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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智能工业解决方案研讨会 - 传感器 4.0 

Smart Industrial Solutions - Sensor 4.0 

时间：2020 年 8 月 12 日 10:00 至 12:35   

Time：12 August 2020   10:00 - 12:35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A 区 4.2 馆 

Venue: Hall 4.2 Area A,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Pazhou Complex 

10:00 - 10:15 主题演讲 Keynote  

10:15 - 10:35 

堡盟两维激光线扫高端传感器 

Baumer's two - dimensional laser line sweeps the high-end 

sensor 

刘兹坤 产品经理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10:35 - 10:55 

工业 4.0 背景下针对未来应用场景的智能传感和智慧连接--倍

加福 Sensorik 4.0 

Smart Sensor and Smart Connectivity for future Application in 

Industry 4.0 - Pepperl+Fuchs Sensorik 4.0 

余玲文 行业技术经理                                

上海倍加福工业自动化贸易有限公司 

 

 

10:55 - 11:15 
SICK 新平台安全扫描仪系列 

SICK's safety scanners on the new platform 

刘奇 高级产品经理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11:15 - 11:35 

感知设备的脉动——易福门预测性维护系统解决方案 

Sensing devices - preventive maintenance system solutions of 

ifm 

黄胜达 产品经理                                         

易福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11:35 - 11:55 

成就高品质的系统集成——零点 C 系列远程分布式 IO 

Achievement to high-quality system integration--Odot Remote 

IO 

廖亮 通讯事业部总经理  

四川零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11:55 - 12:15 
万物互联•数据赋能 

IoT, the possiblity of Data 

王平 营销总监 

华辰智通科技                     

12:15 - 12:35 

如何通过设备运维管理服务帮助传统工业企业提高设备服务效

率和降低服务成本 

How to help traditiona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mprove the 

service efficiency of equipment and reduce service cost 

through equip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service 

张亚飞 云平台产品总监  

广州鲁邦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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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智能工业解决方案研讨会 - 机器人及机器视觉 

Smart Industrial Solutions - Machine Vision and Robotics 

时间：2020 年 8 月 13 日 10:00 至 12:15  

Time：13 August 2020   10:00 - 12:15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A 区 5.2 馆 

Venue: Hall 5.2 Area A,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Pazhou Complex 

10:00 - 10:15 主题演讲 Keynote  

10:15 - 10:35 

软体机器人技术在工业自动化生产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soft robot tech in industrial automation 

production 

鲍磊  

CTO                                                      

软体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10:35 - 10:55 
智能视觉技术助力智能制造 

Intelligent vision technology assist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肖祖光  

视觉应用工程师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图像视觉技术分公司            

10:55 - 11:15 
机器人材料去除新技术和应用 

New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robot material removal 

张志军  

中国区材料去除专家  

美国 ATI 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11:15 - 11:35 
HMI 技术革命 

HMI technology revolution 

顾悦鸣  

中国区总经理            

苏州凯本隆电子有限公司             

11:35 - 11:55 
VISOR® - 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视觉传感器 

VISOR®-vision sensor for industrial automation 

韩涛  

销售总监                                                                     

森萨帕特（上海）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11:55 - 12:15 

More than a vision-西克工业识别类产品应用介绍 

More than a vision-Introduc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SICK's 

industrial identification products 

龙成  

产品经理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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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智能工业解决方案研讨会 - 预防性/预测性维护及其它 

Smart Industrial Solutions - Preventive/Predictive Maintenance and Others 

时间：2020 年 8 月 13 日 10:00 至 12:15  

Time：13 August 2020   10:00 - 12:15 

 

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A 区 4.2 馆 

Venue: Hall 4.2 Area A,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Pazhou Complex 

10:00 - 10:15 主题演讲 Keynote  

10:15 - 10:35 
基于数据驱动的设备预测性维护 

Predictive maintenance of equipment based on data drive 

王军  

总经理                                                   

北京天工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10:35 - 10:55 
工业 4.0 - 驱动系统预测性维护 

Industry 4.0-drive system predictive maintenance 

张立平  

产品经理  

诺德（中国）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10:55 - 11:15 

康耐视深度学习技术助力智能制造 

Cognex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assist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袁威  

大中华区 深度学习销售总监  

康耐视                           

11:15 - 11:35 
工业物联网以及高效磁阻电机驱动整体解决方案 

IoT & high efficiency reluctance motor + drive total solution 

张侃  

邦飞利中国机电一体化及运动控制事业部负责人  

邦飞利传动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11:35 - 11:55 

智能化状态监测系统助力预测性维护 

Intelligent condition monitoring system assists preventive 

maintenance 

丁式超  

总经理  

上海海息通自动化有限公司       

11:55 – 12:15 
AMMEGA 集团以及产品介绍 

MMEGA group and product introduction 

伍兴强  

总经理 

广州一晋 AMME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