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5 月 28-30 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ITS Asia 2018—展览会日程安排表

时间 工作安排 地点

5 月 28 日

9:30-10:00
开幕典礼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南登

录厅

5月 28 日

10:00-11:30
部委领导、专家巡展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1-W3

5 月 28 日

9:30-17:00
专业观众入馆参观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1-W3

5 月 28 日

9:00-16:55
2018’中国（北京）道路交通安全论坛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201

会议室

5月 28 日

10:30-16:30
第一届中国交通科技创新与技术转移高峰论坛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E206

会议室

5 月 28 日-5 月

29 日
平安交通科技创新交流研讨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E203

会议室

5月 28 日

10:00
国信隧 e 通新闻发布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3665

展位

5月 28 日

17:30-20:00
第五届“智能交通杯”系列评选活动颁奖仪式

北京临空皇冠假日酒店.临空宴

会

5月 29 日

9:30-17:00
专业观众入馆参观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1-W3

5 月 29 日

09:30-11:30
“智慧出行”专题报告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105

会议室

5月 29 日

13:00-16:30
2018 智能交通产业技术创新论坛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105

会议室

5月 30 日

9:00-17:00
专业观众入馆参观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1-W3

5 月 30 日

14:00-21:00
撤馆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1-W3

（注：以上日程如有变更，以当日实际安排为准。）



2018 中国（北京）道路交通安全论坛

主题：迈向新时代的道路交通安全发展之路

主办单位：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支持单位：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学院

承办单位：智慧互通科技有限公司（爱泊车）

时间：2018 年 5 月 28 日全天 地址：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201 会议室

主持人：马 骏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学院副院长

时 间 内 容 演讲人

9:00-9:05 宣布大会开幕，介绍参会嘉宾 主持人

9:05-9:10 致辞
李朝晨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理事长

9:10-9:40
关于新时代法治维度下的道路交通

安全治理途径的思考

尚 炜 研究员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9:40-9:50 休 息

9:50-10:10 建设世界一流的交通安全城市
徐 炜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局长

10:10-10:30 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钟连德 研究员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10:30-10:50
基于共享平台的道路交通事故防治

技术研究

牛学军 副教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学院

10:50-11:10 高速公路团雾现象的安全防范研究
胡江碧 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

11:10-11:30
关于交通管理智能化与基本控制措

施的思辨

官 阳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11:30-11:50
基于高位视频识别技术应用的城市

静态交通管理

刘武战

智慧互通科技有限公司（爱泊车）总裁

11:50-12:00 会议总结 主持人

12:00-13:30 午 餐



主持人：刘 艳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室主任

13:30-13:50
以法律责任追究警示防范重特大道

路交通事故

黄金晶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法规室副

主任

13:50-14:10
成都运用新技术加强重点车辆安全

管理的思考

钟劲军

成都公安交通警察局副局长

14:10-14:30 交通事故现场安全防护新技术
董伟光 博士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14:30-14:50 高速公路大流量管理思路与实践

胡 锐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指挥调

度中心主任

14:50-15:10
创新科技执法手段 助力交通违法大

整治

桑志刚

上海市交警总队科技处处长

15:10-15:30 交通事故隐患点段的综合施治
张志鹏

天津公安交通管理局河西支队副支队长

15:30-15:50 交通事故现场勘查与重建技术应用
黎晓龙 副教授

浙江警察学院交通管理工程系

15:50-16:10
道路运输企业交通安全风险评估与

防控

袁 军

长沙市交警支队 122 大队

16:10-16:30 交通事故重建新技术与展望
张新海 教授

广东警官学院治安系副主任

16:30-16:35 会议总结 主持人



第一届中国交通科技创新与技术转移高峰论坛

时间：5 月 28 日

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E206 会议室

主持人：刘家镇

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交通运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时 间 内 容 嘉宾

10:30-10:35 致辞 陶元兴 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会长

10:35-10:40 致辞 陈济丁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10:40-10:45 标识发布 发布交通运输委员会 LOGO

10:45-10:50

合作签约

交通运输委员会与江苏泰州市海陵区

人才发展局签署创新发展合作协议

10:50-11:20
主旨发言 科技强国战略下的创新与成

果转化体系建设
刘燕华 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

11:20-11:50

主旨发言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践和经

验

杨柏龄 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名誉会长

中科院原副院长

11.50-13.30 午 餐

主持人：陆旭东

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交通运输委员会秘书长

时 间 主题分享 嘉宾

13:30-14:00
基于知识管理的机构成果转化解决方

案
吕 韬 中国知网交通物流事业部总经理

14:00-14:30
超级水泥砼助力“一带一路”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

黄 勇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博士后、教授级高工

14:30-15:00 创新激发活力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何 淼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高级工程师

15:00-15:30
强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公路网

智能化发展

高海龙 北京公科飞达交通工程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工学博士、研究员

15:30-16:00 车路协同联网关键技术助力智慧交通
田大新 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交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6:00-16:30 超声导波无损检测设备研发实践

唐志峰 浙江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系副

主任，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工学

博士、副教授



平安交通科技创新交流研讨会

时间：5 月 28 日—29 日

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E203 会议室

5月 28 日 主持人：陈济丁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时 间 内 容 演讲人

10:00-10:10 会议主题发言
徐春副司长 交通运输部安全与质量监督

管理司

10:10-11:00 以科技手段解决行业安全发展的问题
彭付平处长 交通运输部安全与质量监督

管理司

11:00-11:20
引导科技产品应用

助力行业安全发展
张新财安全总监 辽宁省交通运输厅

11:20-11:40 科技支撑平安工地建设 肖殿良副研究员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12:00-14:00 午 餐

14:00-14:40
交通气象大数据在山东齐鲁集团冬

季养护中的应用

张西斌副总经理 山东省齐鲁交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14:40-15:20
美好出行安全第一，滴滴矢志探索

未来交通互联网 + 安全之道
王欣 滴滴出行安全事务高级副总裁

15:20-16:00 长大桥梁运营安全风险防控技术
朱绍玮 苏交科集团副总裁、安全技术方

向首席工程师

16:00-16:30
运输安全静动态管理平台实践案例

分享
北京安云智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 月 29 日 主持人：魏道新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主任

9:00-9:40
交通气象信息预警系统在青岛胶州湾

大桥的应用
徐强总经理 山东高速青岛公路有限公司

9:50-10:30 智慧公路之气象预警及智慧工地技术 谷云辉副总经理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10:40-11:20
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道路对天气的主

动感知

张国平总工程师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

务中心

11:20-12:00
交通气象大数据在交通运输行业中的

应用
娄胜利总经理 Weatbook 象谱



“智慧出行”专题报告会

主办单位：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国家智能交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荷兰阿姆斯特丹 RAI 国际展览公司

时间：2018 年 5 月 29 日上午 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105 会议室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9:30-9:35 开幕，介绍嘉宾 主持人

9:35-10:05 大数据交通管理决策助力智慧出行

李 萌 特别研究员

清华大学交通工程与地球空间信息研究所

副所长，清华大学-戴姆勒可持续交通联合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10:10-10:50
Future of Mobility; disruption in

action.

Carlo van de Weijer

Tomtom

10:55-11:25
浅谈石家庄市静态交通管理的创新

与实践

池 伟

石家庄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十处处长

11:30-12:00 位置大数据 AI 平台助力智慧出行
马三立

北京世纪高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2:00-13:00 午餐



2018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技术创新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国家智能交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荷兰阿姆斯特丹 RAI 国际展览公司

承办单位：恒兴国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

时间：2018 年 5 月 29 日下午 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105 会议室

时间 内容 演讲人

主持人：梁玉庆 研究员

清华大学可持续交通联合研究中心

13:00-13:05 致辞
关积珍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13:05-13:20 智能交通行业专利分析报告

孙红要

北京国知专利预警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郭娅茗

清华大学交通工程与地球空间信息研究所

13:20-13:35
AIpark，开启未来城市静态交通

5.0 时代

刘武战

爱泊车总裁

13:35-13:50 智能互联时代的车载交通服务
陈 耀

北京世纪高通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13:50-14:05

构建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之基于精

准感知的智能交通主线动态控制

系统

邓韶辉

山西禾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4:05-14:20 城市交通的动态精细化管理
曹慧滨

北京图盟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4:20-14:35 声学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应用
倪 斌

上海其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销售经理

14:35-14:50 车路协同无线通信国标技术EUHT

雷 俊

广东新岸线计算机系统芯片有限公司技术总

裁

14:50-15:05 交通大数据应用与运营

李光磊

南京城市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数据运营部

经理

15:05-15:20 智能网联实践之路
王易之

北京星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5:20-15:40 高速公路智慧服务区系统
孙 妍

山东赛维安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5:40-15:55
基于移动性定位技术在智慧交通

中的应用实践

王 斌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系统集成方案

销售总监

15:55-16:10
基于智能视频分析的交通管理系

统的研发及产业化

黄松涛

无锡加视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6:10-16:25 航标道路违章行为智能预警系统
梁海山

佛山航标资讯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16:25-16:30 结束 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