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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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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工智能大会（C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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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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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官网：ccai.caa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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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预计有 2,000 多 名参会者

  超过 600 家公司将与会

  超过 95% 的参会者将 现场参观赞助商的展位

  参会者预计将来自总共 10 个以上的地区 

  至少 50% 的参会者将做出购买 / 合作决策或影响决策者

提高品牌知名度和认知度 目标明确的市场营销机会

人才吸引

媒体曝光和公关活动

展示产品、服务和技术 获得新的合作伙伴和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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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组织

大会主席

组织委员会主席

程序委员会主席

谭铁牛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

王卫宁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

漆  远   

蚂蚁金服副总裁、首席数据科学家

王  坚

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

李  津   

蚂蚁金服全球技术合作与发展部
总经理

周志华   

南京大学教授、AAAI Fellow

杨  强

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
AAAI Fellow

董  晶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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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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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根据当前技术与市场热点，将设置“语言智能与应用论坛”、“人工智能驱动金融生活”、“人工智能的科

学与艺术”、“人工智能青年论坛 ”、“人工智能创业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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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2 日

09:00-12:00

大会报告

大会报告

大会报告

大会报告

12:00-13:30 午餐休息

13:30-17:00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

18:00-20:00 VIP 晚宴

7 月 23 日

09:00-12:00

大会报告

大会报告

大会报告

大会报告

12:00-13:30 午餐休息

13:30-17:00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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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毅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排名不分先后）

徐扬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吴信东

合肥工业大学教授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林德康 

ACL Fellow, Singularity.io 公
司联合创始人

刘庆峰

科大讯飞董事长

邓   力

微软首席 AI 科学家

谭铁牛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

苏   中

 IBM 中国研究院大数据及认知
计算研究总监

沈向洋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

Rao Kambhapati

AAAI 主席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Thomas G. Dietterich

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
AAAI 前主席

Masashi Sugiyama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
先进智能研究中心主任

Toby Walsh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
AAAI 执行委员会成员

蒲慕明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
神经可塑性研究组组长

李泽湘

大疆创新科技公司董事长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Tomaso Poggio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教授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马少平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清华大
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

芮勇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
首席技术官

余凯

地平线科技创始人 &CEO

宗成庆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研究员

本届及历届大会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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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文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石			勇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王田苗	 北航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教授

颜水成	 360 首席科学家、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陈			波	 腾讯科技微信模式识别中心技术总监

李志飞	 出门问问创始人 &CEO

郑			宇	 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

崔			鹏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特别研究员

沈			抖	 百度公司金融服务事业群组执行总监

叶杰平	 滴滴研究院副院长

戴文渊	 第四范式创始人 &CEO

李			航	 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主任

刘成林	 中科院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于			剑	 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

查红彬	 北京大学智能科学系教授、
	 机器感知与智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周			明	 微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自然语言计算组经理

刘			丹	 京东智能通讯部总监

蒋田仔	 中科院自动化所脑网络组研究中心主任

王国胤	 重庆邮电大学教授、
	 计算智能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主任

李远清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脑机接口与脑信息处理研究中心主任

孙富春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

俞			凯	 苏州思必驰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

姚			力	 北京师范大学 "	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 "	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要成员、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杨			洋	 京东数据与机器智能部负责人

朱文武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主任、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朱杨勇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何			清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

葛伟平	 考拉征信首席技术官

徐			方	 新松机器人中央研究院院长

赵			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机器人研究所所长

刘进长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

胡			郁	 科大讯飞联合创始人、执行总裁、
	 消费者事业群总裁

乔			红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朱频频	 小 i 机器人联合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林元庆	 百度深度学习实验室主任

黄			伟	 云知声创始人 &CEO

孙			剑	 旷视科技首席科学家

徐			立	 商汤科技 CEO

吴甘沙	 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	&	CEO

周			逵	 红杉资本合伙人

赵			勇	 格灵深瞳联合创始人 &CTO

陈			宇	 京东集团 PCL 实验室研发总监

熊			辉	 新泽西州立大学罗格斯商学院管理科学与信息
	 系统系副系主任

王			亮	 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柳			超	 天眼查 CEO

张			敏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

王绪刚	 时趣首席科学家

朱			军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

林宙辰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机器感知与智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

刘铁岩	 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李			磊	 今日头条科学家

刘			威	 腾讯 AI	Lab 计算机视觉组负责人

注：以上均为时任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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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地点：杭州国际会议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 2 号

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以会议、超五星级酒店为核心功能，创造钱塘江畔国际风景旅游城市舒适、休闲的高品

质国际会议环境。杭州国际会议中心和杭州大剧院构成了“日月同辉”的景象，大剧院如同静静的一弯新

月才落下，国际会议中心则以活泼的太阳正升腾，如天造地设一般，这组屹立在城市最核心地带的巨型雕

塑式建筑，不仅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而且很好地暗示了杭州的过去和未来，共同构筑出“日月同辉”的

美好寓意。

2016年9月3日-4日，B20峰会在杭州国际会议举行，细致、高效的会议服务让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成为世界瞩

目的焦点。杭州国际会议中心借此成为一个重大外事国务活动的接待场所，也变成了世界级的会展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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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平面图（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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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合作伙伴
（仅限 3 席）

展览展示合作伙伴
专项合作伙伴 

（主会场椅背贴，独家）
专项合作伙伴 

（吊绳胸牌广告，独家）

赞助金额 ¥ 200,000 ¥ 30,000 ¥ 100,000 ¥ 100,000

核心权益
专题论坛演讲席位一个
 Mini 特装展位一个

标准展位一个 主会场椅背贴 *2000
胸牌广告及吊绳

logo*2000

会前稿件传播
（案例）

1 1 1 1

商标露出
网站、现场背板及制

作物
网站、现场背板及制

作物
网站、现场背板及制

作物
网站、现场背板及制

作物

宣传资料入袋 1 1 1 1

赠送门票 15 2 5 5

晚宴入场券 1 1 1 1

专项合作伙伴 
（手提袋冠名，独家）

专项合作伙伴 
（晚宴冠名，独家）

专项合作伙伴 
（午餐冠名，独家）

专项合作伙伴 
（茶歇区冠名，独家）

赞助金额 ¥ 80,000 ¥ 60,000 ¥ 60,000 ¥ 60,000

核心权益 手提袋 *2000
餐厅内易拉宝及宣传

资料摆放

参会者及 VIP 嘉宾用
餐餐厅内易拉宝及宣

传资料摆放

茶歇区内 logo 及易拉
宝展示

会前稿件传播
（案例）

1 1 1 1

商标露出
网站、现场背板及制

作物
网站、现场背板及制

作物
网站、现场背板及制

作物
网站、现场背板及制

作物

宣传资料入袋 1 1 1 1

赠送门票 5 5 5 5

晚宴入场券 1 4 1 1

赞助方案

更多发挥您的创意，我们将共同打造个性化方案

企业参访

深度培训

短途旅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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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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的大会在北京举行，近 40 位国内外顶

尖科学家和业界精英的精彩报告和热烈讨论，

覆盖了机器学习、人机交互、模式识别、自然

语言处理（NLP）、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人

工智能领域的热门 / 前沿研究和产业实战，吸

引了超过 2500 人次和 18 家赞助企业参会。

参会人员占比

2016 中国人工智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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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大会赞助咨询

大会全权授权江苏知之为计算机有限公司（CSDN）负责大会赞助的所有工作，包括赞助洽谈、合同签署、

收款、开据发票等相关赞助服务 

赞助合同签署后，将会给贵公司发送《赞助商参会手册》，手册中会对演讲、展览、所需提交资料等

参会细节做详细的说明

赞助方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将发布在大会官网上

制作物厂商标识顺序，将以贵公司品牌首字母顺序排序

任伟   18911709282    renwei@csdn.net           段然   13811693137   duanran@csd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