持久性以及高
可用而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了信息社会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
然而，互联网以及云计算时代的到来对数
据库的容量、处理能力、性能乃至高可用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本次论坛将由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专家分享和
探讨数据库最新的理论和实践，展现数据库研发与应用的最新进展。
09:00-09:20

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然语言处理

09:20-09:40

阿里巴巴自然语言技术

司罗-阿里巴巴专家

10:00-10:20

智能舆情分析

常龙-阿里巴巴专家

09:40-10:0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张民-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

AliNLP自然语言技术平台

上乘-阿里巴巴专家

阿里小蜜-智能客服技术实践

海青-阿里巴巴专家

阿里智能翻译

骆卫华-阿里巴巴专家

机器阅读理解技术和应用

吴晨-阿里巴巴专家

蚂蚁金服自然语言技术和应用

无改-阿里巴巴专家

数据库
专场
-AliSQL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上午
论坛简介：MySQL经过多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始使用MySQL，并将其作为核心应用的数据
库系统。为了满足业务快速发展，AliSQL针对不同行业进行了个性化定制，比如游戏行业的防闪断，金融
的数据保护，特殊行业的数据加密，物联网的数据压缩等等 。在本场论坛，你不仅可以了解Monty
（MySQL、MariaDB之父）分享MariaDB的发展和如何开源，以及与AliSQL技术合作。
技术专家为你深度剖
析AliSQL的最佳使用实践。
09:00-09:30

AliSQL如何适配云场景

10:00-10:30

MySQ在金融领域的数据存储解决方案

09:30-10:00
10:30-11:00
11:00-11:30

冷香-MySQL用户会主席团成员

AliSQL云上最佳实践

玄惭-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

CloudDBA智能诊断平台如何帮助客户定位和解决问题
基于AliSQL构建聚石塔平台实践

乙休-阿里云产品专家

西扬-阿里云CloudDBA架构师

云动-阿里巴巴商家平台技术部负责人

阿里云大学

专场
Clouder lab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上午
论坛简介：基于阿里云PAI进行机器学习，进行实际业务中，客户流失情况的预警。
09:00-09:30

机器学习背景介绍

云骧-阿里云大学培训专家

10:00-11:30

动手实验：机器学习进行客户流失预警

云骧-阿里云大学培训专家

09:30-10:00

A

11:30-12:00
12:00-12:10

机器学习案例分析
现场测试
证书发放

云骧-阿里云大学培训专家
阿里云大学专家
阿里云大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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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多媒体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上午
论坛简介：从2016年开始，互联网视频服务迎来前所未有的大爆发，2016年的直播、2017年的短视频，还
有即将到来的AI、AR和视频智能，每一项热门的服务都会带来一轮技术的创新和革命。
本次论坛将重点展
示阿里云全链路视频服务体系中各个产品和功能特点（直播、点播、短视频、内容分发、内容监管、传媒应
用等等）以及客户案例。
09:00-09:20

深入剖析CDN安全、日志等技术的升级与实践

09:40-10:00

从PCDN到边缘计算，看新技术的商业化演进

09:20-09:40
09:40-10:00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李克-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

阿里云CDN服务案例—今日头条

短视频应用场景整套方案+合作案例
直播客户案例分享

待定

杨敬宇-阿里云资深技术专家

王海华-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点播服务客户代表
待定-直播服务客户代表

音视频通信MCS：实时网络，无限想象

蔡华-阿里云资深专家

视频内容生产的云端革命：云剪辑+云导播

视频云+AI：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在视频中的应用
传媒五新

云上电视台

徐刚-阿里云高级产品专家

刘扬-阿里云资深研发工程师
俞翔-阿里云高级专家
余军-华栖云代表

弹性计算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上午
论坛简介：真实的场景，核心的技术，极客之间坦荡的交流！针对ECS不同的企业新实例，各大业界有影响
力的用户为ECS代言！也许你，也经历过跟他们一样的困扰！也许你，将来可能会面对他们曾今面对的问
题！全部真实用户，嘉宾现场互动解析，从用户的视角剖析的”弹性计算ECS“是什么样子的呢？

专场
ECS

09:00-09:15

ECS核心企业产品线场景概括

09:45-10:15

Oracle RAC的最佳实践

09:15-09:45
10:15-10:45
10:45-11:15
11:15-11:45

雁杨-阿里巴巴资深技术专家

ERK调优政策

崆闻-阿里巴巴ECS产品专家
袋鼠云CTO

弹性计算与游戏的最佳实践

杜鑫欣-英雄互娱CMO

弹幕客户使用ECS最佳方案

知名弹幕视频公司架构师

大数据客户使用ECS最佳方案

58同城 架构师

阿里数据库内核专场

互联网企业在业务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数据库很容易成为系统的瓶颈，限制业务发展。
阿里数据库内核团
队将分享如何通过内核优化应对极端的业务挑战。
13:30-13:45

数据库系统的技术剖析和发展展望

14:30-15:15

RocksDB：the Good，the Bad and the Ugly

13:45-14:30
15:15-15:45
15:45-16:00

何登成-阿里巴巴资深数据库内核研发专家

AliSQL X系列：高性能X-KV和X-Cluster技术剖析
X-Lite：Branch of SQLite

X-Engine：阿里自研高性能低成本存储引擎

江疑-阿里巴巴数据库内核专家

曲山-阿里巴巴高级数据库内核研发专家

雁闲-阿里巴巴数据库内核高级工程师

何登成-阿里巴巴资深数据库内核研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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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航空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下午
论坛简介：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升级，飞机出行已经成为人们比较普遍的出行方式，航空业作为一个长的
数据上的服务行业突显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何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能力服务好广大旅客也是大家普
遍关注的问题。
本次论坛将邀请到航空领域各路标杆企业（机场、航空公司、飞机制造）进行经验分享和思
维碰撞，阿里集团也将整合各业务线能力在航空出行方向打造最前沿、最高科技的创新实践。
13:30-14:00

南方航空：云上的航空新营销平台

14:30-15:00

首都机场：大数据助力高效机坪运转

14:00-14:3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卢春-南方航空营销委主任

萧山机场：打造最具科技感机场

徐习俊-萧山机场信息导航管理部总经理

航空业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实践及案例分享

郝亮-阿里巴巴集团大数据高级业务专家

赵岩-首都机场运控部总经理

面向C端服务的航空互联网转型

阎帆-阿里集团高级专家

航空信息安全为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

陈先程-阿里巴巴集团安全专家

视觉处理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下午
论坛简介：如何打造好莱坞级的动画、电影？如何将春晚的VR直播完美演绎？如何让博物馆三维效果逼真
展示？视觉云专场，为您展示科技的力量！
13:30-14:00

阿里视觉云影视制作解决方案发布

14:30-15:50

云解算突破行业解算瓶颈，助力中国影视行业⸺云解算案例集锦展示

14:00-14:30

行业合作伙伴加持：中国影视行业云赋能最后一公里

七维 CEO、维易真 CTO

博采传媒 CEO、时光坐标 CEO、深度视觉 CEO

15:50-16:30

云协同助力中国影视行业具备全球协同能力⸺云协同案例集锦展示

16:30-17:20

安全、高效的云渲染助力影视行业安全生产⸺云渲染集锦展示

极墨影视、视点传媒

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紫恒影视-视效总监

阿里健康智慧医疗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下午
论坛简介：2017年，
“互联网+医疗”迭代进入由大数据、AI、医联体等前沿技术领衔的“3.0”时代。目前，阿
里巴巴集团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旗舰平台阿里健康与多地政府、医院、科研院校等外部机构合作，在分级诊
疗、医联体、智慧医疗等多方向开展试点实践，建立线上线下一体的高效智能诊疗平台，帮助医疗机构做
好疾病管理和医保决策，最终让民众享受到普惠可及的医药健康服务。本论坛将由阿里健康CEO与技术
专家分享和探讨智慧医疗最新的理论和实践，展现医疗AI研发与应用的最新进展。
13:30-14:00
14:00-14:50
14:50-15:40
15:40-16:30

如何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改变医疗和健康

圆桌讨论：阿里健康“Doctor You：揭秘医疗AI的真实使用场景和价值

王磊-阿里健康CEO

张亮-阿里健康高级架构师、笵绎-阿里健康医疗事业部总经理、合作伙伴

圆桌讨论：医联体下的城市智慧医疗

圆桌讨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智能个人健康管理

柯研-阿里健康副总裁、合作伙伴

蒋琤-阿里健康健康平台事业部总经理、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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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时间：10月13日下午
论坛简介：伴随物联网终端连接、数据、安全技术的迅猛发展，物联网产业已到爆发前夜。现在已在，未来
已来。
ICA（IoT Connectivity Alliance）致力于打造物联网设备互联、安全入云标准。
本次专场将与合作伙
伴讨论建立和培育开放、互通、安全的IoT产业平台，共同用互联网思维建设IoT标准，共谋发展，共建生态。
13:30-13:50共建物联网产业生态：IoT合作伙伴计划

专场
ICA

13:50-14:10IoT合作伙伴计划标准成果总结及标准发布
14:10-14:40圆桌论坛-对话ICA副理事长
14:40-15:00物联网端到云的连接标准

库伟-阿里云IoT事业部总经理

刘大鹏-阿里巴巴集团标准化部高级专家

王云词-阿里云事业部市场总监、待定-ICA副理事长

15:00-15:20物联网芯片安全的探索与实践

15:20-15:40低功耗广域网技术与标准的成长之路
15:40-16:00安全标准为物联网生态保驾护航
16:00-16:20互联互通的全屋智能体系
16:20-16:30联盟合作签约仪式

16:30-16:50IoT合作伙伴计划展望

待定

待定

LoRa联盟董事会成员、Semtech代表
安全芯片国际标准组织代表
建发/万科智能化负责人
待定

柯镇-阿里云IoT事业部CTO

阿里云大学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下午
论坛简介：本场内容为阿里云与联通合作的混合云网络实战专场，主要会围绕几种典型的业务场景下的
混合云网络构建进行实战体验。

专场
Clouder lab

13:30-13:40

场景分析：不同业务需求下的混合云网络架构

14:10-14:40

专线接入：通过阿里云合作伙伴实现一站式接入流程

13:40-14:10
14:40-15:10
15:10-15:50
15:50-16:00

B

16:00-16:20
16:20-16:30

实战1:构建安全隔离的云上虚拟数据中心

实战2：基于VPN网关构建低成本的混合云网络

实战3：基于高速通道构建高质量通信的混合云网络
展望：阿里云网络的混合云支持计划
现场测试
证书发放

谭礼铨-阿里云高级产品专家
阿里云VPC产品经理

黄蔚亭-阿里云技术专家

阿里云VPN网关产品经理

阿里云高速通道产品经理
阿里云专家

阿里云大学专家
阿里云大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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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数据混合云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上午
论坛简介：人工智能技术的已经成为科技领域最炙手可热的话题，随着人工智能领域、大数据领域技术的
发展，必然会产生海量数据、更加丰富的网络连接，以及更强大的计算能力。人工智能将在未来的十年中
对整个科技和IT产业链产生什么影响？云计算作为产业链中最具创新的一环，作为科技产业的基础和平
台，如何迎接人工智能浪潮的来临？如何通过创新实现领先产业跃迁的驱动力？基础设施与数据中心产业
将在AI浪潮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次论坛将由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专家分享和探讨最新洞察，并共同探
讨AI趋势下混合云的创新与跃迁。
期待与您的思想碰撞。
09:00-09:30
09:30-10:00

人工智能时代云与数据中心的新机遇
人工智能AIaaS的发展与产业价值

何宝宏-信产部信通院标准所所长、人工智能产业联盟秘书长

10:00-10:30

混合云技术发展趋势与产业创新

11:00-11:30

混合云技术与商业的智能之路

10:30-11:00

黄伟-万国数据董事长兼CEO

金融业混合云实践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合作伙伴代表
合作伙伴代表

汪琪-万国数据高级副总裁 云事业部首席专家

绿色数据中心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上午
论坛简介：通过一个个真实案例、最前沿的技术，来全面展现阿里巴巴在绿色数据中心方面的成果和研究
方向。这里既有PUE逼近理论极限值1.0的浸没液冷数据中心，也有阿里百万级服务器数据中心设计建设
运营干货内容。还将首次全面展示阿里利用风能/太阳能的柔性供电技术，以及高效供电和分布式锂电池
技术、张北数据中心、千岛湖数据中心在空气自然冷、深层湖水制冷方面的实践内容。
13:30-14:00
14:00-14:30

阿里巴巴数据中心创新研究与应用+智能机器人展示

中国数据中心发展趋势和ODCC数据中心主要成果简介

刘水旺-阿里集团IDC高级专家

何宝宏-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标准所所副所长，ODCC副主席

14:30-15:00

数据中心新能源应用-高效天然气发电技术及美国应用案例分享

15:00-15:30

全球互联网数据中心电源新技术

16:00-16:30

上海数据港数据中心建设运营经验分享

15:30-16:00
16:30-17:00
17:00-17:05

万国数据数据中心建设运营经验分享
数据中心能耗管理与自动化运营

阿里巴巴“撒哈拉”
（暂定）计划发布

Harry-Nucloud Globle CEO

Richard Zhan-台达IDC研发事业部负责人
杜秋-万国数据高级副总裁

王海峰-上海数据港首席架构师

洪湖-阿里集团资深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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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团队管理
与人员技能进阶峰会

论坛时间：10月13日全天
论坛简介：搞技术本就是件枯燥的事情，有时候即使心无旁骛，几年过去了，能取得的成果亦无从知晓，特
别是这个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本论坛将聚焦技术人员成长的各个阶段，邀请不同领域的资深技术人
及高管，旨在给各位提供一些前行路上的参考与建议。
09:00-09:30

硅谷技术管理模式本土实践

10:00-10:30

云时代，我是如何做好梨视频CTO的？

09:30-10:00
10:30-11:00
11:00-11.3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开放生态专场

UC

Alex Wang-饿了么技术VP

大数据架构师的成长之路

林伟-阿里巴巴资深架专家
刘隽-梨视频CTO

从Apache Kylin负责人到Kyligence CEO

韩卿-Kyligence CEO&创始人

从花农到DBA大神成长史

吴炳锡-知数堂联合创始人

从技术到管理，在蜕变中成长

黄勇-特赞CTO

我在微博的这几年技术管理心得

我是如何带领华数在互联网路上越走越好的？
从推动Java代码规约谈技术人成长的有所为
谈技术人员（云架构师）的养成

红与黑的边界，安全人员的安全成长

黄波-微博机器学习平台负责人

韩潇毅-华数互联网技术部总经理
孤尽-阿里巴巴技术专家
刘立兼-网聚宝技术总监
阿里云技术专家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下午
论坛简介：阿里移动事业群核心技术和资源全面拥抱开放，通过UC光谱计划输出内容，算法，大数据，内
核，广告全链路解决方案，赋能生态合作伙伴，在UC开放生态峰会可以了解打造一流体验内容平台的技术
核心点，更好地拥抱内容时代。
此外还将在云栖大会进行UC开放平台及U4内核2.0的发布，全面助力合作
伙伴及U4内核2.0，全面助力合作伙伴。
13:30-14:00

商业流量的精准在线分配

14:30-14:40

U4 内核2.0发布

14:00-14:30
14:40-15:10
15:10-15:40
15:40-16:00

杜颜龙-阿里移动事业群资深算法专家

U4 2.0内核如何赋能B端站点

林子杰-阿里移动事业群前端技术专家

李英各-U4内核负责人

UC头条短视频推荐

苏哲文-阿里移动事业群高级算法专家

浏览器千万日活成长之路（拟）

王明军-魅族浏览器负责人

UC开放平台发布

祝亮-UC开放平台负责人

斑马汽车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3日下午
论坛简介：让出行更智慧
13:30-13:45

中国自主智能操作系统的汽车行业机会

14:15-14:45

云端一体化汽车数字座舱时代的到来

13:45-14:15
14:45-15:15
15:15-15:45
15:45-16:15

OTA空中升级，让钢铁成为钢铁侠的互联网汽车
人工智能驱动的互联网汽车与城市大脑

圆桌论坛：斑马朋友圈⸺智慧服务系列
如何让车主成为产品迭代的种马

工信部领导

施雪松-斑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CEO
伟世通VP

阿里巴巴iDST资深专家

黄佑勇-斑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CTO、合作伙伴
郝飞-斑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S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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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
新零售峰会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上午
论坛简介：新零售作为阿里巴巴五新之一，今年特别邀请阿里和行业专家全面解读新零售战略，分享一年
中业内新零售的理论和实践。
09:00-09:30

未来新零售发展趋势

09:50-10:10

新零售模式下的新商场重构

09:30-09:50
10:10-10:40
10:40-11:00
11:00-11:30
11:30-11:50

曾鸣-阿里集团战略委员会

看盒马鲜生如何玩转新零售

侯毅-盒马鲜生CEO

张锐-银泰CTO

圆桌论坛：未来新零售与科技发展
零售通的智慧供应链之道

人工智能为新零售带来的想象空间

林小海-阿里巴巴零售通总裁

新零售重塑产业链，中国今天的零售市场

任小枫-阿里巴巴iDST副院长
中国零售协会领导

阿里巴巴开源技术峰会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开源颠覆了软件开发方式，云计算颠覆了IT能力的交付管理方式，云计算和开源社区越来越互
相吸引和融合。 本场峰会将由国际顶级技术基金会，顶级开源技术Lead带来多场重磅分享，为大家解读
开源和云共同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革命，未来主流开源技术的发展等，敬请期待。
13:30-14:00

Linux基金会与社区发展在中国

14:30-15:00

数据库开源项目的成功发展之路

14:00-14:30
15:00-15:30
15:30-16:00

CNCF云原生技术发展与阿里云

Jim Zem-linLinux基金会执行总裁

Dan Kohn-Cloud Native Computing基金会执行总裁

Michael Widenius-Mysql & MariaDB创始人、MariaDB公司CTO

Docker容器技术生态发展 John Wills-Director of Ecosystem and DevOps,Docker Inc
国际DevOps技术发展趋势

Brian Burns-Hashicorp 公司创始人、国际社区DevOps先驱

飞天·智能 30

大会议程

10月14日

研发效能峰会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上午
论坛简介：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科技的的发展，产品快速迭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大中型企
业如何完成公有云/专有云/混合云转型升级，实现研发效能的提升？中国近5000万的中小企业如何保证
研发过程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保持企业的创新力与活力？企业如何利用工具实现项目管理-应用管理-代码
测试-持续交付-运维监控-数据反馈运营的一站式研发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使DevOps真正落地？本次峰会
将以“研发效能”为主题，通过互联网+时代的企业级研发效能提升服务云效平台，赋能大型企业互联网能
效升级和初创企业产品快速孵化创新。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重磅发布—通往研发效能之路

毕玄-阿里巴巴研究员

云效2.0新品联合发布

Java编码规约全球首发

公共云／专有云／混合云上企业的研发效能提升
金融行业开发测试高效转型之路分享
中小金融企业持续交付之路如何走
智联招聘退市后的云化之路

索尼-阿里巴巴资深专家
邱志鑫-天弘基金架构师

许磊明-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架构师

500强上市公司如何实现研发模式的互联网转型？

沈晔-智联执行副总裁

陈联柯-新光互联无线业务负责人

安全峰会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云上，强大的算法能力和数据能力，让安全变得轻量、无界、可分享。
未来，云计算能引领安全智
能走向何处？云上数据安全怎么守护？企业安全治理的思路，应当如何演进？本次峰会带你一起探索和解
答。
13:30-13:50

云安全的下一个五年

14:20-14:50

智能·云盾·新安全

13:50-14:20
14:50-15:05

企业云安全服务模型设计
阿里云安全算法大赛颁奖

金湘宇-君源创投管理合伙人

吴翰清-阿里云首席安全研究员

刘文印-广东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网络身份安全实验室主任

15:05-16:00

圆桌：机器学习算法在安全领域应用的场景、思考和前瞻

16:30-17:00

数据即资产，论云数据安全治理

16:00-16:30

肖力-阿里云资深总监

公共云平台的DDoS数据分析和风险控制

施亮-阿里云安全资深专家

李晗-阿里云高级安全专家
杨海峰-安华金和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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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虚拟化深度解析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上午
论坛简介：操作系统虚拟化作为云计算业务基石，当出现”毒液”
“传送门”等严重安全漏洞，我们是如何做
到在线修复的？当机器固件存在问题、无法在线修复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将做到用户不感知、业务不影响
的前提下平稳的进行迁移和修复？当阿里巴巴双11大促的流量峰值、支付宝春节红包业务的大批量用户
在线时，我们是如何能做到稳定并安全的进行承载？未来虚拟化将要面临怎样挑战, 整个市场跟生态又该
如何应对，发展方向又是如何？带您一起解读阿里云虚拟化神秘“黑科技”！
09:00-09:15

虚拟化核心业务简述

10:00-10:45

qcache⸺用户态通用块缓存技术

09:15-10:00
10:45-11:15
11:15-11:45
11:45-12:30

旭卿-阿里巴巴资深专家

热迁移与热升级技术实践

哲扬-阿里云高级专家
子团-阿里云高级专家

Intel Cache Acceleration Software

David Tuhy-Intel svp

虚拟化全链路性能调优

哲扬-阿里云高级专家

重磅发布：敬请期待

阿里云大数据计算服务
专场
MaxCompute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上午
论坛简介：DT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应用数据步入云端。与传统Hadoop相比，阿里云数加MaxCompute
(原名ODPS)向用户提供了完善的数据导入方案以及多种经典的分布式计算模型，暨此次盛会我们想对用
户展示近期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同时让市场看到阿里云大数据计算服务拥抱开源，完
善生态的决心。
09:00-09:30

MaxCompute目前情况和未来规划

关涛-阿里云大数据资深技术专家

09:55-10:25

大数据计算平台的演进

林伟-阿里云大数据资深技术专家

09:30-09:55
10:25-10:50
10:50-11:15
11:15-11:40
11:40-12:00

MaxCompute如何对生态赋能

客户分享 客户代表：oFo小黄车

MaxCompute与自建Hadoop成本效能分析
MaxCompute与开源生态连接工具讲解
MaxCompute编译器与开发环境

合作伙伴代表：袋鼠云

张良模-阿里云大数据高级技术专家
李睿博-阿里云大数据技术专家

薛明-阿里云大数据高级技术专家

数据存储技术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上午
论坛简介：本论坛的目标是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各种数据存储技术的特点，通过分享阿里巴巴在多种场
景下的数据存储技术实践加以介绍，包括海量数据场景下的OLAP、时序数据、新一代数据在线存储、大规
模数据分布式缓存等等，帮助企业针对自己的业务发展对数据存储技术进行选择和组合。
09:00-09:40

阿里巴巴海量数据场景下的高效OLAP存储引擎-HiStore

09:40-10:20

IoT时代存储利器-高性能时间序列数据库HiTSDB 钟宇-阿里数据库事业部高级技术专家

10:20-11:00
11:00-11:40

焦方飞-阿里数据库事业部技术专家

新一代面向在线海量数据处理的分布式数据库-Lindorm
大规模分布式缓存服务-Tair

沈春辉-阿里存储技术事业部资深技术专家
朱国云-阿里存储技术事业部资深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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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网融合下的全球网络专场

10月14日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上午
论坛简介：云和网络的相互融合充分发挥了网络资源的潜能，同时也为广大网络用户带来了更高的价值
和应用。
在云网融合的趋势和背景下，阿里云有哪些解决方案和最佳实践，今天将为您揭晓。
09:00-09:15
09:15-09:45

云网融合：基于SDN技术实现多地业务的灵活交付

仲翔-阿里云网络专家

负载均衡是如何支撑几亿手机微博用户访问的-高性能负载均衡研发和应用实践

添毅-阿里云网络专家

09:45-10:15

BGP带宽省钱的秘密：共享流量包/共享带宽包

秋光-阿里云网络专家

10:45-11:15

网络创新-阿里云网络开放平台暨合作伙伴产品化实践

奈玟-阿里云网络专家

10:15-10:45
11:15-11:45

云托付：混合云场景下的云下解决方案
经典网络迁移VPC最佳实践

仲翔-阿里云网络专家
李泉-阿里云网络专家

数据智能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上午
论坛简介：数据代表着价值、机遇与变革，数据展现的是一个智能、未知的世界！数据智能专场，看最智慧
的人工智能公司怎样利用大数据服务社会。
09:00-09:30

云计算时代的人工智能

10:00-10:30

视觉AI技术商业化的挑战与关键因素

09:30-10:00

人工智能进入大规模场景应用—全面植入商品供应链

10:30-11:00 ＂看懂·连接＂—智能企业服务的云端大脑
11:00-11:30
11:30-12:00

大数据技术之＂文本挖掘+用户行为分析＂
待定

张献涛-阿里云资深专家
待定
待定

吴文昊-Face++云产品副总裁

陈运文-达观数据CEO
待定

新物流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上午
论坛简介：物流是国家的支柱行业，今天几乎所有的经济体系都与物流有关系。
帮助大物流行业企业实现
“降本增效”是阿里云物流行业团队以及众多行业生态合作伙伴向行业赋能的目的。
本分论坛主要围绕阿
里云目前在物流行业的最佳实践以及生态环境进行介绍，讨论在今天“五新”战略大发展的形势下，如何
通过阿里云的混合云计算服务、互联网应用架构、大数据创新等卓越能力去支持物流行业业务能力的提
升。
09:00-09:15

阿里云物流行业发展

09:40-10:05

物流大数据技术推动物流新业态的创新

09:15-09:40
10:05-10:30
10:30-10:55
10:55-11:20
11:20-11:45
11:45-12:10

站在智慧物流的浪潮之巅

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在物流行业的应用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物流企业中台架构
智慧物流云时代下的高效供应链协同
赋能供应链，开启云时代
云创物流新未来

曹思培-阿里云企业业务事业部物流行业专家
苗天冶-运满满总裁，联合创始人

李敬泉-中储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王峰-阿里云大数据专家

郑王力-阿里云Aliware高级产品专家
陈梦槐-唯智信息总裁，创始人
刘斌-科箭CEO，创始人

王攀-菜鸟物流云高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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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
阿里云大学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上午
论坛简介：以“共享电单车”为例，分享基于阿里云Serverless服务产品如何快速搭建时下最火热的共享应
用。如何对用户产生的实时数据及日志进行采集和分析，如何通过流计算进行实时计算实现用户智能化
场景体验与交互：智能提醒，电子围栏，实时报警与通知等多场景应用，基于无服务器化的产品迅速搭建
共享应用。

专场 C
Clouder lab

09:00-09:15

实验背景及主要场景介绍

09:50-10:20

数据计算与场景实践：如何通过函数计算实现共享应用的用户场景

09:15-09:50

羲遥-阿里云产品运营

数据收集：基于表格存储的用户数据采集与存储

李海龙-阿里云产品专家

10:20-10:40

日志收集与分析：如何通过日志服务实现用户的日志收集与分析

11:20-11:40

现场测试

10:40-11:20
11:40-11:50

数据归档与存储：如何对象存储实现数据处理与归档
证书发放

吴天龙-阿里云技术专家
简志-阿里云高级专家

周皓-阿里云产品专家
阿里云大学专家
阿里云大学专家

智能企业办公专场
WLA

论坛时间：10月14日全午
论坛简介：WLA 是Work Like Alibaba 的简称，我们做的不是产品的售卖，而是阿里巴巴企业办公实践的
分享与赋能，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的技术，打造创新的企业运营与协作平台，提升企业组织效能，
促进高效的管理和文化升级。
09:00-09:30

云wiﬁ + umeng oplus 产品介绍

10:00-10:30

投屏和视频会议|产品实践

09:30-10:00
10:30-11:1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阿里郎+云壳产品发布

阿里云企业服务合作伙伴圆桌会议
SAP HANA/Hybris on 阿里云

曹剑-阿里云高级产品专家
汪奇-阿里云产品专家

付工-阿里巴巴信息平台音视频技术专家

何敏-阿里云高级产品专家

云桌面产品发展实践

旗云-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

企业上云的安全管理实践

李俊-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

助力企业办公，欢行和访客认证系统发布
阿里云邮箱升级，云办公SAAS平台发布

如筝-阿里云产品运营专家
浩越-阿里云产品运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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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云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上午
论坛简介：移动互联时代，移动端成为无可争议的用户流量主入口，如何以最高的效率、最低的成本构建
并持续优化一款移动应用对广大移动开发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阿里云依托阿里集团8年移动中台技
术积累倾力打造了一系列移动应用开发的核心基础功能组件，并构筑了一站式移动应用开发平台。 移动
服务相关产品和技术历经手淘航母级应用历年双11严苛验证，于2016年开始正式对外提供服务，当前已
服务于十万开发者，为移动开发者提供需求管理、研发、交付、运维、运营等全流程的产品和工具支撑。
09:00-09:30

Mobile Hub - 一站式移动应用开发

泠茗-阿里云高级专家

10:00-10:30

移动推送 - 移动应用消息推送的正确姿势

歼十-阿里云技术专家

09:30-10:00
10:30-11:00
11:00-11:30

HTTPDNS - 移动域名解析最佳实践
Hotﬁx - 移动应用热修复之道

移动测试 - 移动应用真机深度测试方法

亭林-阿里云技术专家

万壑-阿里资深无线开发工程师

字白-阿里云技术专家

阿里云大学专场︓
凌云训练营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阿里云大学推出的“凌云训练营”为架构师、企业与个人开发者提供了丰富与优质的技术课程，
全部精选自阿里云大学官方网站。通过“凌云训练营”
，您可以深度学习到阿里云最新技术知识与解决方
案。
特点：1. 知识点+案例+实操，让听众在50分钟内了解并掌握技能；2. 议题选自阿里云大学线上课程，听
众后续可在线上深入学习。
13:30-14:20

云上大型互联网架构设计与实施

15:10-16:00

机器学习快速应用与业务实战

14:20-15:10
16:00-16:50

大数据在电商业务系统中的应用实战
云端数据加密存储与泄露防护

驻云-阿里云大学资深讲师
云骧-阿里云大学资深讲师

傲海-阿里云大学讲师、机器学习PAI产品经理
李兰柱-阿里云大学资深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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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大数据经济时代下，数据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基于数据的开发与利用
推动了跨组织、跨行业、跨地域的协助与创新，催生出各类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全面激活了人类
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然而，大数据在为组织创造价值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安全风险，大数据安全重大
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安全议题。
全面治理以网络空间数据资源为核心的安全，这是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本论坛将就国家政策、法律制度，以及企业的数据安全实践，生态圈数据安全
服务商多个角度，探讨全面提升国家及产业大数据安全水平的解决之道。
13:30-13:40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13:55-14:10

大数据利用中的隐私保护问题

13:40-13:55
14:10-14:25
14:25-14:50
14:50-15:15
15:15-15:35
15:35-16:15
16:15-16:30

数据安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大数据安全的标准化建设

数据安全生态共建的畅想与实践

以数据安全为核心的解决方案探索
阿里数据安全生态伙伴授牌仪式

刘振飞-阿里巴巴集团首席风险官
中央网信办领导

周汉华-法学专家

叶润国-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主任
郑斌-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总监

刘少杰-阿里云总监

圆桌论坛：无法独善其身的数据安全保卫战

侯金刚-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资深总监、大数据实践企业代表、数据安全能力测评服务商

中国企业数据安全最佳实践报告发布

数据安全解决方案、大数据交易市场代表
中国信通院专家

块存储技术解析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块存储（Block Storage）
，是阿里云最早对外商业化产品之一，为云服务器ECS提供的低时延、
持久性、高可靠的数据块级随机存储。
块存储支持在可用区内自动复制客户应用数据，以及用户无感知的
磁盘热迁移技术，防止意外的硬件故障导致数据不可用，以保护用户的业务免于组件故障的威胁。
同时块
存储服务支持快照备份与加密功能，全方位立体式地保护用户数据。本论坛您既可以了解到云环境下块
存储的演进以及各个功能的实现原理，也能了解到阿里云块存储最新的技术发展路线和对未来云存储的
展望和思考，热切期待您的光临。
13:30-14:10

高性能本地存储产品I系列技术揭秘

14:55-15:25

ecs云磁盘热迁移的介绍和展望

14:10-14:55
15:25-16:10

计算与存储分离的技术架构解析
磁盘加密技术剖析

文卿-高级技术专家

田世坤-高级技术专家
南启-高级开发工程师
鲁振伟-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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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流计算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本次云栖大会，流计算发布2.0版本，新版流计算最新基于Blink/Flink的流式处理引擎，Apache
Flink是超越Spark的下一代通用大数据计算平台架构，属于流计算的黑科技级别产品。
目前，阿里集团在
社区主导Flink开发工作，并将大量经过阿里集团生产验证的Feature沉淀成为Blink，是Flink目前全球范
围内最为成熟的企业版。本次云栖大会，阿里将重点介绍Blink引擎发布，以及相关核心Feature、客户案
例介绍。
同时，我们亦邀请到了部分用户前来分享使用阿里云流计算的客户故事。
13：30-14：00

阿里云流计算2.0发布，阿里云流计算黑科技的曝光！

14：30-15：00

小红唇基于阿里云流计算的实时大数据之路

14：00-14：3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蒋晓伟-阿里巴巴集团研究员

阿里集团实时流计算发展历程

廖新涛-阿里巴巴集团高级技术专家

StreamSQL 2.0 特性和功能分享

王绍翾-阿里巴巴集团高级技术专家

城市大脑:云计算让城市变得更好

CEP－让流计算支持复杂的业务事件处理

小红唇（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邓小勇-阿里巴巴集团技术专家

付典-阿里巴巴集团技术专家

社交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找到合适的人，找到满意的答案，做你所想，一切有我！云，无处不在！
13:30-14:00

智能社交案例分享

14:30-15:00

新浪微博人工智能实践分享

14:00-14:3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混合云架构下的2017除夕之夜
客户案例分享：知乎

精准智能人脉⸺大数据下的关系升级
婚恋匹配算法

阿里云专家

付稳-新浪微博研发平台架构师

黄波-新浪微博机器学习平台负责人
林凡-脉脉ECO

曾浩峰-百合网集团副总裁

企业高可用架构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本次主要介绍阿里是如何通过不断自主技术创新和架构升级，来完美应对每年双十一不断增
长的交易规模和流量洪峰给系统带来的严峻挑战。希望通过高可用技术的一系列最佳实践，帮助企业在
互联网转型过程中寻找到最适合自身发展的解决方案，快速完成从0到1的积累
13:30-14:00

大促备战核武器—全链路压测

14:30-15:00

弹性智能资源配置

14:00-14:3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稳定性确定性的神秘武器-故障演练
万亿交易量级下的秒级监控

游骥-阿里巴巴中间件技术部高级技术专家

中亭-阿里巴巴中间件技术部高级技术专家

云净-阿里巴巴中间件技术部资深开发工程师

程超-阿里巴巴研发效能事业部高级技术专家、郁松-阿里巴巴GOC监控专家

阿里异地多活与同城双活的架构演进
提前开始的双11盛宴—全链路功能

唐三-阿里巴巴中间件技术部高级技术专家

太禅-阿里巴巴新零售技术事业群资深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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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效能技术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互联网时代，随着业务的迅猛发展，企业越来越希望通过实施DevOps来提升研发、运维等IT部
门的效率，支撑业务发展。
互联网企业如何利用工具让DevOps落地？传统企业如何提升研发效能，更快速
的互联网化？
13:30-14:10

公共云、专有云、混合云上企业的研发效能提升

14:40-15:10

金融行业开发测试高效转型之路分享

14:10-14:40
15:10-15:40
15:40-16:00
16:00-17:00

分布式架构转型企业如何提升研发效能

史新丽-光大银行测试经理
邱志鑫-天弘基金架构师

Devops如何在传统行业进行落地？

互联网+时代云效2.0助力企业成功实施DevOps
云效2.0新品联合发布

索尼-阿里巴巴资深专家
李雪峰-李锦记架构师

章屹-阿里巴巴高级专家

秉承-阿里巴巴高级专家、许晓-阿里巴巴高级专家

如柏-阿里巴巴高级专家架构师、洪湖-阿里巴巴资深专家

机器学习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数据库以其优良的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和持久性以及高
可用而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了信息社会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
然而，互联网以及云计算时代的到来对数
据库的容量、处理能力、性能乃至高可用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本次论坛将由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专家分享和
探讨数据库最新的理论和实践，展现数据库研发与应用的最新进展。
13:30-14:00

阿里云机器学习平台 PAI

14:30-15:00

菜鸟人工智能

14:00-14:3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机器学习前沿算法在金融安全风控的应用与研究
机器智能提升客户体验

机器学习之人机交互实战

量子计算机和量子机器学习的最新发展

楚巍-阿里巴巴机器学习平台总监

博山-蚂蚁金服资深专家

仁基-菜鸟人工智能部研究员
阿外-阿里巴巴资深专家

陈见耸-rokid公司技术专家
待定

智慧医疗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成为全球范围大趋势，哪些靠谱哪些“忽悠”
，而这些新技术在健康医
疗行业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医疗行业如何构建大健康生态？阿里云有哪些优秀客户实例？
13:30-14:00

互联网+时代公立医院的探索和事件

顾国煜-浙一医院党委书记

14:30-15:00

京颐医疗云服务模式创新

宋建康-京颐医疗云副总裁

14:00-14:3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集团医疗机构影像解决方案
医疗人工智能@2017综述
医药企业搭雄中台的价值
海外人工智能Case

圆桌会议：新形势和新技术浪潮下的健康中国

张胜江-美年大健康副总裁
基冈-阿里云ET医疗大脑产品专家
孙浩-益丰大药CIO
待定

孙锟-新华医院院长、邓锋 拜博口腔CEO、范钧-卫宁CEO、章天泽-linkdoc总裁
飞天·智能 38

大会议程

阿里云大学

10月14日

专场
Clouder lab
D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阿里云在2015年底推出了容器服务，之后在2016年云栖大会上宣布和Docker建立合作关系，
今年阿里云和Docker公司的合作开花结果，在国内落地了第一款重磅产品：阿里云飞天专有云敏捷版，本
次Lab将带您体验混合云架构下的Auto Scaling实际操作在专有云飞天敏捷版环境上构建微服务，模拟
大促实战加压，在公有云环境自动扩容，并在大促结束后自动缩容的场景。
13:30-14:00

容器混合云架构技术解读：Auto Scaling

15:00-16:00

实际操作：模拟大促场景流量压力，应用自动在公有云伸缩

14:00-15:00
16:00-16:20
16:20-16:30

实际操作：基于混合云场景飞天敏捷版应用搭建和配置
现场测试
证书发放

净山-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
阿里云容器专家

阿里云容器专家

阿里云容器专家
阿里云容器专家

图计算专场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以技术角度出发专场；以业务解决方案为重点带大家进入主题；着重讲解基于大规模分布式图
计算、学习和推理技术落地的项目是如何进行实现的，未来发展的走向以及和阿里云有关联的产品是如
何一起玩的，同时也会对比国内外图计算以及我们的优势和特点，如何把业务和Graph相结合。
13:30-14:10

大规模分布式图计算技术及在阿里巴巴的应用

14:50-15:30

知识图谱、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资产管理与运维中的应用 徐萧萧-阿里云高级算法专家

14:10-14:50
15:30-16:10
16:10-16:50

大规模DeepGraph图算法及搜索应用
大规模实时异构图计算与用户识别

海量图数据查询与可视化平台与实践

钱正平-阿里云资深技术专家
李朝-阿里云资深算法专家

蔡煊挺-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
邱侠斐-阿里云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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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体验与计算设计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阿里云在2015年底推出了容器服务，之后在2016年云栖大会上宣布和Docker建立合作关系，
今年阿里云和Docker公司的合作开花结果，在国内落地了第一款重磅产品：阿里云飞天专有云敏捷版，本
次Lab将带您体验混合云架构下的Auto Scaling实际操作在专有云飞天敏捷版环境上构建微服务，模拟
大促实战加压，在公有云环境自动扩容，并在大促结束后自动缩容的场景。
09:00-09:35

出行变革与数字体验-能源、技术、网络变革下的出行工具体验设计

09:35-10:05

设计师和机器间的模仿游戏

10:40-11:25

人工智能在商业场景下的体验设计

10:05-10:40
11:25-12:00
13:30-14:10
14:10-14:45
14:45-15:30
15:30-16:00

设计进化论×新技术下的体验烹饪
云·计算设计探索

物联技术与体验设计
AI唯智之美

智能AR物流设计
案例分享

刘毅林-斑马网络高级设计专家

陈彤-淘宝智能设计实验室高级视觉设计专家

杨昌源-阿里巴巴国际UED资深设计专家
范荣强-阿里巴巴国际UED设计总监
王路平-阿里云UED资深设计专家

赵巍-阿里云IOT事业部高级设计专家

萧健兴-阿里妈妈事业部UED总监

张华强-菜鸟UED高级交互设计专家

毛潇笑-阿里巴巴国际UED体验设计高级专家

开源数据库之
专场
Redis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下午
论坛简介：Redis作为高性能的key-value数据库，受到众多互联网企业的青睐，并将其作为核心系统使
用。
经过复杂业务的锤炼和检验，行业内沉淀了许多宝贵的技术经验和定制化改造方案。 另外，阿里云提
供的云数据库Redis是完全兼容Redis协议标准、提供持久化策略的内存数据库服务，满足高性能读写场
景及弹性扩展的业务需求，已经历阿里内部多年双11对该产品实践考验。
同时阿里云Redis团队骨干开发
人员作为Redis中国用户会的核心发起人，在Redis源码方面做出了很多改进及优化，多次帮助阿里云
Redis用户抵挡源码漏洞引起的安全问题。本次将邀请Redis社区及Redis用户分享技术实践与探索。
13:30-14:00

阿里云Redis产品体系架构

子嘉-阿里云资深产品专家

14:30-15:00

Redis在唯品会的应用实践

陈群-唯品会高级DBA

14:00-14:30
15:00-15:30
15:30-16:00

新浪数据库实践案例分享
Redis的前世今生

Codis的新版本特性介绍

赵景波-新浪网高级DBA

Antirez（拟）-Redis开源软件作者
王乃峥（拟）-Codis开源软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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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
MongoDB

论坛时间：10月14日上午
论坛简介：自MongoDB 2009年正式发布以来，源码已有2000多万下载量，其用户分布全球。
在数据库方
面的热度排名及社区活跃度，MongoDB均名利前茅，是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阿里云在2015年正式推出了
MongoDB云服务，目前支持ReplicaSet和Sharding两种部署架构，具备安全审计，时间点备份等多项企
业数据库能力。
在互联网、物联网、游戏、金融等领域被广泛采用。本专场邀请了社区多位专家给开发者分
享 MongoDB 的实践经验，以及阿里云 MongoDB 云服务的技术架构、云上客户的典型问题。
09:00-09:45

学霸君在MongoDB的应用案例

10:30-11:15

博雅大规模使用MongoDB解决游戏复杂业务案例

09:45-10:30
11:15-12:00

结合MongoDB计算场景实现APM和NPM
CloudDBA自助排查MongoDB性能问题

袁荣喜-学霸君工程师

熊掀-上海天旦(Netis)高级解决方案顾问
客户分享

林云-阿里云资深开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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