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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greSQL是世界领先的开源数据库，

PostgresConf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

的PostgreSQL会议与活动组织，也是世界最

大的Postgres教育和宣传平台，致力于在全

球范围推广和发展Postgres技术。PostgresC

onf在纽约，东京等各地的系列会议是全球规

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PG专题会议。以Postg

resConf.US为例，每届大会都会安排持续一

周的系列活动，包括培训、演讲及分组会议、

高峰对话等。历届PostgresConf.US参会者已

达到七万余人次，涵盖学生、DBA、开发人员、

ISV等人群，从初学者到资深专家，从初创公

司到五百强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会群体。





设置全英文专场
汇聚更多国际社区领袖

囊括院士、部委领导、
顶级专家、行业领袖
开启行业盛宴

技术交流、
商业洽谈的高端平台

Oleg Bartunov、Simon Riggs 、

Joshua.D.Drake、Michael Meskes、

Jim Mlodgenski 、Robert Haas、

Andrew Gierth、Michael Paquier

等十余位国际级专家、PG核心组成

员拟参会。

工信部领导、中国工程院院士、

开源联盟领导、国内外基础软

件领域专家、知名企业代表出

席，为与会者带来深度的主题

分享，开启一场开源领域的思

想盛宴。

PostgreSQL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开

源数据库，在PostgresConf会议

启动之际，中国PostgreSQL分会

发起了PG中国年度技术评选活动，

与行业同仁共同回望与总结PG技

术的发展成就！

同期举行PG中国
年度技术评选活动

开源基础软件领军型企业、基

础软件领域创新创业型企业、

云生态厂商、国产化生态链企

业、大型PG应用企业齐聚，是

技术深度交流、商业合作洽谈

的高价值平台。



PostgreSQL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开源数据库，此次会议将中外PostgreSQL社区连接在一起，请

加入我们，一起来探索和学习所有PostgreSQL生态相关的技术讨论和演讲，

了解PostgreSQL的最佳实践和深度技术分享。

您可以收获 参会者价值

• 与国内外PG社区面对面的沟通与联系

• 和专家一起探索新功能，技术和方法

• 了解如何大规模部署关键任务型应用

• 了解基础软件国产化的最新动态和进展

• 获取产业协同带来的价值,收获潜在客户

开发人员 ： 深入了解使用PostgreSQL构建应用程序，从基础到高级应用程序设计技术。

Ops工程师 ： 了解有关PostgreSQL集群的性能、规模和健康维护的最佳实践。

DBA： 深入了解大规模使用PostgreSQL的关键技术、性能调优、监管的使用。

CTO： 深入了解PostgreSQL特性优势，为架构选型、数据迁移方案的决策合理化提供帮助。



7月3日

7月5日

7月4日

7月6日-7日

分会内部闭门会议

 PostgresConf
-分论坛

 PostgresConf-主论坛
PG年度技术评选颁奖仪式

 PostgresConf
-培训日



未来已来 [主论坛]

        大会在去年「PG·洞见未来」的主题基础上，

确定今年的主论坛主题为「PG·未来已来」，全面回

顾近年来PG的市场表现，解析PG在中国数据库产业迭

代浪潮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未来如期来临之际如何拥

抱趋势，拥抱市场；解决产业发展中纷扰的问题，提

升把握机遇、快速发展的能力。

       PostgresConf大会主论坛所有内容源于国际核

心开发者社区，以及国内社区先行者们的实践，演讲嘉

宾依据热点和前沿话题，面向资深技术团队负责人、架

构师、工程总监、高级DBA及开发人员分享未来趋势和

数字化转型最佳创新实践。





JOSHUA
D.DRAKE

POSTGRESCONF联合主席

OLEG
BARTUNOV

俄罗斯POSTGRES-
PROFESSIONAL创始人

IBRAR
AHMED博 士

《POSTGRESQL 9X之巅》
作者

Kaigai
Kohei

日本HeteroDB创始人



BRUCE
MOMJIAN
EDB数据库专家
PG全球核心组成员

SIMON
RIGGS

2NDQUADRANT(第二象限)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JIM
MLODGENSKI

POSTGRESCONF联合主席
原OPENSCG CTO

Michael 
Meskes

德国Credativ集团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



团结就是力量！
创造PG产业协同的价值

金融行业应用

高可用架构

PG中国生态

PG与人工智能 [ AI ]

PG智能运维

ThE PowER oF WE
前沿内核架构

数据迁移 GIS

专 题 设 置

        以创造PG产业协同的价值为办会理念，将与IBM、微软、浪潮，华为等众多国际知名和行业领先
的企业合作，拟共建包括且不限于如上分论坛。囊括当前最火热的数据库技术与话题，覆盖PG技术各类
行业应用场景。



1000+位 80+位 40+家 20+家

参会者 演讲嘉宾 参会企业 赞助商



8年以上 5~8年 3~5年 3年以下

拥有8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参会者占42% 拥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参会者占40%

参会者工作经验占比



软件/计算机/IT服务            银行                  电商/O2O/快消           能源/健康            教育/服务             互金         
政府/公共事业/非盈利机构

软件／计算机／IT服务                        金融                           电商／O2O／快消             能源/健康                         
教育/服务          

参会者行业占比前五位





合作媒体



PostgresConf CN有五种会话方式
       如果您使用PostgreSQL并且有一个有趣的案例，我们很乐意听取
您的意见。 我们正在寻找能够通过向工程师和数据库管理人员介绍新
技术、新思想、创意和解决方案来PostgreSQL社区的演讲者。

45min
专题技术讲座 

40min
业务和用户案例演讲 

20-30min
轻松技术 

90-120min
深度技术课程培训 

5min
闪电演讲 

1. 技术讲座 （45分钟）

技术讲座内容丰富，包括示例、代码或演示。 它们应该帮助听众理解复杂的

概念或行为，或者演示如何使用服务、软件库或工具。 

最受欢迎的业务与用户案例：

汪洋：《平安PG开发运维实践》

3. 业务和用户案例演讲 （40分钟）

业务和用例会谈描述了一个场景，该场景

将与许多其他与会者产生共鸣，并提供一

系列明确的内容，观众可以使用这些内容

来解决他们自己组织中的类似挑战。
去年的PGOPEN的三次非常受欢迎的技术讲座：

德哥：《PG实时多维分析实践》

Joshua Drake：《PG逻辑复制的威力》

2. 深度培训课程 （90分钟）/ 或者技术培训 

（收费参加的培训）

提供给参与者通过实践来学习的环境，让参加人员知道如何做一些新的事情。  

4. 轻松技术 （20-30分钟）

流行技术的讨论，但不仅限于PostgreSQL的使用。 

适合所有PostgreSQL生态相关的主题。 

5. 闪电演讲 Lightning Talks（5分钟）

闪电演讲将展示Postgres的功能和应用场景，并

演示开发人员在企业中使用Postgres的新方法。 

最重要的是，闪电会谈将为具有独特创新想法的

个人和企业提供展示其独创性的机会。 

最受欢迎的深度培训课程：
唐成：《PG技术内幕与优化技术》



演讲者注意事宜

 交通及住宿 注册发言人（演讲者） 演讲者简介/传记

如果您的提交被接受，并且您的雇主支付

您的交通和住宿费用，他们将有资格作为

赞助商在官网宣传（美国和中国）

• 演讲者应报名参加会议 （官网报名方式）

• 演讲者不支付会议注册费 

• 演讲者应使用'PostgresConf Speaker / 会议

演讲人注册类型进行注册

 必须提交您的简介和传记及个人照片

请通过:meeting@postgresqlchina.com邮箱提交所有提案。





• 与国内外数据库社区联系

• 和专家一起探索新功能，技术和方法

• 了解如何大规模部署关键任务型应用

• 了解基础软件国产化的最新动态和进展

PostgresConf 2019门票价格与权益

票种 类型 价格 权益 数量

A票

B票

C票

D票

主/分论坛

培训日

通票

通票+周边

门票+礼品（服饰/书）

门票+礼品（服饰/书）

门票+礼品（服饰/书）+纪念章

门票+礼品（服饰/书）+纪念章
+高级定制周边产品

199

199

299

399

300

300

300

200



议题招募 早鸟票销售
PG年度技术评

选申报
议题评审 嘉宾报道 主论坛开幕

4月1日-5月20日 4月5日-5月30日 4月1日-6月10日 5月20日-5月27日 7月3日  9:00 7月4日  8:30



业务合作：13001748183 或 0531-88235882转58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