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E代赋能智慧交通专题论坛最新日程 | 第十六届电子年会再出
发

发布时间：2023-02-24

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电子信息年会（CEIC），将于2023年3月31日-4月2日在广东

省珠海市珠海国际会展中心重磅重启。新E代赋能智慧交通专题论坛将于3月31日举办，论坛邀请张宏科

院士、李克强院士担任主席，艾渤教授担任召集人，邀请张军院士、尹浩院士、张平院士、崔铁军院

士、陈山枝副总经理、冯志勇教授、陶然教授、毛国强教授、蔡开泉教授、欧新建高级技术专家、金成

日副总师等领军专家和企业家，聚焦新E代信息技术赋能智慧交通主题展开分享与交流，诚挚邀请相关领

域专家学者共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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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席 

 

张宏科（论坛主席）

中国工程院院士，移动专用网络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主任

 

个人简介：

中国工程院院士，IEEE Fellow，移动专用网络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新

型专用网络理论与工程技术研究，是标识网络体系与技术的开拓者之一。曾获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2项，IEEE标准协会突出贡献奖3项，省部级一等奖4项，发表学术期刊论文3

0余篇，是首批教育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带头人。

李克强（论坛主席）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个人简介：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国家工信部智能网联汽车推进专家组组

长、国家重大产业化项目技术总负责人，曾任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主任。长期致力于汽

车智能驾驶系统动态设计与控制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是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方案”

技术体系的提出者与推动者。攻克了“控制协同、结构共用、车云融合”三大核心关键

技术，先后主持研制“智能安全驾驶”、“智能集成驾驶”、“智能网联驾驶”三代系

统装置，并实现产业化应用。为我国智能汽车系统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做出重要贡

献。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进步

特等奖1项、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等。获国内外发明专利70余项，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2

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培养博士后和博士生60余人。

论坛召集人

艾渤（论坛召集人、主持人）

北京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个人简介：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国家公派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创新群体带头人，国家杰青、优青、牛顿高级学者基金，获北京市优秀教师荣誉称号，I

EEE Fellow, IEEE VTS杰出讲师。至今发表IEEE期刊论文160余篇，谷歌学术引用1.4万

余次，入选2020、2021、2022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获36项授权发明专利；被IT

U, 3GPP等采纳提案32项。研究成果应用于上百条、3万多公里的铁路线路。



与会嘉宾

张军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

记，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

 

个人简介：

张军，博士，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曾任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北京理工大学校长，现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兼任中国

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航空通信导航、智能无人系统、天空地一体化网络等领域的研究与人才培

养。在民航航路网运控、星基航路运行、民航飞行校验等方面做了基础性和开拓性工

作。主持研制了我国民航首个新一代空中交通服务平台、首套星基航路运行监视装备和

首套民航机载飞行校验平台，研究成果获得广泛应用。在国际上率先提出“空事卫星”

（AeroSAT）概念并推动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牵头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

入国际民航组织标准体系。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1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为推动我国航空交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

 

 

 

 

 

尹浩

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个人简介：

通信网络领域专家，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

导师。长期从事通信网络理论方法研究、体系结构设计和技术应用等方面研究，主持完

成多项国家重点科研与工程建设项目，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目前主要研究

方向为卫星通信和物联网技术。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与物联网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物联网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

员，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物联网学报主编等。

报告题目：6G赋能智慧交通典型场景与关键能力



张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个人简介：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鹏城实验室宽带通信部主任，中关村泛联移动通信技术创新应用研究院院长，

中国电信研究院名誉院长，《通信学报》主编，IEEE Fellow等。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

论研究和技术创新，担任IMT- 2020（5G）专家组成员、IMT-2030（6G）推进组咨询

委员会委员，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等多项奖励，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

主流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目前研究兴趣聚焦在语义通信和语用达意网络。

报告题目：5G及Beyond技术赋能智慧交通 

崔铁军

中国科学院院士，毫米波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

 

个人简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IEEE Fellow，长期从事电

磁超材料和计算电磁学研究，创建了信息超材料新方向。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被引

用47000余次、H因子110。研究成果入选2010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2016年中国光学

重要成果、2021年全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获2011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2014年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报告题目：电磁计算及智能超表面在智慧交通中的应用

报告内容：本报告介绍电磁计算及智能超表面在智慧交通中的应用，包括复杂电磁

环境、广域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电磁地图的可靠计算与表征；基于信息超材料的低成本

相控阵、无线信道调控、以及新体制无线通信系统等。



张宏科

中国工程院院士，移动专用网络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报告题目：智融网络研究及交通领域应用

报告内容：新型信息网络是大国博弈的核心与关键，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军事

成败等的决定因素。随着通信网络的发展，多形态网络相互连接，已形成异构并存、融

合发展的自然趋势。然而现有技术实现深度融合受限、跨网资源调度困难，造成网络利

用率和传输效率低，急需以网络融合化和智慧化为目标，开展网络创新研究。本报告将

介绍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团队应对上述国家战略和技术挑战所开展的研究和探索，重点介

绍以智融网络为代表的新网络技术成果，及其在智慧交通场景的应用和探索。

陈山枝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专家委主任

无线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移动通信及车联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个人简介：

工学博士，教授级高工/博导，IEEE Fellow,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现任中

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信科）副总经理、专家委主任，无线移动通信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移动通信及车联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与

标准研究及产业化工作。为实现我国主导的4G和5G核心技术突破、国际标准制定和产

业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主持5G演进/6G、卫星移动通信和C-V2X车联网技术与标准

研究及产业化工作。

报告题目：C-V2X车联网赋能智能驾驶和智能交通

报告内容：报告首先介绍车联网概念、需求与挑战，进而阐述C-V2X（蜂窝车联

网）关键技术、标准演进，以及相比于DRSC（IEEE 802.11p）的比较优势。报告分析

了单车智能存在的问题，指出C-V2X实现从单车智能到网联智能，赋能智能交通和智能

驾驶。展望C-V2X赋能智能交通和智能驾驶，对汽车产业和交通行业带来的变革，以及

车联网理论与技术的研究新方向。最后提出我国将走出领先发达连国家的智能网联汽车

和智能交通发展模式，即基于车联网的“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协同的云”的车路云协

同模式。



冯志勇

北京邮电大学泛网无线通信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主任

 

个人简介：

教授，博导，北京邮电大学泛网无线通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杰出科学青

年基金获得者，国际下一代移动通信网络论坛（NGMN）技术顾问（Advisor），“北

斗卫星系统”频率组专家，IEEE高级会员；IET Communication, KSII Transactions

on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System等国际期刊编委。从事无线通信及网络方面的

研究，在认知无线网络、宽带无线通信、无线电频谱监测与管理、无线网络大数据方面

开展了系统研究。主持了多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作为

中方负责人参与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包括欧盟FP6和欧盟FP7大型国际重点合作项目。

在IEEE JSAC等国际期刊和会议发表SCI/EI检索论文120余篇，授权国内外发明专利40

余项，出版中英文专著4部，被接纳ITU、IEEE等国际标准化提案40余篇，形成ITU、IE

EE等4项国际标准。曾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教育部科技发明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

步二等奖，中国通信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陶然

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教授

 

个人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教授，IET Fellow，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国家自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带头人、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分数域信号与系

统”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士，电子学报及外文版编委，北京

理工大学学报（英文版）主编，IEEE Signal Processing Letters及Defence Technol

ogy编委。长期从事信号与信息处理及其应用研究，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创新群体、杰出

青年、仪器等重点项目，发表SCI论文200余篇，其中热点论文3篇、ESI高被引论文9

篇，授权发明专利93项，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中国电子

学会技术发明一等奖1项。注重教学和人才培养，是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核心成

员，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高校青年教师奖、

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



毛国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领军教授

 

个人简介：

毛国强教授研究领域为无线通信、车联网、物联网、智能交通系统、交通大数据分

析。2002-2014年于悉尼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系担任终身教授，2014-2020年担任悉尼

科技大学无线网络终身教授，实时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同时兼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科学

与工业研究院资深首席研究员，2020年起担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领军教授，综合业务网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智慧交通研究院院长。毛教授在车联网、物联网、智慧交通这

三大方向长期从事深入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工作，取得了多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创新

成果，出版英文学术专著三部，发表顶尖国际期刊论文与会议论文200余，被引用超过1

0000次，2017 年作为悉尼科技大学智能交通系统学科带头人参与申请并获得 iMove C

RC，2019年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高速公路智能车路协同系

统集成应用”。毛国强教授曾担任IEEE智能交通学会通信网络技术委员会联合主席，IEE

E通信学会评奖委员会委员，及智能交通、无线通信领域三个IEEE核心期刊的编辑，主

持/参与科研项目经费超过13亿元，毛国强教授因其杰出学术成就和突出科研贡献被评

为IEEE Fellow、IET Fellow。

蔡开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

 

个人简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导，航空信息工程系主任，国家空管

新航行系统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民航科教创新攻关联盟副秘书长，中国青年科技

奖、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期从事航空信息工程与智慧空管技术方向的科研

与教学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20余项，发表SCI、EI

论文80余篇，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

欧新建

中船重工集团公司 高级技术专家

 

个人简介：

欧新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二研究所高级技术专家，研究员，中国电子

学会会员，长期从事舰船综合通信系统研究和特种行业移动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研



究，具备丰富的专业技术造诣和工程经验，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2

项，SCI/EI检索论文十余篇，授权国防专利数二十余项。

金成日

航天科工集团磁电总体部副总师

 

个人简介：

金成日，高级工程师，现任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磁悬浮与电磁推进技术总体部

运行控制与智能运维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科技委委员。从事超高速低真空管道磁浮

交通系统运行控制系统和无线通信系统设计，主要研究领域：高速磁浮运行控制系统、

智能网络与通信，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发明专利10余项，获国家发明专利优秀奖1

次。

根据会议工作安排，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2022年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电子

信息年会，现定于2023年3月31日-4月2日在广东省珠海市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本届年会以“电子新时代，强国新征程”为主题，将组织1场主论坛、30余场专

题论坛，汇聚国内外50余位院士、300余位国内顶尖学者以及知名企业专家，年会同

期还将举行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大会组委会诚挚地邀请您出席这一盛会，与在场嘉宾碰撞思想，共享成果，共同

探讨学科前沿研究，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请您尽早与组委会联系确认参会意向。

参会注册



扫描上方二维码注册。或电脑端访问进入电子年会官网注册参会：http://ceic.ci

e.org.cn/。

联 系 人 ：和军芳 赵琦  李芳 

联系电话：4008061889 010-68600747  68600756  

电子邮箱：academic@cie.org.cn

学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普惠南里13号楼

欢迎关注
扫描二维码关注 

中国电子学会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加入 

中国电子学会会员

友情链接：

010-68600614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普惠南里13号楼

CopyRight @ 2017-2022 中国电子学会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41980号-13 京公网安备110108003006号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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