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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 

边缘/雾计算（Edge and Fog Computing）技术通过将计算存储能力与业务服务能力向网络

边缘迁移，使应用、服务和内容可以实现本地化、近距离、分布式部署，从而有力支撑未来 

5G 与智能物联网应用的高容量、强计算、以及低延时、高可靠等任务业务需求。同时，充分

利用边缘/雾计算，通过网络大数据深度学习与挖掘，实现智能化移动网络信息感知与性能优

化，促进通信、计算和存储的深度协同融合。由于潜力巨大和应用广泛，边缘/雾计算已成为

当前学术界和产业界极其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 

本研讨会的内容将围绕边缘/雾计算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展开，探讨和交流边缘/雾计算

分布式资源协同调度、边缘-云端融合计算、通信、计算和存储资源协同、以及边缘/雾计算编

程架构等多个方向的最新研究进展与成果。 

 

会议组织主席 

陈旭 教授 

中山大学 青年千人 

荣誉会议主席 

指导委员会 

陈翔 副教授 

中山大学 

马啸 教授 

中山大学 

肖侬 教授 

中山大学 长江杰青 

章君山 教授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IEEE Fellow 

牛志升 教授 

清华大学 IEEE Fellow 

黄建伟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IEEE Fellow 

周知 特聘副研究员 

中山大学 

会务主席 



主办：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3 / 19 

目录  

一、 会议简介 ................................................................................................................................ 3 

二、 会议议程 ................................................................................................................................ 4 

三、 报告简介 ................................................................................................................................ 6 

1. Fog Computing for 5G/IoT Development .............................................................................. 6 

2. 5G Heterogeneous Ultra Dense Networks: QoS perspective ................................................. 7 

3. 能源物联网边缘计算应用 .................................................................................................... 8 

4. Computation Offloading for Mobile Edge Computing ........................................................... 9 

5. 腾云驾雾：移动中的通信与计算协同 .............................................................................. 10 

6. 雾计算在物联网的应用 ...................................................................................................... 11 

7. 网络边缘的大数据处理分析 .............................................................................................. 12 

8. 区块链技术与边缘计算 ...................................................................................................... 13 

9. Probabilistic Edge Caching in Small-Cell Networks: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its 

Applications ............................................................................................................................... 14 

10.计算受限的移动边缘网络 .................................................................................................. 15 

11. Joint Compu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ptimization for Mobile Edge Computing ........... 16 

附录：参会小贴士 ........................................................................................................................... 17 

1. 会议住宿与交通指南 .......................................................................................................... 17 

2. 会务联系人 .......................................................................................................................... 17 

 

一、 会议简介 

中山大学边缘雾计算研讨会定于 2017 年 11 月 11 日在中山大学东校区举行，地点为广州市

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 132 号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联合工程学院 102 讲学厅（距中山大学东

校区北门 100 米左右），本次研讨会由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及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主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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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会议议程 

日期 时间 报告内容 报告人 

11 月 11 日 

上午 

08:30-08:50 会议签到 

08:50-09:00 领导致辞、合影 

Session chair: 吴迪 教授 

09:00-09:30 
Fog Computing for 5G/IoT 

Development 

杨旸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

技术研究所 

09:30-10:00 
5G Heterogeneous Ultra Dense 

Networks: QoS perspective 

崔琪楣 教授 

北京邮电大学 

10:30-10:30 能源物联网边缘计算应用 

吴旭 数据应用总工程师 

天津安捷公共设施服务有

限公司 

10:30-10:50 茶歇 

Session chair: 吴维刚 教授 

10:50-11:20 
Computation Offloading for Mobile 

Edge Computing 

陈旭 教授 

中山大学 

11:20-11:50 
腾云驾雾：移动中的通信与计算协

同 

周盛 副教授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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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报告内容 报告人 

11 月 11 日 

下午 

11:50-14:00 午餐（鸿门宴 gogo 新天地店） 

Session chair: 凌青 教授 

14:00-14:30 雾计算在物联网的应用 
刘军 全球杰出工程师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14:30-15:00 网络边缘的大数据处理分析 
杨树森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15:00-15:30 区块链技术与边缘计算 
张胜利 教授 

深圳大学 

15:30-15:50 茶歇 

Session chair: 龚杰 副研究员 

15:50-16:20 

Probabilistic Edge Caching in Small-

Cell Networks: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its Applications 

李骏 教授 

南京理工大学 

16:20-16:50 计算受限的移动边缘网络 
王玮 副教授 

浙江大学 

16:50-17:20 

Joint Compu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ptimization for 

Mobile Edge Computing 

许杰 教授 

广东工业大学 

18:00 晚餐(大学城雅乐轩酒店茶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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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报告简介 

1. Fog Computing for 5G/IoT Development 

嘉宾： 

杨旸 研究员，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报告摘要： 

Fog computing has recently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s from communication, computing and 

control communitie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telecom manufacturers, Google, Intel and Facebook 

actively announced their disruptive approaches for 5G/IoT services based on generic hardware and 

customized software. In this talk, we will give an introduction of a fog-enabled 5G/IoT R&D platform, 

which applies SDN and NFV techniques to realize the key functions of a telecom operator according to 

the 3GPP standard on general CPU/GPU computing platform. It is very adaptive and flexible for 

supporting a variety of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pplications in vertical industries. New technical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this open platform in delay-sensitive control areas will be fully 

discussed. 

嘉宾简介： 

杨旸，博士，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学位

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无线传感网与通信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无线通信

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雾计算实验室联合主任；国际雾计算产学研联盟

（OpenFog Consortium）大中华区主任；中国通信学会“学术工作委员

会”委员；科技部“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5G）前期研究开发”重大项目

总体专家组专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总体

组专家。研究领域包括无线传感器网络（物联网）、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

（5G）、雾计算与网络技术，开放无线测试验证平台等。已申报 80 多项科

技发明专利，发表了 150 多篇学术论文。 

杨旸在 1996 年和 1999 年于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获本科和硕士学位，2002 年于香港中文

大学信息工程系获博士学位。之后，留在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担任助理教授。2003 年 8 月

到英国布鲁奈尔大学（Brunel University）的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担任讲师。2005 年 3 月到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UCL）电子与电气工程系担任讲师，后升职为高级讲师（终生教职）。回国后，

杨旸牵头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03 专项）、国家 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等一系列

前沿课题研究。由于科研业绩突出，杨旸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上海市“千人计划”、中科院

“百人计划”、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和“领军人才”等荣誉，他牵头的“宽带无线传感

网”科研团队入选为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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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G Heterogeneous Ultra Dense Networks: QoS perspective 

嘉宾： 

崔琪楣 教授，北京邮电大学 

报告摘要： 

Future 5G networks are anticipated to be deployed in an ultra-dense fashion to boost network 

capacity. The ultra-dense deployment is able to compensate for the limited bandwidth by reusing the 

bandwidth geographically. In moder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different technologies need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for end-to-end quality of service (QoS) provisioning, support a wide range of multi-

media applications with a huge number of customers represented by humans, things and robots 

interconnected to each other and to data centers. Some recent advanc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provisioning quality of service/experience technologies and analytical methods will be discussed. 

嘉宾简介： 

崔琪楣，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泛网无线通信中心主

任，IEEE 高级会员。美国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电子工程系访问教

授。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北京市科技新星和北京高等学校

青年英才计划等。研究方向是 4G/5G 移动通信网络的组网理论及技术、机

器类型通信传输与组网及大数据应用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获

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 65 项，其中授权国际专利 13 项。曾获第三十一届国

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青年科学家奖、IEEE WCNC 2014 和 IEEE ISCIT 2012（唯一）国际

会议最佳论文奖、ACM MobiCom“Honored Mention Award”、《SCIENCE CHINA Information 

Sciences》期刊三年高引次论文奖、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中

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担任国际期刊 EURASIP Journal on Wireless Comm. and 

Networking 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tributed Sensor Networks 专刊客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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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源物联网边缘计算应用 

嘉宾： 

吴旭 数据应用总工程师，天津安捷公共设施服务有限公司 

报告摘要： 

将边缘雾计算与能源数据采集、大数据分析进行集成，充分利用采集设备的计算能力，将数

据处理和智能控制下放与采集设备，充分利用采集系统的软硬件资源，提升整体平台的实时性和

智能性。与会分享安捷在能源物联网领域，尝试利用边缘雾计算进行能源智能管理的案例，与专

家讨论边缘雾计算在能源物联网中的应用模式。 

嘉宾简介： 

从事软件开发、数据开发工作 15 年以上，在数据库设计、数据分析领域

具有丰富经验，参与多个国家核高基项目，负责数据库设计和优化工作。

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物联网、大数据方向，参与能源综合管理平台、物

联网数据采集系统，能源大数据分析预测系统等系统的设计和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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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mputation Offloading for Mobile Edge Computing 

嘉宾： 

陈旭 教授，中山大学 

报告摘要： 

Mobile edge computing is a new paradigm to leverage a multitude of collaborative end-user devices 

and/or near-user infrastructure to carry out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putation 

tasks. Along this line, in this talk I will present our recent studies on thre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1) a 

distributed multi-user computation offloading algorithm for mobile-edge cloud computing in a multi-

channel wireless environment; (2) a novel self-organized mobile crowd-sourcing framework to exploit 

user workers at the mobile network edge for fulfilling quick and high-quality mobile tasks in real-time; 

(3) a socially-driven prefetching mechanism that adopts the mobile-inference and edge-training 

architecture for reducing user’s mobile multimedia access delay.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profound 

benefits enabled by mobile edge computing. 

嘉宾简介： 

陈旭教授目前担任数字家庭互动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广东省

数字家庭互动应用工程实验室副主任。2012 年于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

程系获得博士学位，2012 年到 2014 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网络信

息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2014 年到 2016 年，获世界著名的洪堡基金

会资助成为“洪堡学者”，在德国哥廷根大学从事科研工作。2016 年 9

月作为“百人计划”青年杰出人才加入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

院，任教授、博导，并入选第十三批国家中组部“千人计划”青年项

目。迄今在 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IEEE Transactions on Mobile Computing、 IEEE INFOCOM、IEEE ICDCS、ACM 

MOBIHOC、ACM MM 等国际著名会议与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ESI 高被引论文 3 篇。 以

第一作者身份获得 CCFA 类国际会议 IEEE INFOCOM 的最佳论文亚军奖、IEEE ICC 最佳论文奖

以及 IEEE ISI 的最佳论文荣誉提名奖。获邀担任国 SCI 期刊 IEEE Access Journal, EURASIP 

Journal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副编辑，Springer Handbook of Cognitive Radio

领域编辑, 以及国际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g Data Intelligence 专刊编委。同时担任 2017 年

度 IEEE WCNC 无线网络分会主席，2015 年度国际会议 ISVC 专区主席, 以及 2014 年度国际会

议 NetCoop 大会宣传主席，并多次出任包括国际著名会议 ACM MOBIHOC，IEEE INFOOCM, 

IEEE 旗舰会议 GLOBECOM、ICC、WCNC 等大会技术程序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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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腾云驾雾：移动中的通信与计算协同 

嘉宾： 

周盛 副教授，清华大学 

报告摘要： 

随着云计算、车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慧城市等新兴应用的发展，无线网络需要在

支持高速率无线数据传输的同时，提供低延时的计算服务。由此，移动边缘计算、雾计算等技术

应运而生。然而，传统移动性管理机制仅考虑无线通信性能，未考虑终端的计算任务卸载需求。

因此在移动场景下，如何保证计算的服务质量，是个具有现实意义且富有挑战的课题。在本讲

中，我们将分别针对两个典型的边缘计算应用场景，即 1）服务器等计算资源部署于基站或接入

点形成的边缘云；2）车辆将计算资源共享组成的车联网云，研究通信与计算的协同机制，保证

移动场景下计算任务卸载的平均延时性能。 

嘉宾简介： 

周盛，清华大学电子系副教授。分别于 2005 年和 2011 年在清华大学电子

系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主要为绿色无线通信、移动云计算、下

一代蜂窝网架构等。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获得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 4

次，Google Scholar 累计引用 2300 余次。目前担任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Letters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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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雾计算在物联网的应用 

嘉宾： 

刘军 全球杰出工程师，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报告摘要： 

结合思科雾计算平台，介绍基于思科硬件平台的智能制造工厂 PLC 采集处理系统，以及基

于树莓派的物联网信息采集系统。 

嘉宾简介： 

刘军，从 1998 年起就职于思科上海分公司，目前任职思科全球杰出工程师

（高级总监级）。1994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电子系，电子信息专业。2010

年获得复旦大学软件工程硕士学位。2010 年获得软考高级-网络规划设计

师。2010 年获得中级工程师职称。2015 年获得高级工程师职称。拥有 5 个

CCIE 证书和 JNICE 证书。拥有 2 项国际专利，参与编写多个国内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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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网络边缘的大数据处理分析 

嘉宾： 

杨树森 教授，西安交通大学 

报告摘要： 

本报告将讨论边缘（雾）计算中潜在的大数据分析与处理问题，包括典型应用，体系架构，

计算模式，软件工具，与理论模型等。 

嘉宾简介： 

杨树森，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计算机专业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数据算法与分析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软硬件

支撑技术中心主任、国家“千人计划”青年学者，西安交通大学“青年

拔尖人才（A 类）”，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荣誉研究员，IEEE 高级会员。 

  



主办：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3 / 19 

8. 区块链技术与边缘计算 

嘉宾： 

张胜利 教授，深圳大学 

报告摘要： 

本报告首先对区块链技术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针对区块链技术和边缘计算技术和结合

进行探讨。 

嘉宾简介： 

张胜利，男，教授，博导，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通信工程系副主任。

2008 年 8 月从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然后在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工

作。2008 年至 2011 年承担讲师工作，2012 年至 2016 承担副教授工作，

2017 年至今教授工作。其中 2014.3-2015.3 在斯坦福大学访问，任访问教

授。张胜利老师是物理层网络编码的发明人，其 Mobicom 论文“physical layer network coding”

单篇引用超过 2000 次，入选为谷歌无线网络领域经典论文（共 10 篇，排名第三，为亚太地区唯

一入选论文）。张胜利目前正在担任 SCI 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le Technology，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Letters，IET Communications 编委工作；是 IEEE 高级会员， 中国通信

学会高级会员。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无线通信、无线网络、区块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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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robabilistic Edge Caching in Small-Cell Networks: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its Applications 

嘉宾： 

李骏 教授，南京理工大学 

报告摘要： 

Small-cell caching utilizes the embedded storage of small-cell base stations (SBS) to store popular 

contents, for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duplicated contents transmissions in networks and offloading the 

data traffic from backbone networks. In this talk, we study a probabilistic small-cell caching (PSC) 

strategy, where each SBS caches a subset of contents with a specific caching probability. We consider 

two kinds of network architectures: 1) the SBSs are always active, referred to as all-on architecture, 

and2) the SBSs are activated on demand by mobile users (MU), referred to as dynamic on-off 

architecture. We particularly focus on the probability, drawn upon stochastic geometry theory, that 

mobile users (MU) can successfully download demanded contents from the storage of nearby SBSs. The 

caching probability is then optimized to reduce this successful downloading probability. Afterwards, we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s of small-cell caching system by considering a commercial market consisting of 

a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 (NSP), several content providers (CP), and MUs, within the frameworks of 

the Stackelberg game theory and Contract theory. Monte-Carlo simulations show that our stochastic 

geometry-based analytical results closely match the empirical ones. Numerical results are also provided 

for quantifying the proposed game-theoretic frameworks by showing its efficiency on pric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嘉宾简介： 

李骏于 2009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

学和悉尼大学从事无线通信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并于 2015 年 6 月加入

南京理工大学电光学院无线通信与传感网研究所。李骏教授长期致力于无

线通信、移动计算以及数据存储的相关研究，先后开展了网络编码和速率

无损编码的分析与设计方法、蜂窝通信网络中的资源优化算法、以及基于

移动云架构的边缘计算和存储设计方法，取得了系统性创新研究成果。已

在相关研究领域发表英文学术论文 120 余篇，其中 IEEE 系列期刊论文 55

篇。获中国信息论年会最佳论文奖和 5GWN 会议最佳论文奖。以第一申请

人国际专利 1 个，获得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及韩国授权，并且已由上海贝尔公司提交国际标

准化组织。李骏教授于 2015 年入选江苏特聘教授，于 2017 年入选第十三批中组部青年千人。目

前是 IEEE 高级会员，担任国际期刊 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 和 IEEE ACCESS 副编辑，和

多个知名国际期刊的审稿人，同时担任多个国际知名通信会议 (如 ICC，GlobeCom 等)的技术委

员会委员。受邀担任 Eusipco2016 国际会议的特刊主席以及担任国际会议 IOV 2014 宣传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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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计算受限的移动边缘网络 

嘉宾： 

王玮 副教授，浙江大学 

报告摘要： 

移动边缘计算技术通过把云计算和云存储拉近到网络边缘，为移动用户就近提供高性能低延

迟的服务，在 5G 时代提供计算和通信紧密结合的平台。本报告首先介绍移动边缘计算的应用场

景和研究进展，然后针对移动边缘网络讨论如何利用计算提高网络性能以及计算受限情况下的技

术挑战和解决方案，包括计算辅助的资源管理以及计算受限的分簇机制，最后讨论移动边缘网络

的一些未来研究方向。  

嘉宾简介： 

王玮，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副教授。2004 年和 2009 年于北京邮

电大学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2009 年至今在浙江大学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2007～2008 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访问美国密歇根大学，2013～2015 年作

为香江学者访问香港科技大学。主要研究无线网络跨层设计、无线网络中

的存储和计算、随机优化及其应用等。在无线通信领域国际期刊和国际会

议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出版编著《Cognitive Radio Systems》，申请和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提交标准化提案 13 篇。论文入选 IEEE 通信学会旗舰会议 IEEE Globecom 2014 最佳论文奖

提名论文，在香江学者 2014 年度学术交流会上获得最佳口头报告奖。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

举工程、香江学者计划、浙江省 151 人才工程、浙江省科协育才工程，获得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和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担任浙江省通信学会副秘书长以及 IEEE Access 等 3 个国际

期刊编委。 

  



16 / 19                主办：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1. Joint Compu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ptimization for Mobile Edge 

Computing 

嘉宾： 

许杰 教授，广东工业大学 

报告摘要： 

Mobile edge computing (MEC) has emerged as a promising technique to enhance the computation 

capabilities of wireless devices, by enabling them to offload computation-intensive tasks to nearby MEC 

servers at the network edge. In this talk, we present various designs with joint communication and 

computation optimization to improve computation quality-of-service (QoS) at mobile devices and 

increase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MEC systems. First, we propose a multi-antenna non-orthogonal 

multiple access (NOMA)-based multiuser computation offloading, which fully exploits the multiple-

access-channel capacity from the users to the BS for efficient task offloading. Next, to improve the 

comput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users that are far apart from the BS, we develop a novel joint 

compu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approach, where the near users to the BS can use their 

local compu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sources to help the far user’s task execution and offloading. 

Finally, we propose a self-sustainable wireless powered MEC system, by integrating MEC and emerging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WPT) techniques. 

嘉宾简介： 

许杰，广东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

入选者。2007 年和 2012 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学士和博士学位。2012 年

至 2016 年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主

要从事无线通信、无线能量传输、无线安全、无人机通信、移动边缘计算等

方面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在国际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Google 

scholar 引用超过 1300 次，并有 5 篇论文被列为 ESI 高被引论文。目前担任国际权威期刊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Letters 和 IEEE Access 的编委，2018 年国际通信大会 5G 无人机通信专

题研讨会（ICC Workshop on Integrating UAVs in 5G）的联席主席，以及多个国际会议的技术委员

会成员。获得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 以及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的 Exemplary Re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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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参会小贴士 

1. 会议住宿与交通指南 

    会议主办方为参会者预订的住宿酒店为中大学人馆和广州大学城雅乐轩酒店，主办方将安排

酒店与研讨会举办地点之间的交通接送车辆。从广州白云机场和广州南站前往上述住宿酒店的交

通方式参考如下： 

1.1. 中大学人馆（中大南校区，住宿团队号码：197789） 

白云机场：乘坐出租车到达中大南校区北门（里程约 40 公里，用时约 1 小时，费用约 120

元）。或在白云机场 B 区国内到达大厅 B5 号门乘坐机场快线 10 号线，在新珠江酒店站下车（里

程约 40 公里，用时约 1 小时，费用约 24 元），步行 1 公里约 14 分钟到达中大学人馆（具体路线

见图 1）。 

    广州南站：乘坐出租车到达中大南校区北门（里程约 22 公里，用时约 40 分钟，费用约 60

元）。乘坐 7 号线（开往大学城南方向），在汉溪长隆站换乘 3 号线（开往天河客运站方向），在

客村站换乘 8 号线（开往凤凰新村方向），中大站下，A 出口出，步行 1.7 公里约 25 分钟到达中

大学人馆（具体路线见图 2）。 

1.2. 广州大学城雅乐轩酒店 

白云机场：乘坐出租车到达广州大学城雅乐轩酒店（里程约 60 公里，用时约 70 分钟，费用

约 190 元）。或乘坐地铁 3 号线到珠江新城转地铁 5 号线坐到车陂南转地铁 4 号线坐到大学城南

下车，C 出口向东南方向步行约 800 米（具体路线见图 3），约 12 分钟到达广州大学城雅乐轩酒

店（总用时共约 100 分钟）。 

广州南站：乘坐出租车到达广州大学城雅乐轩酒店（里程约 27 公里，用时约 45 分钟，费用

约 70 元）。或乘坐 7 号线（开往大学城南方向），大学城南站下，C 出口向东南方向步行约 800

米（具体路线见图 3），约 12 分钟到达广州大学城雅乐轩酒店（总用时共约 40 分钟）。 

2. 会务联系人 

陈旭 教授：15814873792 

陈翔 副教授：13902232542 

周知 副研究员：13720302002 

汤怡田 老师：1519660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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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珠江酒店  中大学人馆 

 

图 2 中大站  中大学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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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学城南站  广州大学城雅乐轩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