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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中国（佛山）智能家电与智能制造

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随着科技及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发展，智能化为家电行

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全新的发展契机。佛山作为全国唯一的

制造业升级改造城市、家电之都，佛山家电制造行业正处于

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为有效促进智能家居、智能制造在科

技创新、知识产权、标准与评价技术等方面的规范化发展，



推动佛山地区智能家电制造产业和企业加快智能化转型升

级，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14 日，广东华南家电研究院将联

合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等在佛山市举办“中国（佛山）智能

家电与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重点围绕智能家居、

智能制造、环境技术、NQI（标准、认证、认可）和知识产

权保护等主题，创新驱动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家电及智能制造

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

智能家电与智能制造

二、论坛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14 日

地点：佛山市顺德区

三、组织单位

（一）主办单位：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二）支持单位：

中国检验检测学会

佛山市科学技术协会

（三）承办单位：

广东华南家电研究院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顺德（家电）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四）协办单位：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工业日用电器分会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家用电器和电器附件国际标准

化）

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美容及其它器具分技术

委员会

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委会气候环境

试验分技术委员会

工业产品环境适应性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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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席人员

广东省及佛山市政府科技和市监部门相关领导、国内各

家电制造企业、检验检测服务机构、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会员

单位、中国检验检测学会会员单位、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

五、论坛安排

（一）主论坛：中国（佛山）智能家电与智能制造高质

量发展高峰论坛

1、时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 9:00-16:00（8:30 签到）



2、地点：顺德喜来登酒店宴会厅（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大良德胜中路 11 号）

3、会议人数：限 200 人参加

4、会议内容：

(1) 主旨报告：双碳大背景下智能家居的发展之路

(2) 主旨报告：智能制造如何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3) 智能家电领域语音识别与交互技术现状与发展展望

(4) 智能家居转型面临的无线性能及互联互通挑战

(5) 电器产品大气腐蚀仿真技术

(6) 智能家居及智能制造标准化的应用

(7) 智能家电分级评价规范

(8) 智能制造在企业中的落地应用

(9) 中国检验检测学会科技服务站（佛山)启动仪式

(10) 首批智能家电分级认证颁证仪式

（二）分论坛一：检验检测和认证机构能力提升论坛

1、时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 14:30-17:00（14:00 签到）

2、地点：顺德喜来登酒店宴会厅（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大良德胜中路 11 号）

3、会议人数：限 50 人参加

4、会议内容：

(1) 如何将团体标准纳入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

(2) 如何评价检验检测和认证机构实施团标和非标方法



的实效性

(3) 标准化在机电工程领域的研究与应用

(4) CNAS 认可规则等技术解读

（三）分论坛二：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工产品环境技术

专委会技术论坛

1、时间：2021 年 10 月 14 日 9:00-12:00（8:30 签到）

2、地点：顺德喜来登酒店三楼多功能厅（广东省佛山市

顺德区大良德胜中路 11 号）

3、会议人数：限 60 人参加

4、会议内容：电工电器产品环境可靠性技术交流

（四）分论坛三：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与应对专

题研讨会

1、时间：2021 年 10 月 14 日 14:30-17:30（14:00 签到）

2、地点：广东华南家电研究院（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

良德胜东路 3 号）

3、会议人数：限 100 人参加

4、会议内容：

（1）跨境、国内电商平台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措施研讨

（2）电商平台知识产权刑事风险预警

六、会务安排

（一）会议报名

1、请参会人员于 10 月 11 日（星期一）中午 12 时前将



报名回执或报名信息发送到广东华南家电研究院确认，具体

方式如下（任选其一即可）：

（1）邮箱报名：将报名回执（附件 1）发送至广东华南

家电研究院邮箱 gdhnjdy@163.com 报名；

（2）微信公众号报名：关注微信公众号“广东华南家

电研究院”（微信号：gdhnjdyjy，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并

发送报名信息：“1013+单位+姓名+职务+手机号+参加论坛

号”即可。

（二）用餐及住宿安排

1、本次活动免培训费，10 月 13 日活动提供午餐；

2、其他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主论坛会议酒店：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喜来登酒店

酒店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德胜中路 11 号

（三）会议联系

华南家电研究院 吴先生 13927210640，劳小姐

0757-22915510、13823421417；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工产品环境技术专业委员会 王先

生 1892612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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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佛山）智能家电与智能制造

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

（报名回执）

单 位 参与论坛（可多选）

姓名 职务 手机 邮箱
主论

坛

分论

坛一

分论

坛二

分论

坛三

其他
需求

停车位

主论坛：中国（佛山）智能家电与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

分论坛一：检验检测和认证机构能力提升专题研讨会

分论坛二：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工产品环境技术专委会技术论坛

分论坛三：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与应对专题研讨会

报名回执请于 10 月 11 日（星期一）中午 12 时前发送至广

东华南家电研究院邮箱 gdhnjdy@163.com 报名。



附件 2：

中国（佛山）智能家电与智能制造

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

（活动议程）

活动内容 时间 地点

主论坛：中国（佛山）智能

家电与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

高峰论坛

2021 年 10 月 13 日
9:00-16:00（8:30 签到） 顺德喜来登酒

店宴会厅（广
东省佛山市顺
德区大良德胜
中路 11号）分论坛一：检验检测和

认证机构能力提升论坛
2021 年 10 月 13 日

14:30-17:00（14:00 签到）

分论坛二：中国电工技
术学会电工产品环境技术专
委会技术论坛

2021 年 10 月 14 日
9:00-12:00（8:30 签到）

顺德喜来登酒
店三楼多功能
厅（广东省佛
山市顺德区大
良德胜中路 11

号）

分论坛三：电子商务领
域知识产权保护与应对专题
研讨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14:30-17:30（14:00 签到）

广东华南家电
研究院（广东
省佛山市顺德
区大良德胜东
路 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