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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杭州·云栖大会为期3天，带来72小时融合与开放的数字科技大会、40000平方

米智能科技大展、1000多项最热科技新品发布。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给产业人士与科

技爱好者创造全新沉浸式体验，拓展科技创造未来的边界。参展机构和合作伙伴300多

家，将在现场搭建交流共享的平台，创造合作共赢的机会。

一场数字科技与产业的思想盛宴。本次大会汇聚上千位重磅嘉宾，包括20多名院

士，上千位知名学者，千余位行业领军者，清华、北大、中科院、复旦、浙大、上海

交大等顶级高校与科研机构，小米、字节跳动、小鹏汽车、微软等国内外头部科技企

业，以及文化-艺术-科技融合的跨界机构也将齐聚现场。两场主论坛和60多场峰会论

坛，以及上百场高端沙龙和业务洽谈会，大会呈现数字产业和数字技术的1000多个话

题分享，包括云计算、芯片、下一代网络、云边端一体化、人工智能，以及产业数字

化、中小企业发展等内容。展望产业前沿和科技趋势，大会还新增了15个议题，包括

智算、供应链、IPv6、出海等。

全景式、沉浸感的智能科技大展。三大主题展馆“计算之力”、“进化之势”、

“未来之境”，涵盖云计算、达摩院、前沿科技、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

AR/VR、消费电子、机器人、智能出行等众多展区，多维度呈现中国科技趋势的最前

沿与数字产业创新的最佳实践。并且在开发者基地，众多技术大咖和创作者共聚，学

习交流、动手实践和同场竞技。

众多赛事和奖项在云栖发布。在主论坛，将为“第五届阿里巴巴达摩院青橙奖”得

主颁奖，过去五年内，共有来自20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54位青年学者获奖，最年轻的

获奖者年仅27岁，女性获奖者11位。今年全新推出的“2022云栖科技创新奖”，将面

向参展商评选出“年度影响力”和“年度创新力”大奖，旨在表彰参与时代前沿的先锋

力量，呈现杰出的科技创新成果。云原生编程挑战赛、无影挑战赛、天池智慧小车AI

竞速赛、RISC-V应用体验赛等赛事，欢迎所有开发者来云栖大会参与竞技。

线下发布与线上直播的全新互动形式。天猫联动新一代智能3C、智能可穿戴设

备、智能家居、智能绿色科技等30多家科技厂商和行业领导品牌参展，主播、达人集

体直播，助阵天猫“双11”科技盛典的新品发布。

大会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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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云栖大会议程

一、开幕式&主论坛
时   间：11月3日 上午09:00-11:40 地   点：云栖小镇A馆-云栖厅

时   间 演讲人话  题形   式

09:00-09:10

09:10-09:25

09:25-09:45

09:45-10:00

10:00-10:15

10:15-10:30

10:30-10:45

10:45-11:00

11:00-11:15

11:15-11:30

11:30-11:40

以科技、创未来

算力的基础设施化

透明海洋与海洋数字孪生

阿里巴巴的技术责任和担当

篇章1: 计算技术的进化，跨学科协同发展

篇章2：计算技术促进产业和科研范式的进化

篇章3：科技自信和担当

张建锋

孙凝晖

骆清铭

龚新高

倪   军

吴立新

于   洲

张   勇

追光动画创始人、总裁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CEO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校长

杭州市政府领导

浙江省政府领导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
学部委员、海南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崂山实验室主任
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

院士嘉宾等

*11月3日上午云栖主论坛：参会嘉宾凭VIP证进入会场，其他嘉宾可在B馆、D3馆任一会场、及广场大屏处观看主论坛直播

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工程制造体系
总裁、上海交大溥渊未来技术学院院长

科技与艺术
数字时代的中国动画电影创作

智能制造时代下
锂电池制造的机遇与挑战

为大脑绘制地图
连接脑科学和类脑智能

计算物质科学促进新材料的
研发和突破

致辞

主旨演讲

演讲+发布

主旨演讲

主旨演讲

主旨演讲

主旨演讲

主旨演讲

主旨演讲

颁奖

主旨演讲

2022阿里巴巴达摩院青橙奖
颁奖典礼

阿里云智能总裁
阿里巴巴达摩院院长

二、技术主论坛
时   间：11月3日 下午14:00-16:10 地   点：云栖小镇A馆-云栖厅

时   间 演讲人/嘉   宾话   题

模型即服务，助力AI新发展

数据智能新基石 

一站式、全场景数据管理与服务  

强劲、安全、开放的新一代云计算架构 

重磅发布 

磐久：新一代云计算基础设施 

云钉一体，让数字化价值被看见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30

15:30-15:50

15:50-16:10

14:00-14:20
重磅联合发布

周靖人 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
阿里巴巴达摩院副院长

贾扬清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阿里云智能计算平台事业部负责人

李飞飞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阿里云智能数据库产品事业部负责人

蒋江伟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阿里云智能基础产品事业部负责人

周   明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阿里云智能基础设施事业部负责人

叶   军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钉钉总裁

鄂维南

王怀民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北京智能科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CCF开源发展委员会主席 

IEEE Fellow、ACM Fellow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孙凌云

唐    杰

篇章1：云+智能的新探索

篇章2：云计算的新进化

篇章3：云 + 钉钉的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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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馆-计算之力：云计算与前沿科技展

B馆以云计算和前沿科技为主题，共汇聚70余个阿里云和达摩
院的产品技术及创新成果，全面展示阿里巴巴从芯片、基础设施
到云计算架构体系等领域的突破性创新；同时呈现数十家国内顶
尖科研机构和科技创业公司的30余个前沿展项，其中20余项产品
和技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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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云计算操作系统

磐久基础设施

无影

云原生应用

云原生数据库

大数据与AI

物联网

边缘计算&音视频技术

云钉一体

算力势能，持续进化 | 云计算
数字世界芯动力

数据库前沿研究

人工智能新突破

自动驾驶新物流

量子计算共探索

湖畔实验室

科技达摩院，走向未来 | 达摩院

异形机器人

仿生机器人

织物电子：穿戴显示器

脑机互联：计算感知新融合

纳米印刷：DNA存储的基石

计算驱动 前沿创新 | 前沿科技

空天共计算

类脑芯片

局部微创消融针、液态金属柔性电路、仿生手指气动抓手、曲面折纸抓手、刚柔耦合移动机器人

仿象鼻机器人、仿海马尾机器人

亮点展项

飞天微观世界

走入100倍放大的服务器内部，触摸阿里云基础设施的心跳，探秘软
硬结合的阿里云核心架构——CPU、CIPU、神龙计算、飞天洛神、飞天盘
古、自研服务器芯片、操作系统等，了解阿里云构建的新一代体系化创
新的云计算及背后的安全能力。



无影飞行模拟舱

一台小小的无影云电脑，也能驱动国产大飞机的飞行模拟器。飞行模拟等高
性能运动模拟要求极为严苛，需要高性能、低延迟的图形计算。

无影云电脑能够为模拟飞行提供高质量的渲染画面、极低延迟的操作反馈，
让参与者能够在接近真实飞行环境下，完成国产大飞机驾驶训练。

达摩院芯片之路

该展区硅墙的材料来自达摩院制造芯片必备的基础材料——硅晶圆，呈现了达
摩院在全商业链路的芯片应用。

从芯片的算力涟漪到数据库的突破创新，从AI在各个领域的核心突破到自动
驾驶登上物流的商业舞台，全面呈现达摩院过去五年里重要发展历程和里程碑，
以及算力加持下的数据智能创新能力，给生活带来的改变。同时，该区域还呈现
了面向整个数字产业关键领域的芯片，从数据中心芯片、人工智能芯片，到小小
的物联网羽阵芯片。



磐久基础设施
步入磐久基础设施，感受低碳节能的磐久浸没式液冷、智能计算、磐久服务器，了解超

低PUE、超高功率密度异构计算的先进IT+制冷的融合技术。

Future Lab前沿科技

这里汇总了十几家国内顶尖大学及科研机构的30多项前沿科技成果。有类脑芯片、仿生
机器人、织物显示、第一台DNA存储原型机、替代印刷颜料墨水的结构色等引领未来的前沿
成果。

空天共计算
邀请到国内顶尖科研机构和硬科技

创业公司，联合搭建起天基计算完整生
态，完整展现对地遥感、对天观测、星
间通信、星上存储和空间计算如何重构
未来的空天地互动体系，这将为人类了
解深空和我们的家园提供直观证据。



织物电子：穿戴显示器

一件深海里的潜水服，也能变成显
示终端。

织物显示创造性地将可以导电的经
线与发光的纬线编织在一起，从而让
经纬线交叉处变成发光点，进而制造
出全新的显示界面，让织物在深海等
极端环境下，能够更及时传递更丰富
的信息，从而也为可穿戴设备、虚拟
现实和边缘计算带来了无限可能。

脑机互联：计算感知新融合
零距离接触脑机接口，感知其为一系列应用领域提供的全新解决方案，探索脑机互

联的无限可能。



汽车制造：上汽MG7

汽车制造：路特斯自动驾驶云

上汽在云栖现场全球首发自动驾驶L3级别黑标MG7，犀利动感的轿跑化设计搭配自
动驾驶技术，点燃MG的年轻市场。早在2007年就已诞生第一代MG7，历经15年，作为
MG黑标的首款车型，自动驾驶MG7再次焕发活力。

路特斯全球首发RAS自动驾驶远程驾驶平台。通过现场自动驾驶装置，在云栖现场可
以体验室内远程驾驶vs室外的车辆自动行驶，实时监测驾驶舱、网络、无人驾驶车辆状
态。

在“云驾驶”现场，可以演绎从连接场外车辆到远程驾驶的全过程。这套RAS系统与
市面上热门的赛车游戏设备相仿，通过高带宽、低时延的5G网络，云驾驶从屏幕组上观
察汽车周围360度状况，并利用方向盘、档把、脚踏板等控制器驾驶车辆，展示“AI老司
机”的自动驾驶实力。

汽车制造：一汽红旗繁荣工厂产线数字孪生

首次展示用于焊冲联合、涂装、电池、整车等五大车间的9米长微缩产线，并完成现
实生产在数字世界里的孪生。可现场体验通过Rokid的VR眼镜，感知动态产线的异常数
据、维修需求等。

在位于长春的一汽红旗繁荣工厂的真实产线，基于7000多个模型仿真建模，让工厂2
万台设备实时在线，数字孪生技术支撑单车生产过程追溯、数据异常分析、重点设备排查
等任务。



工业制造：陕煤曹家滩智慧矿区

如果设备可以替代人进入矿下采集，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云栖现场，首次与向明智控联合打造智慧矿山综采集控系统，实
现采煤挖掘、运输、通风排水等矿下作业任务，并进入集控中心
感受智能化无人化作业的工作环境。打造数据中台，实时在线化
管理矿上矿下大型设备，助力智慧矿区实现矿上生活便利、矿下
工作安全、设备精准感知、生产高效分析，推动煤炭产业可持续
发展。

工业制造：华新水泥数字孪生

还原华新水泥万吨线工厂，首次展示水泥行
业的核心解决方案，展示阿里云在华新水泥研发
应用的水泥低碳制造智能化系统。华新水泥万吨
线作为全球最大的环保协同处置生产线，燃煤的
替代率超过30%，已实现全年再减碳6万余吨。



数字电力：新型电力系统
结合电力设备实物（光伏组件、用户侧储能柜、储能电池模组等）展示，现场打造

虚拟电厂的应用场景。
阿里云“智能光储一体+虚拟电厂”解决方案，对光伏发电、储能、负荷预测、大电

网的实时数据进行统一计算和智能控制，实现电源侧、用户侧和电网侧的协同运转，提
高电力系统稳定性，助力智能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数字电力：VR虚拟电力巡检
基于合作伙伴泺立的电力无人机智慧巡检仿真平台，结合VR技术，可现场通过操控

无人机手柄，感受电力巡检无人机飞越超长复杂的输电线路和陡峭险峻的地理环境，通
过新技术来克服艰难的变电站巡检的工作难题。

智慧交通：数字港口

打造数字港口，可真实看到如今港口作业
的智能化无人化，展示船只航线预测、船只智
能排队进港并停靠专属泊位、桥吊和龙门吊的
自动化作业及集卡无人驾驶和运输等场景，深
度还原真实港口作业场景。

阿里云的港口智能运营管控解决方案，可
为港区提供设备车辆高精度定位、港区车路协
同、全局智能调度、数字孪生可视化运营，港
口对每一个桥吊、每一辆集卡、每一个堆场的
龙门吊等进行实时管理，从而提高港口的综合
运行效率。



东数西算：飞天智算平台响应东数西算战略，打造集约化、
                 规模化、绿色集群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
数网、数纽、数链、数脑、数盾——五位一体的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八大国家算

力枢纽节点，2022年启动建设。
阿里云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贵州、内蒙古六大枢纽节点，响应集约

化、规模化、绿色化号召，将风冷、水冷等PUE小于1.09的绿色算力，赋以自主研发的飞
天云计算操作系统、灵杰大数据AI一体化平台、磐久基础设施、超高性能eRDMA网络，
将融合算力、绿色低碳、智能服务融于飞天智算平台，响应东数西算战略。

南水北调：与江苏水源打造南水北调东线数字孪生平台

2013年11月15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那一刻，一渠清水北上，浩浩
荡荡，奔流入鲁。2022年8月25日，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完工验收。

至此，连通四大水域、总长4350公里、年调水448亿立方米、贯通14个省、惠及近5
亿人的大水网格局，基本成型。

阿里云为东线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泵站群江苏段工程搭建的流域数字孪生和工程数字
孪生系统。基于云、泵站集控平台、大数据平台、物联网平台、AI视频分析平台，让水
情、工情的预报、预警、预案实时决策，让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工程的全过程，映
射于数字世界，虚实交互，绵长隽永。



西气东输：服务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西气东输
实现中国绿色基础能源的首次线上实时交易结算

从新疆到上海，4200千米，横跨塔里木盆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
长江中下游平原，北至东北平原，南抵东南丘陵……穿越三山一塬（太行
山、吕梁、太岳山、黄土高原）、五越一网（越黄河三次、越长江一次、
越淮河一次、穿过江南水网）。

这是2000年国务院批准启动的“西气东输”工程，也是全世界施工难
度最大、最复杂的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西气东输，拉开了“西部大开发”
的序幕。

飞天云之上，阿里云与国家管网共同实现了中国绿色基础能源的首次
线上实时交易结算、开放服务。为中国距离最长、输气量最大的天然气管
道解决了另一个难题：为30家地区公司、200多家托运商、300多家城燃公
司实时计算200万条管输的路径、分配、计费。



长江三峡：参与中国三峡集团长江三峡数字孪生工程

中国人治水的智慧，从大禹开始。
东起湖北宜昌，西至重庆白帝城，193千米的三峡奇观，承载着中华的盛世奇观；今天

则代表着中国治水的最高水平——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全球唯一一座集防洪、发电、航
运为一体的国家工程。

2018年，三峡首次突破千亿千瓦时，是全球单站发电量最大的水电站。2021年运量
35.3亿吨，接近全国铁路货运总和。

云栖大会将首次展示2022年水利部指定的工作重点——长江三峡数字孪生工程。
阿里云用数字孪生技术，让雨雪冰霜、白昼黑夜全天候可监控，让时空、船舶、货物、

海事、锚地全要素融合，让33个业务单元管理和服务环节全信息互通，让全球最智能的数
字水利工程成为可能。

西电东送：

中国作为世界上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之一，90%可开发装机容量集中在西南、中
南和西北，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能源短
缺。从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投
资了超过5200亿元建立一张国家大电网，
建设的33条特高压电线路，已成人类电力
工程史上的巅峰之作。

该展项展示了如何利用云计算实现源网
荷储一体化，用数据智能技术，让电力运
行可以经济合理的灵活调配，并提升应急
保障能力。飞天混合云方案支撑了国家电
网18省的一云朵Region架构，实现省市级
全域数据的统一汇聚、海量数据统一存
储、数据服务统一供给、数据安全统一管
控。

与国家电网集团共同打造一云多Region架构
助力西电东送国家大电网数字化

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基于此，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设立了
两项国家工程西电东送、西气东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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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馆-未来之境：消费电子与创新科技展

澎湃的算力犹如新浪潮，带来了感知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变，在这里，你能看到数
字技术正在让人类更好地生活。无处不在的消费电子新品，充满未来科幻感的视觉奇
观，大开眼界的未来出行装备和仿人机器人，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在这里，犹如步
入未来之境，你将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未来之旅。占地1.6万平米，涵盖消费电子、元
宇宙、智能出行、机器人四大主题展区，70家科技厂牌、300多个创新智能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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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生活 – 消费电子

iQOO 、海尔、美的、卡萨帝、老板等天猫家电品牌的智能绿色科技体验

Head海德、Fiture、麦瑞克、Gymgest带来的智能运动健身黑科技

AI智能足球鞋

微软、雷蛇、Thinkpad、任天堂、小米、Insta360、SHOKZ
图马思特、YVR、雷鸟、李宁 等科技厂牌重磅新品体验

全球首款单目可拆卸的便携式智能眼镜、全球最快的手机充电技术、
光线追踪、卷轴屏手机等黑科技体验

天猫消费电子厂牌

绿色未来家园

智能运动健身中心

OPPO

AI足智之地

奇境宇宙 – 元宇宙

云上宫阙

三星堆数字奇旅

入境金陵图

未来制片厂

华金曲超时空管理局

SIF砂之盒沉浸影院

灵感画室

Hago SpaceX

元域电音CLUB

大明宫数字复原宫殿AR体验

三星堆VR沉浸式考古体验

“人物如画、实时跟随” 穿越式看展体验

XR虚拟大片拍摄体验

裸眼3D全息影像、云会面体验

创新VR交互电影感官体验

AI绘画体验

骨骼捏脸、AI编舞等沉浸式虚拟社交体验

元宇宙多人实时演唱会体验

机能世界 – 机器人

仿人冰壶六足机器人

AI下棋机器人

双臂机器人手势舞

机掷冰壶

Senserobot

睿尔曼&因时

极智出行 – 智能出行

未来出行探索者

运动型智享轿跑

"汐" 自动驾驶游船

小鹏

哪吒

欧卡智舶

亮点展项



云上宫阙·大明宫数字复原展览
大明宫是我国最伟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之一，其宏大的建筑规模、清晰的功能布局、精

妙绝伦的建筑设计，使其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瑰宝。随着考古专家对大明宫遗址的发掘与研
究，这座旷世宫殿的样貌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为了以科技助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基于对大明宫既往考古研究和现代数字技术的运
用，此次大明宫数字复原展览应运而生。本次复原工程，由考古、文博、数字技术等多个专
业团队联合攻关，广泛收集大明宫已有考古研究资料和相关文献、图像，以全局视角系统复
原了大明宫自然环境、交通道路、总体布局、单体建筑，并通过阿里巴巴达摩院XR实验室
大规模三维空间重建和视觉定位技术，使大明宫在虚拟世界得以重现。

画游千里江山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青绿山水画作品，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更是享誉世界的华
夏瑰宝、国家宝藏。《千里江山图 3.0》作为澳门回归二十周年献礼之作在澳首次展出后
深受好评，引发海内外各界热切关注。

作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前沿成果，本次《画游千里江山》数字艺术展，通过
全新的数字技术与艺术语言，带来华夏瑰宝的世界级文化、艺术与科技盛宴。传承东方美
学并创新的《千里江山图 3.0》动态数字长卷，区别于常见 CG 动画，首次以实时分层渲染
的三维引擎技术解构文物名作，将平面二维画作构筑成“有生命力”的数字山水世界，实
现日出、细雨、黄昏、夜晚等山间朝夕、四时美景的实时交替，让千年前的青绿江山幻化
为千年后的山水奇境。同时通过互动沉浸技术、全息多媒体技术等科技手段，带来“天人
合一”的美学体验，让您仿佛步入山水之中，在体验丰富的数字交互同时，浏览古画中的
隽永山河，探索千里江山的意境大观。



三星堆数字奇旅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文明，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伟大的考古发现之
一，先后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也留下了诸多待解谜团。

三星堆奇幻之旅大型沉浸式体验空间，突破时空边界，带您穿越历史尘烟，探秘古蜀先
民的家园。依托大量独家核心考古发掘成果、数字资源开发，通过“大规模即时云渲染技
术” ，按照三星堆遗址原貌1：1还原，将大型沉浸式体验需要的图形算力、存储需求放在云
端，通过实时音视频通信技术推送，得以实现沉浸式考古体验，可随时随地近距离观赏文物
细节之美，身临其境地游览神秘的古蜀王国。

入境金陵图
清·冯宁所作的《仿杨大章画<宋院本金陵图>)》，被誉为“一部关于金陵盛世历史文化

与民间风俗的百科全书”，亦被称为“南京版《清明上河图》”，拥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
值。

“金陵图数字艺术展”突破性地将
新锐科技引入文物数字化中，在全长
近110米、高3.6米的大屏幕上，将这
幅传世长卷放大百倍，并全球首创“人
物入画、实时跟随”的互动观展模式，
幕后集结好莱坞电影科技、精准定位
系统、次世代三维声效等方面的顶级
技术团队，由近400名工作人员、历时
两年的努力实现技术突破。将室内高
精度定位系统（UWB)、Unity引擎与
自主研发的智能管理系统三端互联互
通，以“精确到个位数厘米级”的精准
定位、自主决策的移动端交互模式，
实现第一人称视角“走入”古画，置身
繁华的金陵街市，移步换景间，结识
上士高宾、对话商贾摊贩，与533个热
情好客的“画中人”交流互动，沉浸式
感受金陵生活百态、领略古都南京辉
煌灿烂的人文景观。



灵感画室
在未来之境，每一项技术都像

是魔法一般神秘奥妙。技术使我们
可以“发明未来”，看到前所未有
的可能性。假设，你是一个将要去
未来100年旅行的游客，你将会看
到什么样的景象呢？你梦想的明日
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画布由TIAMAT人工智能艺术提供，输入对“明日世界”的描述词后，在这张画布上与其
他人一起搭建新的未来吧！本次千人共创使用的图像生成并非是纯粹的文本生成图像，而是
同时参考文本和图片而异构生成。在千人共创的每次生成中，TIAMAT将参考图片注入生成过
程中，让每一位新用户的创作都可以延续先前的作品。所有用户的作品创作完成后，TIAMAT
会将整个千人共创的创作流按照时间轴进行汇聚，使用可视化技术进行展示。最终，由千人
共创的明日之景便建造完毕。

由先锋科技厂牌带来的未来新物种体
验：新一代智能3C、可穿戴科技、智能绿色
家电、智能运动装备等……超30家科技公司
和先锋厂牌，近百件重磅新品发布。微软、
雷蛇、Thinkpad、任天堂、OPPO、小米、
图马思特、YVR、李宁等厂牌，等待解锁重
磅新品。

还能在未来运动街区，感受智能运动健
身黑科技；在iQOO、海尔、美的等天猫绿色
家电品牌构建的未来家园，体验更智能、绿
色的未来生活。

在云栖未来直播间，众多淘宝主播、品
牌商家也正在进行着线上直播，将线下新品
发布与线上直播带货结合，以创新互动形
式，将科技新品传递到线上、全球更多的科
技爱好者和消费者手中，创造数字经济的产
业新图景。

天猫科技厂牌新品街区



SIF砂之盒沉浸影院
在砂之盒沉浸影院，精选的国际一线

影节获奖作品正在云栖大会限时放映，可
以享受高品质的VR视听交互感官体验。

此次展出内容涵盖来自海内外顶尖创
作团队的优质VR体验作品，内容包括交
互体验、音乐剧体验、科教内容及精彩的
视觉奇观体验，可沉浸式感受VR叙事娱
乐内容的更多可能。SIF是沙核科技发
起，全球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年度沉浸
娱乐盛会，率先洞察沉浸娱乐未来发展趋
势，全方位呈现最尖端的沉浸娱乐体验内
容，描绘更加具象的未来娱乐图景。

华金曲超时空管理局

在华金曲超时空管理局，可以瞬间连接全息元宇宙，看到最新的黑科技一一解密。通过
“超时空管理局”的Meta Gate，体验不可思议的超立体效果。在H-BOX全息舱，揭秘冬奥
CloudME黑科技，亲身感受神奇的超时空会面。

H-BOX全息舱是上海华金曲自主研发新型全息影像生成设备。无需复杂的且高成本的搭
建，即可产生宛如真人到场的裸眼3D效果，更可以通过无线直播或有线播放模式实现一对多的
场景运用，针对远程教育、娱乐演出、广告传播等产业进行广泛使用。

元域电音CLUB

在元域电音CLUB，可置身虚拟世界自由探索，和其他元域玩家们一起云蹦迪，体验音乐幻
境带来的感官刺激和实时狂欢。

本场演唱会由彼真科技和平行云联合呈现，搭建在彼方城的虚拟空间平台之上，由平行云
提供实时云渲染技术支持。平行云Lark XR突破终端硬件算力限制，实现了轻终端访问实时3D
应用场景，基于云原生的渲染架构，既保证了演出画面的绚丽质量，也免去了下载客户端的流
程。



在未来制片厂，可以体验业界领先的XR拍摄全流程，穿越到任一虚拟场景或真实环境中，
拍摄属于自己的影视级未来大片。

摄制组通过以LED屏幕为拍摄背景的影像空间合成技术，结合摄像机实时追踪技术、实时
渲染技术、多屏幕播控管理技术，使LED屏幕中呈现出的虚拟场景画面与屏幕前的“真实角色”
在摄像机视角下保持正确三点透视关系，同时对于LED屏幕之外的画面通过“前景叠加”AR技
术进行实时合成，最终将“真实角色”置身于虚拟世界之中，达到虚实结合的视觉效果。

未来制片厂

Hago SpaceX 虚拟世界

在元宇宙沉浸式空间Hago SpaceX，你将
开启一场在平行世界的虚拟社交体验。通过智
能捏脸，生成虚拟形象，解锁属于自己的元宇
宙分身；体验AI编舞，秀出AI赋予的超群舞
技；用真实发音驱动虚拟人，感受趣味的面部
驱动；通过场景声效，身临其境感受媲美真实
效果的K歌体验。



机掷冰壶

世界首款模仿人类蹬踏、支撑滑行、旋转冰壶行为方式的六足冰壶机器人，由上海交
通大学与上海智能制造功能平台有限公司组成的六足冰壶机器人研究团队研发，在“科技
冬奥”专项助力下，在性能操控、 感知规划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创新突破，完成了从冰壶
六足机器人机构设计、系统框架、稳定控制到智能感知、自主规划等一系列环节的关键核
心技术研发，使机器人集人机交互、环境感知、轨迹规划、智能决策和稳定控制于一体，
从而实现精准的冰壶投掷。

AI足智之地

在AI足智之地，体验未来足坛黑科技。微队独创的人球感知技
术，可毫秒毫米级捕捉脚尖、脚背、外脚背、脚弓、脚底、脚后跟
等区域，带来真正的触球、带球、配合等人球数据。全鞋可敷设柔
性电路，形成人球感知的神经网络，可跟踪教练自定义的成千上万
套训练动作组合，并自动形成评估分析、打分，以科技力量赋能体
育，把足球数据带给每个人。

微队AI足球全栈解决方案，基于人球感知、柔性电路、MagicF
动作引擎三大核心技术，结合Teamlink多路无线通信，可广泛用于
室内、室外、单人、多人的智能训练与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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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池竞技区

开发者大展身手的竞技场，在云栖三天里，持续举办话题丰富、形式多样、娱乐刺激的挑
战赛，包括云原生编程挑战赛巅峰对决、无影挑战赛、天池智慧小车AI竞速赛、平头哥RISC-V
应用体验赛、AIS云性能优化知识竞答赛等精彩环节。

云原生编程挑战赛巅峰对决：云原生丰富技术案例，与大神趣味互动交流 。
无影挑战赛：首次使用无影现场编码竞技，趣味赛、在线编程赛轮番开赛 。
Tianchi Car Race智慧小车AI竞速赛：AI模型现场部署，超刺激竞速体验。 
RISC-V应用体验赛：一站体验多款平头哥开发板独特应用能力 。
AIS云性能优化知识竞答赛：引导式体验CNP产品，现场竞答赢好礼。

D2馆：开发者基地

在D2开发者基地，有天池竞技区、云起实验室、开发者舞台三大板块。在天池竞技场，一
切用实力说话，可以参与AI智能小车赛、无影挑战赛，在代码PK中收获冠军的喜悦；可以参与
桌面游戏，进行脑力的激荡，并收获满满；在云起实验室带来纯粹的技术体验之旅。阿里云弹
性计算、存储、IoT、云原生、阿里灵杰等九大核心产品技术动手实践，真实免费开通云资源进
行场景应用创建学习，覆盖初、中、高难度，适配各类技术能力的开发者，来开发者舞台与技
术同路人相遇。星光熠熠、大咖云集，贾扬清、霍太稳等重磅嘉宾带来硬核内容分享，既有科
技话题分享，又有技术人生感悟；零距离交流，畅聊公益、创作、开源等热门问题，在这里不
仅可以和嘉宾面对面交流，更能实时投票战队嘉宾观点。



云起实验室
在云起实验室开启技术体验之旅。阿里

云弹性计算、存储、IoT、云原生、阿里灵杰
等九大核心产品技术动手实践，真实免费开
通云资源进行场景应用创建学习，覆盖初、
中、高难度，适配各类技术能力的开发者。

标题党制造机在线体验
让电视秒变叫号广告屏在线体验
3分钟让云应用会说方言在线体验
开发自运维利器，一站式应用交付体验

开发者舞台

大师零距离技术真心话。与贾扬清、霍太稳等重磅嘉宾亲密互动，听硬核技术探
讨，品真实技术人生；嘉宾观点激烈对碰，观众现场投票站队，真观点、真故事，开
发者就要Be Real；现场还有创作者发布，更有丰富互动惊喜，为技术人成长加油！

码上公益年度盛典：看开发者如何通过微小创新，让社会更美好；听公益机构讲
述受助人的故事，看数字化带来的真实改变,你的代码也可以温暖世界！

技术创作者Open Talk：听技术大V分享布道故事，与百万粉丝博主零距离对话；
创作者支持计划发布，每个技术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开源人说大数据&AI专场：开源社区欢聚，解密明星开源项目背后的故事；超级
开源大咖到场，分享开源人苦辣酸甜；直击开源热点话题，嘉宾观点PK，观众举牌
站队。

飞天club技术嘉年华：探寻阿里云技术专家成长历程，听技术人生感悟。





一、云栖·迎亚运数字嘉年华

活动时间：11月3-5日 09:00-16:00
活动地点：杭州云栖小镇C馆屋z顶广场

为迎杭州亚运会，在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组委会办公室的指导下，特举办“云栖·迎
亚运数字嘉年华”活动。活动旨在号召全民运动，践行低碳亚运，秉承“体育+智能”理念，现
场将设置多个融合科技元素的趣味打卡点供与会嘉宾体验，同时还将于大会期间举办数场趣味
闯关接力跑，让参会嘉宾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享受运动的快乐。

特色创新活动

三、云栖科技互动场
活动时间：11月3日-5日

二、NFC互动打卡
活动时间：11月3日-5日

2022云栖大会参会证件创新增加NFC功能，每个NFC参会证件都拥有独立ID，参会嘉宾可
通过手机触碰NFC贴纸快速激活，启动打卡互动。猜你喜欢，获取推荐路线，各大亮点/重点
不容错过。完成积分任务后，即可前往算力广场云栖惊喜礼品机获得云栖限量礼品。跟着NFC
互动打卡，一起玩转2022云栖大会。

科 技 与 人 文 交 互 ， 构 建 未 来 算 力 广 场

打
卡
地
图
指
引

云栖惊喜礼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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