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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国际服务机器人发展论坛
“2018 第八届 UCAHP 北美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暨智能产业硅谷论坛”
发布仪式暨宣讲会

邀请函
INVITATION LETTER
一、基本信息
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上海中机联展览有限公司
时

间：2017 年 7 月 6 日 13:00-17:30

地

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4-03 会议室

主

题：服务未来，智在必得

会 议规模：120-150 人

二、会议背景
随着服务行业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以及老龄化趋势的加强，国内服务机器人市场需求正在
急速扩张。据分析报告，2017 年服务机器人领域市场规模将达 500 亿美元，成为当今最具
潜力的增长市场。而随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结合，以及高精度传感技术
的突破，使得应用于各个领域的优秀服务机器人制造企业不断涌现。预计未来服务机器人的
应用将在在个人陪伴、家庭服务、智能家居、商用服务与互联网大数据、医养老疗康复与服
务、智能无人机与特种作业装备等几个领域迎来巨大的增长。
本次论坛将邀请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行业知名专家、机器人研发企业、用户企业、投资
界等专业人士共同交流分享宝贵经验、探讨服务机器人发展现状，探索各应用领域的服务机
器人未来技术创新趋势，以及机器人企业如何与用户对接，实现品牌化落地发展。同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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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启动第八届北美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暨智能产业硅谷论坛发布，并邀请硅谷团队分享技术
成果，搭建中美在智能产业的合作平台，加速中美智能机器人产业的融合与发展。
会议议程
时间

主题

13:00-13:30

嘉宾媒体签到

13:30-13:40

主持人宣布开幕并介绍嘉宾

徐方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13:40-14:10

服务机器人发展的思考

王田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导

14:10-14:40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张建伟 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

14:40-15:00

服务机器人专利技术分享

孙全亮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处长

15:00-15:20

服务机器人创新发展

15:20-15:40

打造多维机器人创新生态

第一时段

第二时段

主题演讲

对话环节

邹风山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
究院院长
刘宏蛟 硬蛋科技 CMO

主持人 王田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导
孔德海 美国硅谷天使基金创始人
宋育刚 苏州穿山甲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5:40-16:20

圆桌：服务机器人如何实现真正落地
蒋化冰 上海木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锐 北京钢铁侠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16:20-16:30
第三时段

发布仪式

16:30-16:45

茶歇
主持人：陈家良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展览部副主任、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2017 第八届 UCAHP 北美高层次人才创业大
赛暨智能产业硅谷论坛”内容介绍

孔德海 欧美同学会海归创业学院(硅谷)执行院长、
UCAHP 北美创业大赛主席
张克林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孔德海 欧美同学会海归创业学院(硅谷)执行院长、

16:45-16:50

2017 第八届 UCAHP 北美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
启动仪式

UCAHP 北美创业大赛主席
曲道奎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沈阳新松机器
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第四时段

硅谷优秀企业宣讲

16:50-17:00

Vicarious AI 基于脑科学的人工智能

楼兴华 Vicarious AI 商业化主管

17:00-17:10

AI and Decision Navigation

張宗堯 Synergies Intelligent System 首席執行官

17:10-17:20

Mobile VR in China

孙 静 VRseen 唯见科技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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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Moderator and Panelists
徐方，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秘书长、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研究员，新松公司技术总监，长期从事机器人技术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工作。先后参加并主持完成了多项
国家“八五”
、“九五”
、“十五”科技攻关、“863”计划、中科院及省市重大科研项目，解决了机器人关键
技术的难题，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器人系列产品达到国内领先，国际九十年代末同类产品的水
平，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化作出重大贡献。
王田苗，现为北航机器人研究所教授博导，机械工业服务机器人重点实验室主任与智能技术与机器人工程
技术中心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获得国家教育部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信息领域评审专家组成员，国防科技机器人创
新团队带头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突出专家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等，曾聘为国家
863 计划“十五”机器人主题专家组组长、“十一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专家组组长及中国制造业信息化
专家组副组长，“十二五”服务机器人重点项目专家组组长，北航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院长，北航机器
人研究所所长。

张建伟，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国际智能机器人领域顶尖专家、汉堡大学教授

孙全亮，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二处处长、局学术委员会审查相关政策专业委员会委
员、局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培养对象，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联盟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多次在全国性知识产权
研究成果评选中获一等奖。

邹风山博士，高级工程师，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机器人技术研
究、开发及产业化工作，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洁净及服务机器人系列产品，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

刘宏蛟 硬蛋科技 CMO。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获管理学硕士学位。曾任职易观
国际，任电子商务咨询总监，电子商务领域资深专家。熟悉 IT、新媒体以及相关互联网行业，有丰富项目
管理经验；尤其专注于电子商务和市场营销，具备丰富的市场营销项目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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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海 ,硅谷天使基金(SVC Angel Fund)管理合伙人、中国侨联特聘专家、欧美同学会海归创业学院(硅谷)
执行院长、UCAHP 北美创业大赛主席、UCAHP(美中高层次人才交流中心)CEO、斯坦福大学学生会高级
顾问、伯克利大学研究生会高级顾问、伯克利孵化器驻场投资人、麻省理工、密西根大学、伊利诺伊大
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论坛主旨演讲人及创业大赛评委，清华企业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思源计划导师、清
华硅谷领航计划导师、清华水木文创基金会理事
硅谷天使会(SVC Angel Club)创始人、CEO

蒋化冰，上海木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目前唯一通过国家机器人产品和工厂双认证的企业）
。
曾在华为工作 17 年，担任华为手机产品线总裁、海外大区总裁，带领手机团队从无到有找到了华为手机发
展之路。

张锐，北京钢铁侠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曾先后工作于北航无人机所、中科院自动化所和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目前主持完成了钢铁侠科技 3 代机器人的研发，仅作为唯一发明人部分，申请了十余
项知识产权。

宋育刚，苏州穿山甲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
机器人行业经验 15 年

附件 1：
《2017 中国国际服务机器人发展论坛报名表》
附件 2-《首届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园区 TOP50 高峰论坛企业赞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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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国际服务机器人发展论坛报名表
（2017 年 7 月 6 日下午 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 2 层会议室 403）

单位名称
联系人

手机

E-Mail
参会人员信息
姓名

职务

邮箱

手机

注册要求：1、本次大会所有参会人员均为免费参会，参会人员食宿费用需自理；
2、会议服务由上海中机联展览有限公司承办，如需住宿服务，请联系组委会，
并可开具正规发票。
3、住宿等相关问题也可访问 CIROS 官网：www.ciros.com.cn 进行查看；
4、回执请盖章回传至 gina.gao@ciros.com.cn
5、报名截止时间：2017 年 6 月 30 日。
组委会负责人：
上海中机联展览有限公司
电 话：021-61911303-8015、13918128925
联系人：高斐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电 话：010-68595123、15201649945、18601057190
联系人：单晓、王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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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国际服务机器人发展论坛赞助表
（2017 年 7 月 6 日下午 13:30-16:00 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 2 层会议室 403）
1. 主题论坛演讲 1 席（20 分钟）
2. 会议开场前及茶歇期间播放宣传视频
3. 赠送未来展示区展位 108 平米
4. 给予参会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120-150 人规模 ）
5. 主持人播报鸣谢
6. 企业宣传资料发放到峰会与会者（10 页）
7. 可获得有影响力的媒体专访 10 家（含央视）
8. 4 个企业易拉宝在论坛现场摆放
9. 企业 Logo 出现在论坛证件

独家冠名赞助
20 万
（限 1 席）

10. 展会会刊内页彩色广告
11. 企业产品或纪念品发放到论坛与会者
12. 企业 Logo 出现在论坛背景布与其他指示系统
13. 企业 Logo 出现在论坛资料封底
14. 获得 CIROS 官网文章推介
15. 获得免费提供的邮件群发机会，为甲方定向发送给专业观众，
二十八万有效数据
16. 网站 Banner 广告半年
17. 将企业 logo 融入礼品中
18. 在活动的主要区域放置赞助商广告
19. 在活动的相关网页放置赞助商 Logo
20. 活动前期中期后期相关宣传推广中提及赞助企业
21. 引导图中放置企业 Logo
22. Logo 出现在工作人员 T 恤
1. 主题论坛演讲 1 席（20 分钟）
2. 会议开场前及茶歇期间播放宣传视频
3. 赠送未来展示区展位 36 平米
4. 主持人播报鸣谢
5. 企业宣传资料发放到峰会与会者（5 页）
6. 可获得有影响力的媒体专访 8 家

黄金赞助
10 万

7. 2 个企业易拉宝在论坛现场摆放
8. 企业 Logo 出现在论坛证件
9. 展会会刊内页彩色广告
10. 企业 Logo 出现在论坛背景布与其他指示系统
11. 企业 Logo 出现在论坛资料封底
12. 获得 CIROS 官网文章推介
13. 网站 Banner 广告半年
14. 将企业 logo 融入礼品中
15. 在活动的主要区域放置赞助商广告
16. 在活动的相关网页放置赞助商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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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活动前期中期后期相关宣传推广中提及赞助企业

1. 主题论坛对话 1 席
2. 会议开场前及茶歇期间播放宣传视频
3. 主持人播报鸣谢
4. 企业宣传资料发放到峰会与会者（5 页）

白银赞助
5万

5. 可获得有影响力的媒体专访 5 家
6. 1 个企业易拉宝在论坛现场摆放
7. 企业 Logo 出现在论坛证件
8. 展会会刊内页彩色广告
9. 企业 Logo 出现在论坛背景布与其他指示系统
10. 企业 Logo 出现在论坛资料封底
11. 获得 CIROS 官网文章推介
12. 网站 Banner 广告半年

组委会负责人：
上海中机联展览有限公司
电 话：021-61911303-8015、13918128925
联系人：高斐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电 话：010-68595123、15201649945、18601057190
联系人：单晓、王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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