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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以下单位的支持



年会概况

⚫ 征集论文1471篇

⚫ 录取及发表论文735篇

⚫ 受邀宣读论文122篇

⚫ 316位行业专家参与评审

⚫ 1场全体大会

⚫ 开发者大会1场

⚫ 青年科学家论坛1场

⚫ 专题分会42场

⚫ 技术分会23场

⚫ 同期会议4场

⚫ 523场精彩报告

⚫ 3501参会嘉宾

⚫ 展览面积10000㎡

⚫ 112家参展商

⚫ 10场技术分享

⚫ 1场采配活动

⚫ 15000+人次参观展览

⚫ 2021 C-V2X“四跨”（沪苏锡）先导应用

实践活动

⚫ 汽车工业饶斌奖颁奖-李书福

⚫ FISITA奖章颁奖仪式-付于武

⚫ 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颁奖典礼

⚫ 2022年度中国汽车技术趋势发布

⚫ 2021中国汽车技术首脑（CTO）闭门峰会

会议规模 征文 展览规模 同期活动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会议回顾



会议概况

SAECCE2021年会共组织1场全体大会、42场专题分会、23场技

术分会（论文交流）、1场开发者大会、1场全球青年科学家论

坛、4场并行会议，共奉献523场精彩报告；相较2020年会议规

模和参会人数均由增长，共吸引500余家单位派出3501位代表

参会。

参会人员中整车企业代表占比约30%，高校及科研院所代表占

比约30%

参会人员中管理层人员占比18%，科研人员占比约53.5 %



参会代表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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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29.38%

30.82%

9.70%

3.62%

6.01%

2.59%

3.04%

5.11%

0.86%

0.55% 1.17% 0.52%参会代表所属机构类型

政府/行业协会（法律、法规、标准体系）4.63%

高校/科研院所29.38%

整车制造企业或其技术中心30.82%

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软件+硬件）9.7%

软件算法科技公司（偏软件）3.62%

零部件供应商（偏硬件）6.01%

测试&试验设施、设备2.59%

产品认证&检测3.04%

汽车制造装备供应商5.11%

材料公司0.86%

生产、城市规划设计院0.55%

咨询公司1.17%

媒体0.52%

参会代表数据分析



17.09%

7.59%

10.80%

19.85%

14.33%0.90%

0.93%

0.45%

0.21%

9.60%

16.33%

1.93%参会代表部门类型分布

管理层17.09%

基础研究7.59%

应用研发10.80%

设计与开发19.85%

工程/工程师14.33%

生产/制造0.90%

质量管理0.93%

采购/贸易0.45%

财务/会计/控制0.21%

市场/销售/战略9.60%

学生16.33%

其它 1.93%

参会代表数据分析



全体大会

主持嘉宾

李开国，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

演讲嘉宾

李骏，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李克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智能创新中心
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

卢放，东风岚图CEO&CTO

李伟，长安汽车执行副总裁

赵姝岩，博世智能驾驶与控制事业部中国区副总裁、智能驾驶解决方案研发
负责人

曲涛，嘉实多（上海）管理有限公司技术总经理

➢ 本届大会以“汽车+X，双碳背景下汽车科技创新”为主题，在开幕式&主旨报告中深刻地讨论了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

的发展趋势，深度探讨跨产业协同衔接，统筹推进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等产业深度融合。来自世界汽车产业的专家与技术精英欢

聚上海，聚焦发展态势及技术信息等内容分享行业观点。

➢ 主旨报告环节共邀请6位来自国内外汽车领域的高层演讲嘉宾



分会场概况
SAECCE 2021年会会议组织充分利用行业资源，共组织分会场71场。共有8816人次听会，平均每位参会代表参加3场分论坛。相比2020年分会

场参会人次6859提高28.50%

会议内容基本涵盖智能网联汽车“三纵两横”
技术架构关键技术领域，专题演讲完全覆盖智
能网联汽车各项关键技术。

内容覆盖整车共性技术层面、电驱动、燃料电池、
动力电池、充换电技术。其中，燃料电池、动力
电池成为热点讨论话题。

内容覆盖商用车、内燃机及排放控制、动力学、动力系
统、NVH、测试及仿真、轻量化、制造、法规、技术
管理等相关领域。其中，双碳驱动下的混合动力系统及
其控制技术、商用车、汽车动力学为热点讨论话题。

智能网联汽车领域

会议20场

新能源汽车领域

会议16场

关键共性技术领域

会议35场

受关注度较高的会场

E01: 智能网联汽车融合感知技术

E04: 电子电气信息架构

汽车开发者大会

E11: 智能网联汽车控制

E05: 功能型无人车技术创新与行业发展

E12: 自动驾驶测试评价技术

E06: 智能网联汽车预期功能安全

E07: 智能汽车人机交互技术

E14: 自动驾驶与人工智能

受关注度较高的会场

N04：动力电池产品应用及测评新技术研讨会

N05：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关键技术

N02：线控制动与底盘智能控制技术

N01：新能源汽车智能充电技术研讨会

P02：轮毂电机与分布式驱动技术暨第三届汽车轮毂电
机驱动技术高端论坛

N11：动力电池热失控及安全预警技术

N10：双碳背景下智能电动车低能耗技术

N07：燃料电池测试评价技术

N06：整车一体化热管理技术研讨会

受关注度较高的会场

C02：双碳驱动下的混合动力系统及其控制技术

P03：第七届中国载货车技术年会及商用车技术专题分会
场

O04/OT4：汽车运动性能动力学与控制

Y01：全球青年科学家论坛

P04：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磁兼容分会2021年会暨第3届
汽车电磁兼容技术研讨会

L01：智慧设计驱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

C01：双碳目标驱动下的高效车用内燃动力及碳中性燃料

O02：中瑞论坛：安全、智慧与智能的交通

L02：汽车轻量化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



年会征文

收到论文投稿共1471篇，年会录取论文735篇 录取率50%

⚫ 11篇论文入选《汽车工程》

⚫ 6篇入选《汽车技术》

⚫ 14篇入选《汽车工艺与材料》

⚫ 2篇入选《汽车工程学报》

⚫ 105篇入选《2021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文集精选》EI检索

⚫ 596篇入选《2021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收集数量 885 980 1025 1393 1471

录取数量 456 443 531 730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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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展览回顾



展览概况

2021SAECCE年会技术展览展出面积达到10,000㎡，吸引了

112家企业前来参展，参观人数达到15000人次。上汽集团、博世、

日立安斯泰莫、联合汽车电子、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金溢科技、大唐

高鸿、万集科技、星云互联、镭神智能、华录易云、上海智驾、罗德

与施瓦茨、是德科技、ANSYS、博士隆、嘉实多均悉数到场；展品

涵盖智能网联/新能源/轻量化/仿真测试领域前沿技术与解决方案。

现场“多功能技术分享区”共计10家企业参与演讲和展示。此

外还增设了为期半天的汽车供应链采配会，吸引了包括上汽大众、智

几汽车、法雷奥、船舶集团七一一研究所，等在内的8家采购商。

3天技术展览展示了汽车产业前瞻最新技术，有效促进了汽车行

业上下游的交流与合作，成为汽车行业最受认可的国际技术交流和展

示平台之一。



展览概况



展商数据与反馈

参展企业112家

展出面积10,000㎡

部分展商参展评语

95%展商对展会现场效果感到满意

88%展商对现场观众专业程度非常满意

80%展商对现场观众数量表示满意

85%展商愿意继续参展

80%展商会优先考虑SAECCE年会作为新品

发布/新技术分享的平台

99%展商通过SAECCE年会接洽到重要目标

客户

“SAECCE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无论是从年会高效地组织、专业广泛的参观客户群、以及符合行

业热点需求的技术论坛，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罗德与施瓦茨是车联网行业领先测试方案供应商，我们

很开心能参加活动，也希望能看到越来越多新朋友和新的车联网产品方案，追赶国家新基建发展的东风，

一起为车联网行业的发展添砖加瓦。智能网联，驱动未来，愿学会活动越办越好。”

罗德与施瓦茨（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展会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是企业与前沿交流的

窗口。在SAECCE年会上，智慧交通领域相关企

业将百家齐放、各显神通。希望今后SAECCE能

够越办越好！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SAECCE人了解到了博世集团的产品与技术，

同时会议主题于展览内容能紧密结合，现场遇到很

多来自整车企业的老朋友，是目前汽车行业中的专

业盛会。

博世集团

展商数据



专业观众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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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1年专业观众参观人数

2021年专业观众参观人次达15800，观众多数来自上海、北京、江苏、湖北、广东、吉林几个汽车产业集群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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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观众数据分析

0.86%

2.01%

2.30%

3.04%

4.25%

4.94%

6.43%

8.15%

9.12%

11.08%

11.83%

17.05%

18.94%

生产、城市规划设计院

材料公司

媒体

产品认证&检测

汽车制造装备供应商

政府/行业协会（法律、法规、标准体系）

软件算法科技公司（偏软件）

测试&试验设施、设备

咨询公司

零部件供应商（偏硬件）

高校/科研院所

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软件+硬件）

整车制造企业或其技术中心

观众公司业务分布

SAECCE年会技术展览吸引全球汽车行业各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及职能的专业观众。

50%的观众来自技术研发岗位；56%的观众有采购建议权及最终决策权

24%

20%

18%

20%

7%

4%
3%

2% 2%

观众所在部门分布

市场/战略 管理层 设计与开发

应用研发 科研研究人员 工程管理

生产/制造 采购/贸易 其它

按职能分类



专业观众数据分析

整车开发

电控系统

电池系统

基础设施

电机及驱动系统

关注新能源汽车技术

观众占比14.17%

关注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观众占比61.88%

高精度动态地图&定位

产业应用与落地运营

基础设施

云平台与大数据

预期功能安全

示范区

智能座舱

整车开发

车规级AI芯片

传感器及感知芯片

车联网

关注共性汽车技术

观众占比9.03%

汽车空气动力学

汽车电子

轻量化

车身

装备&制造

内燃机

NVH

底盘与车辆动力学

汽车主被动安全

整车测试

数据采集和信号分析

5G及通信测试

自动驾驶汽车模拟

可靠性/生命周期测试

电磁兼容测试

传感器和转换器

电器系统和电池测试

关注汽车测试技术

观众占比14.92%

SAECCE年会技术展览的观众对汽车从设计到最终制造的整个产业链技术和产品都感兴趣，其中新能源汽车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共性汽

车技术、测试技术相关领域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受到重点关注！



专业观众数据分析

17.04%

12.16%

3.68%

47.7%

14.59%

4.83%

评估参展可能性

寻求新的供应商
或合作伙伴 收集市场信息

寻找新产品、获
取最新行业趋势

采购与寻找代
理产品

巩固与商业伙伴
的合作关系

参观目的

SAECCE年会技术展览吸引全球汽车行业各个领域的观众，包括智能网联、电机电控、测试技术、软件方案和整车制造

等相关市场。



技术展览观众参观团

• 展团亮点：香港展团和地方展团。香港展团参与企业为20家，地方展团为14家。

• 展区亮点：智能网联展区及测试展区初步形成规模，分别占展览总面积的38%及27%。

• 今年新设为期半天的供应链采配会，吸引了包括上汽大众、智几汽车、法雷奥、船舶集团七一一研究所，
等在内的8家采购商。为技术展览聚拢了一定的人气。

本届SAECCE年会专业观众参观团成团7个，具体如下：吉利汽车、Stellantis、上海前晨汽车、三一重工、华为、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大学



展览同期技术分享

作为SAECCE年会技术展览的同期亮点活动，2021年的“多功能技术分享区（Technical Theater）”针对智能网联汽车最新技

术进行了分享及演讲。3天共举办10场技术分享，收获了企业的一致好评，进一步促进了展商和观众的交流互动。

此外，2021SAECCE新设为期半天的供应链采配会，吸引了包括上汽大众、智几汽车、法雷奥、船舶集团第七研究所，等在内

的8家采购商。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同期活动



2021中国汽车技术首脑（CTO）闭门峰会

2021年10月19日，2021中国汽车技术首脑(CTO)闭门峰会在年会期间成功召开。

本届峰会以“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发展”为主题，旨在讨论在当前全球汽车行业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下，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加速

推进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应用与融合，通过专业、全面、多元的跨界升级，重塑

汽车科技创新领域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峰会邀请到来自东风、长安、上汽、北汽、广汽、比亚迪、吉利、小鹏、江铃、蔚

来、日产、国汽智联、博世、采埃孚、华为、法雷奥、康明斯、舍弗勒、佛吉亚、

东软睿驰、斑马智行、百度、腾讯、地平线等30多家企业的44位企业CTO及技术

负责人参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国汽战略院执行院长侯福深先生，上海蔚来汽车有限

公司执行副总裁周欣先生、AVL李斯特中国区总经理姜宏博士分别就2022年度中国

汽车技术趋势、智能电动汽车科技创新-蔚来的思考和实践、预期功能安全与网络安

全等进行引导发言。



为进一步促进车联网C-V2X商业化落地，推广以城市/区域为载体

的“车-路-网-云”规模化示范应用，IMT-2020（5G）推进组C-

V2X工作组、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等单位于2021年10

月19-22日在上海市嘉定区、苏州市相城区、无锡市锡山区开放

测试道路协同开展2021 C-V2X“四跨”（沪苏锡）先导应用实

践活动。

本次活动全面依据国内车联网标准体系实现技术开发，重点部署

演示C-V2X支持城市智慧交通车路协同应用，推动建立“车-路-

人-云”全面连接的高效、安全的城市智慧交通出行生态。先导应

用实践活动将包括“跨芯片模组、跨终端、跨整车、跨安全平台

的”车联网C-V2X“四跨”互联互通应用实践、5G赋能智能驾驶

两大部分。

2021 C-V2X“四跨”（沪苏锡）先导应用实践活动



2022年度中国汽车技术趋势发布

围绕节能与新源汽车技术路线图“九大领域”，聚焦2022年度“三类”技

术趋势，面向企业CTO、专家学者、技术骨干等开展调查与研究，采用德尔

菲调研方法，开展了4轮专家调研与讨，最终形成2022年度汽车十大技术趋

势和细分领域的年度技术趋势成果。

分别是：

100TOPS以上车规级计算芯片即将在2022年实现量产装车；

第三代半导体电机控制器在2022年将实现多厂家量产应用；

安全性技术提升推动300Wh/kg高比能动力电池实现装车应用；

长寿命燃料电池系统在2022年将在商用车实现多场景应用；

基于专用平台的纯电动乘用车市场占有率将超过65%；

高性能纯电动乘用车在2022年将普遍采用800V电压平台；

智能热管理技术大幅提升动力电池低温适应性，加快多车型搭载应用；

域控制器实现技术突破，由单域控制向跨域融合形态过渡；

整车信息安全防护技术实现从边界防御向主动纵深防御体系跃升；

DHT混合动力系统在2022年将达到150万套应用。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会士授予仪式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会士是个人会员的最高级别，同时也是学会赋予

个人会员的最高荣誉。会士称号授予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并对行业

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经过评审，共7位专家荣获2021年度中

国汽车工程学会会士称号，他们是：

丁荣军，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无锡智能控制研究院院长

陈虹，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院长、特聘教授

陈上华，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副总经理

李伟，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王建强，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王璋，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王震坡，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教授、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

验室主任



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颁奖典礼

“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主办，为充分发

挥科技奖励的导向作用，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促进汽车工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而设立。

经“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评审，本年度共有41

个项目获奖，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9项、二等奖9项、三等奖22

项；4人获得“中国汽车工业优秀科技人才奖”，4人获得“中国

汽车工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奖”。



汽车工业饶斌奖颁奖

中国汽车工业饶斌奖，是备受瞩目的中国汽车工业企业家奖。

旨在奖励中国汽车工业创建以来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做出卓

越贡献的优秀人才。

“饶斌奖”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主办，北京华汽汽车文化基金

会特别支持。

2021年，广泛征求中国机械工程老领导、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贸促会汽车

行业委员会、中国汽车报、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及业界专家、

学者等各方面人士意见，经慎重考虑，决定颁发给吉利控股集

团董事长李书福先生。



FISITA奖章颁奖仪式

FISITA杰出贡献奖每两年评选一次，以表彰全球范围内对汽车产业

做出卓绝贡献的行业领袖。

FISITA终身名誉主席，清华大学教授赵福全代表世界汽车工程学会

联合CEO Chris Mason先生宣读FISITA贺信，李骏院士、张进华

秘书长与赵福全教授一起为FISITA杰出贡献奖获奖嘉宾付于武理事

长颁奖。



2021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作者 论文名称 学位授予单位 导师

优秀奖

于 亮 湿式换挡离合器摩擦元件滑摩界面摩擦状态差异性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马 彪

刘 鹏 重载柴油机余热回收有机朗肯循环匹配方法与实验研究 天津大学 舒歌群

沈沛鸿 插电式混合动力商用车工况自适应能量优化管理 同济大学 赵治国

张国宾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三维多相建模与多孔介质流场设计 天津大学 焦 魁

范钦灏 点燃-压燃模式的燃料燃烧交互及专用燃烧系统研发 清华大学 王 志

段京良 自动驾驶汽车的值分布强化学习型自主决策 清华大学 成 波/李升波

洪吉超 基于运行大数据的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安全控制策略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王震坡

徐成善 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热失控蔓延与抑制 中国农业大学 江发潮

韩 伟 集成式电子液压制动系统液压力控制算法研究 同济大学 余卓平/熊璐

提名奖

牛嗣哲 铝合金/超高强钢电阻铆焊机理与方法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李永兵

史 程 掺氢转子机着火、燃烧及产物规律的数值模拟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纪常伟/葛蕴珊

刘玉龙 智能商用车转向控制与换道轨迹规划研究 清华大学 季学武

肖顺根 往复压缩机传动机构间隙碰磨动力学特性研究 上海大学 刘树林

张 寒 考虑驾驶员特性的电动轮汽车稳定性与主动容错控制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万忠

赵万辉 喷雾火焰相互作用大涡模拟研究 天津大学 卫海桥

郭泽洲
复合喷射模式下丙酮一丁醇一乙醇 (ABE)/汽油双燃料发动
机燃烧及排放特性研究

吉林大学 于秀敏

曹 重 无人驾驶汽车规则与自学习混合决策方法研究 清华大学 杨殿阁



Automotive Innovation 2020 Best Paper Award

为加大优秀科研成果的传播力度，表彰优秀的论文作者，经过编

辑部提名、同行评议广泛评审和评审委员会终评的三轮严格审查，

《Automotive Innovation》遴选出2篇优秀论文。

深圳大学李国法团队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Enabled Decision-Making for 

Autonomous Driving at Intersections

南安普顿大学Jediah Richard Clark团队

Automated Vehicle Handover Interface Design Focus 

Groups with Learner,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Drivers



《汽车工程》2020优秀论文奖

为加大优秀科研成果的传播力度，表彰优秀的论文作者，经过编

辑部提名、同行评议广泛评审和评审委员会终评的三轮严格审查，

《汽车工程》遴选出4篇优秀论文。

论文题目 论文作者

智能网联汽车云控系统及其实现 李克强，常雪阳，李家文，许庆，高博麟，潘济安

基于预期偏移距离的人机权值分
配策略研究

陈无畏，王其东，丁雨康，赵林峰，王慧然，谢有
浩

复合功率分流系统发动机起动鲁
棒优化控制

赵治国，范佳琦，蒋蓝星，唐旭辉，付靖

喷油比对复合喷射汽油机暖机过
程燃烧和排放的影响

孙平，刘泽，刘少振，于秀敏，曹智，杨松



2021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优秀论文奖

编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作者

2021CSAETTC
-041

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可靠耐久试验方法
研究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郭温文，李剑铮

SAECCE2021-
ART-038

基于用户大数据的电子助力制动器可
靠性工况特征研究

上海理工大学 赵礼辉，周驰，徐侃峰，王震，郑松林

SAECCE2021-
CIT-050

基于功能安全要求的线控转向系统开
发及验证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研
发总院

常秀岩，高尚，姜廷龙，侯慧贤，张建
伟

SAECCE2021-
EE-015

SCR催化器温度在线预估算法及试验
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岳广照，孙振茂，田广东

SAECCE2021-
ICV-093

自动驾驶汽车-行人交互研究综述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
国家重点实验室

胡宏宇，刁小桔，高菲，高振海

SAECCE2021-
ICV-101

基于线性自抗扰控制的自动驾驶车辆
纵向加速度控制算法研究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
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国迎，赵选铭，文良浒，郑修磊

SAECCE2021-
NVH-052

基于某纯电动车的低频制动噪声优化
研究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汽车工程研究院

祝丹晖，杨乐，Charles Zhang

SAECCE2021-
NVH-072

双离合变速器车传动系统撞击声建模
与仿真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张志军，唐禹，杨宪武，田雄，徐建春



2021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优秀青年论文奖

编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作者

SAECCE2021-
CIT-021

基于线性自抗扰控制的汽车ABS滑
移率控制研究

江苏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
院

苑磊，何仁

SAECCE2021-
EV-104

基于25%小偏置碰的车身结构研究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崔营营，衣本钢，田洪生，毛立忠，闫军
飞

SAECCE2021-
ICV-068

一种基于强化学习的小库位自动平
行泊车运动规划方法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孙宏伟，陈慧，宋绍禹

SAECCE2021-
ICV-092

基于交通风险评估的个性化换道触
发研究

吉林大学 朱乃宣，高振海，胡宏宇，吕颖，赵伟光

SAECCE2021-
IEE-039

基于两级高能点火和被动预燃室的
高压缩比汽油机燃烧及排放特性研
究

同济大学
施佳叶，王金秋，邓俊，缪新轲，刘逸晖，
李理光

SAECCE2021-
NVH-081

机电复合传动系统扭转振动主从控
制方法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
院

张伟，刘辉，张勋，张万年，王珍，严鹏
飞

SAECCE2021-
TM-013

基于专利分析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与经济评价体系的研究

长安大学汽车学院
陈轶嵩，邢云翔，熊晓琴，兰利波，曹莹，
刘永涛

SAECCE2021-
TM-053

区块链及其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
验室 &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
技术战略研究院

朱光钰，赵福全，郝瀚，刘宗巍

SAECCE2021-
VE-033

基于BP神经网络算法预测的重型半
挂汽车列车AEB控制策略研究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东风商
用车技术中心

郭祥靖，孙攀，邓杰，刘勇，刘壮，刘双
平



汽车开发者大会

汽车开发者大会（Automobile Developers Conference）由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

心与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共同主办，旨在汇聚智能网联汽车行业权威专家、头部企业、

高校及科研院所，与开发者共同构建产业生态体系。

本届大会以“中国芯片·中国软件 铸中国汽车魂”为主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开发者探

索科学前沿领域，共同探讨未来智能网联汽车的新技术、新模式、新生态，聚焦创

新，智领未来。本届大会共有来自70余家企业、400余位开发者参会，央视频等10+

权威媒体现场直播。大会围绕自动驾驶算法、整车技术平台、操作系统、车规级芯

片等当前产业链条上的共性技术，邀请行业领军专家、企业技术领袖就聚焦领域的

产业创新生态发展与建设提出真知灼见，邀请了倪光南院士、殷承良教授等专家进

行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专业分享，并有来自华为海思、腾讯、普华基础软件、北斗

星通等11位嘉宾发表了主题演讲。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汽车开发者生态正式启动，

创新中心将携手产业各方力量，凝聚中国开发者智慧，推动中国汽车产业百年之变，

实现汽车强国梦想。



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宣传推广



宣传执行情况 – 媒体合作概况

媒体渠道
声量统计：1.5亿全网曝光量，6200万+阅读量

数量70+，覆盖中央电视台、党媒央媒、综合类权威媒体、财经领
域及汽行业媒体平台，第一时间对年会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

特别鸣谢与支持媒体6家

官方宣传平台3家

特别合作媒体、战略合作媒体各1家

深度合作媒体3家

大会特邀合作媒体50+家

直播渠道

全网观看量：500万+人次在线观看

14家媒体及直播平台对年会全体大会开幕式、汽车开发者大会，
同步推送

央视频、科创中国、科技工作者之家、中国知网、汽车之家、搜狐汽车、新浪汽车、懂车帝、ev

视界、电车资源、智驾网、Bilibili、deep tech深科技、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视频号



宣传执行情况 –央媒系报道

10月20日， CCTV—13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播出
2022年汽车技术新趋势发布聚焦新能源和智能网联



宣传执行情况 –各门户网站及专题报道



宣传执行情况 –重点新闻媒体报道截图



2022活动更精彩

第九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CICV 2022），2022年5月，北京·亦庄

2021年12月-2022年5月，演讲与展览申请阶段

2022年3月-5月，参会报名阶段

网址：www.cicv.org.cn

第十四届国际汽车变速器及驱动技术研讨会（TMC 2022），2022年7月

2021年12月-2022年5月，演讲及展览申请阶段

2022年4月-7月，参会报名阶段

网址：www.transmission-china.org

2022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SAECCE 2022），2022年11月

2022年1月10日-4月25日，论文征集与投稿阶段。50%录取率，10% EI检索率，部分论文将收

录发表至《汽车工程》、《汽车技术》、《汽车工程学报》、《汽车工艺与材料》等期刊

2021年12月-2022年9月，演讲与展览申请阶段

2022年7月-11月，参会报名阶段

网址：www.saecce.org.cn

http://www.cicv.org.cn/
http://www.transmission-china.org/
http://www.saecce.org.cn/


联系我们

马月轩（Sylvia）

邮箱：Sylvia.ma@sae-china.org

手机：131 6604 3529

城市：上海

关注SAECCE微信公众号
获取大会最新动态

关注“汽车学会”微信公众号
获取行业相关信息

年会官网：www.saecce.org.cn

SAECCE订阅号 SAECCE服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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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zyy@sae-china.org
mailto:kty@sae-china.org
mailto:kty@sae-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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