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TE 2017 第 五届深圳电

CITE 2017 第五届深圳电子信息国际论坛 

时间：4 月 9 日上午 9:00 至 12: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宁波诺丁汉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国际会议 



 

 

宗旨 

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将于 2017 年 4 月 9 日至 1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

办。本届展会主题为“CITE 开启智能时代”，将重点打造智慧家庭、智能硬件、

虚拟现实、传感器与物联网、大数据、互联网+、智能制造等行业热点专区及多

个国际论坛。 

 

三所联合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拟在

《第五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同期举办国际论坛：《3D 打印与物联网应用国

际专题研讨会》，国际大会旨在搭建传播最新应用知识的桥梁，结合产学研的

专家共同研究、探讨在大数据时代下先进技术如 3D 打印、物联网等促成技术

的发展趋势，及该技术在产业应用过程中的难题。同时，更希望促进三所英国

大学与深圳物联网协会以及协会会员间的活动交流与合作。本次研讨会将有一

系列专题讲座，以及圆桌会议讨论。 

 

概述 

3D 打印（3DP)即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它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

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然

而，法律法规上总是落后于创新的。创意设计师们通过网络将他们的作品上传

到开源平台，而感兴趣的爱好者可以透过云端在开源社区免费下载 3D 打印文

件。因此，3D 打印产业的拓展到各行各业的过程中，与知识产权而产生一个模

糊的界限。 

宁波诺丁汉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国际会议 



 

 

物联网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进步发展的代名词。90 年代初，当互

联网的应用拓展到移动通信上，兹证明互联网足以改善提升消费产品和服务。

上世纪 80 年代开发的大多数旧系统，如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SCADA），是

以供应商为发展的基础，所以她们拥有该系统使用的专利。物联网的概念涉及

的连通性的网络设备，传感器、外围设备等，每个设备都可以进行通信。今天

在中国物联网市场预计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在 2014-2019 年期间为

32.15%。它吸引了产学研的专家进一步推进到物联网在各行各业的应用。 

 

 

指导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圳市人民政府 

主办方 

宁波诺丁汉大学 

英国考文垂大学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协办方 

北美专业人士协会（NAAAP） 

多伦多网上电视 

承办方 

宁波诺丁汉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国际会议 



 

宁波凯服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主要演讲人:  

Hing Kai CHAN 教授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宁波诺丁汉大学 

演讲主题：数据时代下先进科技的突破 

 

陈庆佳教授于 2014 年 9 月加入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目前是运营学教授。此

前，他在英国著名的东安格利亚大学执教，是该校诺维奇商学院的高级讲师。加入

了学术界前，他在电子制造业工作了超过 10 年。 

 

陈教授已经发表了超过 100 篇学术文章，并为一些重要国际期刊兼任编辑。他已发

表大量文章在生产与运营管理，欧洲运营研究期刊，IEEE Transactions，决策支持系

统期刊，生产经济学国际期刊，生产研究国际期刊等。从 2014 年开始他担任《工业

管理和数据系统》杂志的联合主编（SCI-indexed），也成为 IEEE 工业信息学期刊

的副编辑（SCI-indexed）。2009 年至 2015 年间他也是 IEEE 工业电子期刊的副编辑

（SCI-indexed）。他同时还兼任一些重要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如《运输研究 Part E：

物流和交通评论》（SCI-indexed），《网络信息评论》（SCI-indexed)。 

 

他是英国工程技术学会会士（FIET）和英国高等教育学会会士(FHEA)。另外，他是

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的资深会员，同时作为认证工程师(CEng) 和认证市务学

员, 也是英国特许市务学会(CIM) 和英国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CILT)的会员。 

 

曾合作大学与企业： 



 

 

Ming Kim Lim 教授 

The University of Coventry 英国考文垂大学 

演讲主题：物联网的潜在发展趋势 

 

林教授于 2016 六月加入英国考文垂大学，担任供应链及运营管理学教授。他带领了

一批供应链管理学的研究人员，推展该学术研究与行业的合作。在此之前，他是德

比大学供应链创新中心的主任，为该地区建立一个卓越的供应链和物流中心。林教

授致力于与企业合作，合作伙伴包括丰田、劳斯莱斯、庞巴迪、联合利华、Alliance 

Boots，DHL，HNS，Tesco Express 和卡特彼勒等等。同时，林教授也成功获取来

自 InnovateUK，欧盟 FP7 和其他英国公司的研究资金。 

 

企业合作项目：



 

 

James Griffin 教授 

The University of Exeter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演讲课题：数字技术下的知识产权发的影响 

 

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中心（AHRC) <中国三维打印技术的知识产权之授权机制>

研讨项目负责人。目前，Griffin 教授任教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法学院教授，其研

究领域为数字技术下知识产权的影响等相关课题。 

 

James Griffin 博士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知识产权法对于数码技术的影响。他发表

了作者在数码时代中的角色文章，如原作者的身份在技术中的演变:版权法对于

音乐的互联网存储和版权的影响研究。他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SSRN)专题的多篇

章都在发表中的前十位。他曾为广州知识产权局提供建议，并在英国担任过数字

系统防护的顾问。他还写了一篇英国内政部报告。他目前是英国法律教育技术协

会(BILETA)的财务主管，是 SLS 事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欧洲法律与技术杂志

(EJLT)的图书编辑。他的研究在国际媒体/出版中起重要作用。Griffin 博也是连接

中国政法学与法学院的主管，并帮助发展法学院学生与北京和上海法律事务所的

关系。 



 

 

宁波凯服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与大学过去合作项目 

宁波鄞州-2016 年 8 月 12 日 

《中国三维打印技术的知识产权之授权机制》小型研讨会 

上海-2016 年 12 月 21 日 

《中国三维打印技术的知识产权之授权机制》国际大型研讨会 

 

主办方： 

宁波诺丁汉大学 

 



 

支持单位：世界 3D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上海市增材

制造协会，北美亚裔专业人士协会 

 

演讲嘉宾： 
James Griffin，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 

Hing Kai Chan，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 

罗军，中国 3D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罗秘书 

王联凤,上海市增材制造协会会长 

胡庆夕教授 

上海大学工程技术训练中心（国家级）主任 

黄亦武，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处副

处长 

宋晓亭, 同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局副院长 

Koen Van de Perre，亚太区 SAM 事业部经理 

何敏，华东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薛茗元，上海昕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研究主任 

杨伟东教授，无限三维（青岛）打印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副总经理 

HuiLengChoo，宁波诺丁汉大学机械工程系副教授 

曾献杰，上海康速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 

岳葆林， 

飞而康快速制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项目工程师 

杨启云，上海市工程材料所代表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a00000KmfHEhShb9sTVNoocfGhT4Qj-TrPGBT24ch7EnsA3eUD_uKkdjTC4FTLUEd1s6y3SK6v5CvaeYj1bosJGJJeCwzr6ZEhl_1kL6PZ0InElNt84rA-FKkO850rwu0MNskx3.7Y_jCz8hCNrfGyAp7BEWu8v2.U1Yk0ZDqYoLKkWPbV5QHCfKY5I2qsTm1uQHzYlD0pyYqnWcd0ATqmh3sn0KdpHd1mydxmh7EXh99UhT0TA-b5Hnz0APGujYzP1m0Ugfqn1DYr7tknjDLg1DsnHb0pvbqn0KzIjY3nWD0uy-b5HD4PWnvg1DYnWPxnW03PHuxnW0Ln1FxnW03n1IxnW03rjf0mhbqnW0Yg1DdPfKVm1YknjFxnHm1rHc4njfsg100TgKGujYs0Z7Wpyfqn0KzuLw9u1Ys0AqvUjYzPWm4Qywlg1cvPW-mQywlg16vnaYYg1b4riY30A7B5HKxn0K-ThTqn0KsTjYs0A4vTjYsQW0snj0snj0s0AdYTjYs0AwbUL0qnfKzpWYs0Aw-IWdsmsKhIjYs0ZKC5H00ULnqn0KBI1YknfK8IjYs0ZPl5fKYIgnqnHmLPWbzPjf4n1msPjb4nHnvnHn0ThNkIjYkPjT1njn4rH03nWbL0ZPGujd-rANhPH99nW0snj79nj0d0AP1UHYknYD4rHKjrj7DwWRsnDnd0A7W5HD0TA3qn0KkUgfqn0KkUgnqn0KlIjYkPWTLP1ckP6KVmdqhThqV5HKxn7ts0AwYpyfqn0K9TLKWm1Ys0ZNspy4Wm1Ys0Z7VuWYs0AuWIgfqn0KWThnqnHRvn1m&us=0.0.0.0.0.0.0&us=0.0.0.0.0.0.17&ck=6218.7.1473039983179.0.0.418.144.0&shh=www.baidu.com&sht=baidu


 

等等 

出席企业与院校： 
 

中国中车 

Johnson & Johnson 强生集团 

General Electric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SLM Solutions 

Materialise 

大邱中国代表主任 

British Council 英国教育合作发展局 

汤臣倍健企业 

美国汤姆森企业 

中国人民大学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清华大学代表 

英国杜伦大学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等等 



 

支持媒体： 
多伦多网上电视 

香港卫视 

新浪微博 

腾讯欣慰 

今日头条 

葡新传媒 



 

 

媒体报道链接： 
http://www.huarenpt.net/article-23992-1.html 

http://www.eztvnet.com/wap/?7885.html=&wxref=mp.weixin.qq.com 

http://hlj.sina.com.cn/fashion/sy/2016-12-22/detail_fashion-

ifxyxusa4819890.shtml?from=wap 

http://www.hkstv.tv/index/detail/id/47592.html 

 

 1华人头条 

http://www.52hrtt.com//webservicepage_getInformationPage.do?isApp=1&id=D14824021

65013&areaId=12&infoCentreId=D1482402165013&flag=1&from=singlemessage&isapp

installed=0 

2葡新传媒 

http://www.huarenpt.net/article-24022-1.html 

3财视澳洲 

http://xn--bzw76ce03bj8c.com/html/xwzx/ymzx/7843.html 

3香港新闻传媒网 

http://www.hongkong-news.com/Html/?4222.html 

4日本华商网 

http://www.cecjiaren.cn/news/zhzx/1049.html 

5俄中新闻资讯网 

http://www.0101132.com/news/zhzx/3557.html 

6中非日报 

http://www.ljmqc.com/news/?1077.html 

7东盟华商在线 

http://www.bizasean1.com/index.php?c=content&a=show&id=3595 

8西非华人在线 

http://www.xifeizaixian.com/content/?3007.html 

9韩国新华网 

http://www.koreaxh.com/html/2016/tbbd_1223/10992.html 

10意大利侨网 

http://qwitaly.com/portal.php?mod=view&aid=4393 

11埃中新闻网 

http://www.e-cnews.com/news/?2493.html 

12华府网 

http://www.chineseindc.com/article-72240-1.html 

13欧洲新闻网 

http://www.huarenpt.net/article-23992-1.html
http://www.eztvnet.com/wap/?7885.html=&wxref=mp.weixin.qq.com
http://hlj.sina.com.cn/fashion/sy/2016-12-22/detail_fashion-ifxyxusa4819890.shtml?from=wap
http://hlj.sina.com.cn/fashion/sy/2016-12-22/detail_fashion-ifxyxusa4819890.shtml?from=wap


 

http://www.eztv.cc/Item/Show.asp?m=1&d=5880 

14捷迅网 

http://www.jiexunwang.cn/a/jingcha/qiyezhijia/20161223/16499.html 

15金边传媒网 

http://www.jinbianwanbao.cn/product/17454.html 

16澳门商报网 

http://www.macaocp.com/a/xw/gn/2016/1224/60507.html 

17世界华人网 

http://www.sjhrzk.com/a/xinwen/shehui/2016/1224/27234.html 

18迪拜新闻网 

http://www.dubainews.cn/kjqy/3966.html 

19欧洲新侨网 

http://www.new-broad.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6&id=998 

20泰亚新闻网 

http://www.thaiasianews.cn/ppzc/2943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