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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人工智能大会
2016 Chinese Congres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参会邀请函

为了更好地引导和推动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的指导下，

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起主办，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与 CSDN 共同承办的 2016 中国人工智能大

会（CCAI 2016）将于 8 月 26-27 日在北京召开。

本次大会将持续汇聚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和产业界优秀人才，围绕当前热点话题和

大家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并针对机器学习、人机交互、青年人的培养与成长和

产业化应用四个主题设立专题论坛，努力打造成为国内人工智能领域产、学、研紧密结合的高端前沿

交流平台。

参会信息

1. 时       间：2016 年 8 月 26-27 日

2. 地       点：北京·辽宁大厦·八层辽宁厅

3. 大会官网：http://ccai.caa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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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嘉宾阵容

大会主席

主题报告嘉宾

李德毅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杨  强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海外副理事

长、AAAI Fellow、香港科技大
学计算机系主任 

芮  勇
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宗成庆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Rao Kambhapati
国际人工智能促进会（AAAI）
主席、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邓  力
微软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IEEE 

Fellow

Tomaso Poggio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教授、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谭铁牛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

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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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慕明
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

颜水成
360 首席科学家、人工智能研究院

院长

郑  宇
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

叶杰平
滴滴研究院副院长

李泽湘
大疆创新科技公司董事长、香港

科技大学教授

李志飞
出门问问创始人兼 CEO

沈  抖
百度金融服务事业群组（FSG）

执行总监

林德康
ACL Fellow、

Singularity.io 公司联合创始人

陈  波
微信技术架构部模式识别中心总监

崔  鹏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博士、特别

研究员

戴文渊
“第四范式”创始人兼 CEO

分论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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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嘉宾

林元庆
百度深度学习实验室主任，

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副总经理

黄伟
云知声创始人 &CEO

漆远
蚂蚁金服副总裁，首席数据科学家

赵勇
格灵深瞳联合创始人 &CTO

李笛
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资深总监，

微软小冰项目的负责人

徐立
商汤科技 CEO

薛贵荣
天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王亮
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

余凯
地平线机器人技术创始人 &CEO

孙剑
Face++ 首席科学家

吴甘沙
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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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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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超
天眼查 CEO

朱军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

张敏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

刘铁岩
微软亚洲研究院主任研究员，

互联网经济与计算广告学研究组负责人

周逵
红杉资本合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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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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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日程

8 月 26 日     主题报告 / 分论坛
时间 论坛名称 演讲嘉宾

09:00-09:40 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思考 谭铁牛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

09:40-10:30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李泽湘      大疆创新科技公司董事长、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10:30-10:50 茶歇

10:50-11:40
驱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多种应用的

三类深度学习模式
邓   力      微软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IEEE Fellow

11:40-12:30
从搜索引擎到回答引擎再到动作

引擎
林德康      ACL Fellow、Singularity.io 公司联合创始人

12:30 - 13:30 午餐

13:30 - 15:30 人工智能驱动的人机交互论坛

论坛主席：

颜水成      360 首席科学家、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陈   波      微信模式识别中心技术总监

论坛嘉宾：

林元庆      百度深度学习实验室主任、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副总经理

余   凯      地平线机器人技术创始人 &CEO

李   笛      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资深总监、微软小冰项目的负责人

黄   伟      云知声创始人 &CEO

孙   剑      Face++ 首席科学家

徐   立      商汤科技 CEO

15:30 - 16:00 茶歇

16:00 - 18:00 人工智能产业论坛

论坛主席：

李志飞      出门问问创始人兼 CEO

郑   宇      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

论坛嘉宾：

漆   远      蚂蚁金服副总裁 首席数据科学家

吴甘沙      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 &CEO

薛贵荣      天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周   逵      红杉资本合作人

赵   勇      格灵深瞳联合创始人 &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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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7 日    主题报告 / 分论坛
时间 论坛名称 演讲嘉宾

09:00-09:50 交互认知：从图灵测试的漏洞谈开去 李德毅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09:50-10:40 神经科学能为人工智能带来什么？
蒲慕明      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

10:40-10:50 茶歇

10:50-11:40
Challenges in Planning for Human-Robot 

Cohabitation
Rao Kambhapati      AAAI President

11:40-12:30
The Science and the Engineer ing of 

Intelligence

Tomaso Poggio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教授、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12:30 - 13:30 午餐

13:30 - 15:30 人工智能青年论坛

论坛主席：

崔   鹏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博士、特别研究员

沈   抖      百度金融服务事业群组（FSG）执行总监

论坛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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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 - 16:00 茶歇

16:00 - 18:00 机器学习的明天论坛

论坛主席：

叶杰平      滴滴研究院副院长

戴文渊     “第四范式”创始人兼 CEO

论坛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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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软亚洲研究院主任研究员 

                互联网经济与计算广告学研究组负责人

李   磊      今日头条实验室科学家

刘   威      腾讯 AI Lab 计算机视觉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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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方式

购票热线：4000-897-896       赞助合作：18910087289     咨询邮箱：liqian@csdn.net

CCAI 2016 中国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

如有任何问题请拨打大会咨询热线：4000-897-896

1. 钻石赞助商：

价格：50000 元

1. 赞助商 Logo 出现在与会者胸牌挂绳
和资料袋上（Logo 为单色印刷）
2. 大会门票 5 张
3. 大会资料袋入袋资料一份
4. 企业 logo 展示（大会官网、现场布置物、大会会刊等）

2. 铂金赞助商：

价格：30000 元
1. 标准展位一个（2m*2m）
2. 大会门票 10 张
3. 大会资料袋入袋资料一份
4. 企业 logo 展示（大会官网、现场布置物、大会会刊等）

价格：25000 元

1. 讲师午宴独家冠名
2. 讲师午宴上桌牌及易拉宝上体现企业 logo
3. 午宴名额 3 个
4. 大会门票 5 张
5. 大会资料袋入袋资料一份
6. 企业 logo 展示（大会官网、现场布置物、大会会刊等）

3. 黄金赞助商：

价格：20000 元
1. 标准展位一个（2m*2m）
2. 大会门票 5 张
3. 大会资料袋入袋资料一份
3. 企业 logo 展示（大会官网、现场布置物、大会会刊等）

4. 白银赞助商：

价格：10000 元
1. 大会门票 5 张
2. 大会资料袋入袋资料一份
3. 企业 logo 展示（大会官网、现场布置物、大会会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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