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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高峰论坛

扫一扫
加入荣格交流群

扫一扫
了解更多行业信息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智能+”平台

拟邀合作组织：
上海市智能制造产业协会
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
上海市人工智能技术协会
上海市大数据社会应用研究会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
杭州云计算与大数据协会
汽车工程学会
家用电器行业协会

6月18-19日 | 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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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制造2025》及拓展“智能+”的大背景下，中国大小工厂进入智能升级的热潮，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智能物流仓储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智能制造注入了新动力，推动着中国制造业逐步向智能制造
方向转变。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经济城市，重点发展智能制造以此作为打响“上海制造”品牌的重要抓手。
在上海发布的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中，计划到2021年，全市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将突破1300亿元，其中
机器人及系统集成产业规模突破600亿元。

在此背景下，荣格工业传媒将于2020年6月18-19日在上海举办“2020全球智能工厂高峰论坛”。会议将围绕
制造业工厂的设备能效、研发可视化、智能生产、品控监测等环节，就自动化、降本节流、离散工厂管理、可预测
维护、5G技术应用等方面需求，分享相关解决方案，技术动态，和实践案例。

会议背景

会议框架

会议亮点

专家齐聚 交流形式多样化
聚集600+ 精准行业专家以及嘉宾，

共享行业创新技术

现场案例分析

探索创造符合消费者需求的盈利
产品的策略及应用案例分析

展览及新技术发布区 供需匹配交流

专家演讲、头脑风暴、茶歇自由讨论与
商务晚宴交流相结合，会议形式丰富多样化

展示最新产品与技术，
助您快速轻松了解技术创新

及科学发展的最新信息

针对企业采购需求状况，
将深入推进供需匹配会的服务，

让您的参会价值最大化

2020 智能工厂高峰论坛
6月18日 上午 主论坛

6月19日 上午 主论坛

6月19日 下午 工厂参观（暂定）

6月18日下午
专题论坛一：5G+工业互联网

专题论坛三：智能物流仓储

专题论坛二：自动化生产优化
及升级技术论坛



热点议题

参会嘉宾

-  汽车行业、轨道交通行业、电子电器行业、医药制造、食品饮料、工程机械等工业自动化应用领域代表

-  智能工厂系统集成商、工业智能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  智能装备及零部件生产商、工业机器人研究及制造/配套单位

-  数据硬盘开发/云计算软件企业、工业以太网/总线技术/无线传输技术生产企业

-  传感器、红外设备、射频生产商

-  相关研究院及高校负责人

    智能制造工业4.0的发展要求与未来趋势
    疫情过后，对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思考
    欧洲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如何战略对接？
    智慧工厂顶层设计与智能制造能力测评
    数字化转型下的智能工厂建设实践及标准化要点
    工业预测性维护与工业信息安全问题探讨
    利用AI+IoT技术打造高效智能工厂
    区块链技术增强智能工厂的自动化
-  智能工厂的应用场景
-  数字孪生的模型、技术难点及其应用探索

主论坛

    5G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创新
    5G技术助力工厂维护模式全面升级
    工业云及大数据处理分析在智能工厂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在智能工厂构造中的重要作用
    智能工厂中大数据信息保护的有效技术方案
-  6G布局及相关研究
-  基于云计算的MES系统助力打造智能工厂
-  工业场景下的云原生应用
-  MEMS传感器（微机电系统）在IoT上的技术发展方向

专题论坛一：5G+工业互联网

    数字化时代智能仓储的现状与未来
    通过仓储机械化与信息化，升级打造智能工厂
    人工智能如何激活智能物流新机遇
    AGV在智慧物流中的应用问题
    赋能机器人在智能仓储场景里的应用
    智慧工厂内物料搬运与厂内物流解决难题
    智能仓储如何实现运营和管理的效益最大化
-  智能仓库管理系统的升级及应用难点分析
-  现代智能云仓布局下的仓储物流联动协同机制
-  机器视觉识别系统在仓储物流系统中的应用

专题论坛三：智能物流仓储

    物联网时代与工业自动化技术研究
    面向制造业，终端企业柔性自动化案例分享
    工业机器人精益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控制技术
    与模块化设计/多台工业机器人协同技术研究
    机器视觉在线检测技术助力工业智能化
    自动化设备应用及解决方案
-  流程优化与MES助力智能精益制造
-  工业边缘设备的自动化升级
-  伺服传动系统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专题论坛二：
自动化生产优化及升级技术论坛

为首选话题 -  为备选话题注：



往届演讲嘉宾

温歌乐
中国德国商会，总经理
演讲话题：致辞

姚建铨
中国科学院，院士
演讲话题：看智能制造，中国2025战略的发展

别超
柯马，亚太区市场总监
演讲话题：柯马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李天恩
华为，制造业首席专家
演讲话题：华为智能制造的思考和数字化实践

高彦辰
中科院青岛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演讲话题：智能工厂与平行技术应用

方志刚
西门子工业软件，大中华区副总裁兼CTO 
演讲话题：智能工厂的完美模型演进

张为民

余明明

金尚柏

张定平

同济大学现代制造技术研究所，所长
演讲话题：现代化工厂如何从自动化
走向智能化

Antonio FARESE 
意大利商会，董事
演讲话题：致辞

陈晓军，松江区副区长
演讲话题：秉持新发展理念，高质量推进G60科
创走廊建设

张德莉
明光市，政协副主席
演讲话题：数字化分会致辞

史法勇

陶传亮

全椒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演讲话题：自动化分会场致辞

上飞项目带头人，中国联通
演讲话题：5尽想象，G致未来，为工业
高质量发展插上智慧的翅膀

戴中
上海市松江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
演讲话题：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宣传

刘哲 
中兴通讯，总工程师
演讲话题：5G对电子制造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派特莱电子（上海）有限公司，IoT推进课 课长
演讲话题：无线数据采集及设备运转
可视化解决方案

赛迪（上海）先进制造业研究院，副院长
演讲话题：智能制造新趋势

袁勇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青岛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
平行智能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
演讲话题：区块链技术：现状、趋势与产业应用

崔宏禹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创新技术总经理
演讲话题：5G时代的工业互联之道

海尔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演讲话题：海尔 COSMOPlat大规模定制平台 
5G+应用场景探索

曹玉哲
宁波腾讯云产业基地，行业中心总经理
演讲话题：5G+工业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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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新桥镇经发办
九亭镇投促中心
叶榭镇经发办
小昆山镇经发办
洞泾镇经发办
泖港镇经发办
石湖荡镇经发办
车墩镇经发办
泗泾镇经发办
佘山镇招商办
中山街道经发办
永丰街道经发办
九里亭街道经发办
广富林街道经发办
安徽省商务局
滁州市商务局
全椒县商务局
全椒县规划局
全椒县交通局
明光市招商局
明光市政协
《先进制造业》
Abacare Group Limited
Asecorp China
Asianet Consultants
CICC
Cofimco Fan (Changshu) Co., Ltd.
Deloitte
Epta
ES Automation Consulting Ltd
Gerhard Schubert Gmbh
Hilscher Systemautomation 
Jasgo Translation
Kübler Group 库伯勒
Kuntin group
LMI China
Natuzzi
Natuzzi China
Novexx Solutions
SAMVARDHANA MOTHERSON GROUP
Seta Capital
Signify （Former Philips Lighting)
SINO CSL
Sofima Automotive Filter
SPAL Automotive
TR - 德国帝尔
Würth
XPT蔚然驱动科技有限公司
阿美德格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阿特拉斯·科普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安徽大洋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仓敷菱东金属制品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常州中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创驱（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达功（上海）电脑有限公司
大福（中国）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大陆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装备责任有限公司
恩欣格工程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尔萨工业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法拉利汽车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飞天教育集团
锋宏集团
福成
福伊特驱动技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盖茨优霓塔传动系统（苏州）有限公司
观致汽车
广东银洋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国基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海尔集团
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苏州）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航天智造（上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昌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赫斯可汽车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弘智金属
宏方实业
宏会邦智能
宏旭磨具
华泰汽车控股集团
华为
华域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霍夫曼工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积康螺杆
积康螺杆制造（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江苏恒义汽配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芍园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新泉模具有限公司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伊维玛航空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振翔车辆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
金地威新
聚威工程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柯马
科比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往届参会名录

科大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科世达
科世达（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库卡机器人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库卡机器人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昆山佰思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昆山宏泽电子有限公司
昆山浪田模具有限公司
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联东U谷
临港松江
路博润特种化工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洛森通风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绿驰汽车
玛氏食品（嘉兴）有限公司
曼可顿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美尔森电气保护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美国车桥制造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美良嘉（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美司勒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明治制果食品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南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星马克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万德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华翔特雷姆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新泉志和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宁波鑫达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派特莱
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
日沛电脑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三一重能
上海安费诺永亿通讯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安亭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奥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宝鹿车业有限公司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
上海博信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昌强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乘逸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航设备
上海恩坦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恩梯恩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方大勍瓴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妃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高士线业有限公司 

上海国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海拉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和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弘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宏旭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华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华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惠亚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
上海捷施易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晋拓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精星物流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隽妙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凯虹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科世达-华阳汽车电汽有限公司
上海克拉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林奇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授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龙阳精密复合铜管有限公司
上海齐耀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强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雀巢有限公司
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上海神蛟信息科技
上海神舟汽车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圣克赛斯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速腾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天臣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万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微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文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雯婕诺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欣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新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旭洋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易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盈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盈兹无纺布有限公司
上海源本磁电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远安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月泰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振华重工
上海质拓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中科深江电动车辆有限公司
上海子元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佐济智能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上汽大通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往届参会名录

联系我们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沈机（上海）智能系统研发设计有限公司

圣戈班

胜斐迩仓储系统（昆山）有限公司

施迈赛中国

世源科技（嘉兴）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四川坤成润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商务区管委会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商务区经济服务中心

苏州凯本隆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远野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蘇州豐航精密金屬有限公司

速手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台积电（中国）有限公司

台州市泰戈特模具有限公司

泰科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唐思精密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梯爱司表面处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天安金谷

天臣包装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现代制造技术研究所

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威猛巴顿菲尔

维他奶（上海）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闻泰科技

无锡丹尼克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润法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兴惠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芜湖新泉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五腾实业

五腾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武汉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富立叶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西门子工业软件

熙可食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禧玛诺（昆山）自行车零件有限公司

徐州中欧科技有限公司

旭升智能

亚洲智能集成及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展

延锋安道拓座椅有限公司

英格索兰工业技术 亚太区

英纳法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友喜建设

浙江诺金电器有限公司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正泰启迪

中电光谷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3D打印数字维创中心

中科院青岛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内配(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海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睿博广电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经理：付琳 女士
邮箱：lynnfu@ringiertrade.com

电话：+86-21-62895533*223

会议经理：肖梦宇 女士
邮箱：anitaxiao@ringiertrade.com

电话：+86-21-62895533*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