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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urrent

Events

10月19日
October 19th

09:00-12:00

E01
智能网联汽车融合
感知技术
Fusion-based
Perception
Technique of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N01
新能源汽车智能充
电技术研讨会
New Energy
Vehicle Smart
Charging
Technology

P01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年会知识产权峰会
China-SA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mmit

A01
轮胎与车辆动力学
院士论坛-“智在融
合 慧聚时代” 智能
时代的动力学研究
Academician
Forum on Tire and
Vehicle Dynamics

OT1
2021年（第二届）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
技术论坛
FSC Technical
Forum

CT1
汽车排放降碳减排
协同控制新技术
Vehilce Exhaust
Pollutant &
Carbon Emissions
Cooperative
Control Novel
Technologies

E02
汽车芯片技术创新
与产业发展论坛
Automotive Chip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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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b Motor and
Distributed Driving
Technology & 3nd
Forum on In-
wheel Motor
Driving
Technology for
Automobiles

N02
线控制动与底盘智
能控制技术

OT2
仿真与测试技术分
会场
Simulation and
Testing
Technology

N03
车用动力电池碰撞
安全与保护
Crash Safety and
Protection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L01
智慧设计驱动新能
源汽车轻量化
Smart Design to
Drive Lightweight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E03
自动驾驶动态地图
与定位技术
High Definition
Dynamic Map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中国汽车技术首脑
（CTO）闭门峰会
Closed-door
Chinese
Automotive CTO
Summit

技术展览

试乘试驾活动

14:00-18:30 开幕式及全体大会

19:00-20:30 GALADINNER

10月20日
October 20th

09:00-12:00

开发者大会

E04
电子电气信息架构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N04
动力电池测试技术
Conference on
Power Battery
Utilization and
Testing
Technology

O01
汽车产业与技术管
理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NT1
电动汽车的优化设
计
Optimum Design
of Electric Vehicle
NT2
混合动力汽车的优
化技术
Optimized Control
of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M01
智能工厂实践探索
与展望
Intelligent Factory
Practical
Exploartion and
Prospect

C01
双碳目标驱动下的
高效车用内燃动力
及碳中性燃料
High Efficiency
Combustion
Engine of
Automobile and
Carbon Neutral
Fuel for Dual
Carbon Target

嘉实多E启助力电
气化未来闭门论坛

N05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驱动系统关键技术
Key Technology of
Energy Saving and
New Energy
Vehicle Drive
System

N06
整车一体化热管理
技术研讨会
Conference on
Vehicle Integrated
Thermal
Management

NVH01/NVHT1
汽车NVH开发与控
制技术
Automotive NVH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Technology

O02
中瑞论坛：安全、
智慧与智能的交通
China-Sweden
Forum: Safety,
Smart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

O03
虚拟车辆仿真助力
汽车行业数字化变
革
Virtual Vehicle
Simulation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utomotive
Industry

E08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
安全
Cyber Security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Y01
全球青年科学家论
坛
Global Young
Automotive
Talents Forum13:30-15:30 E05

功能型无人车技术
创新与行业发展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Unmanned
Ground Vehicle

E06
智能网联汽车预期
功能安全
The Safety of the
Intended
Functionality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

OT3
先进变速器及动力
传动系统
Advanced
Transmission and
Driving System

MT1
先进制造技术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C02
双碳驱动下的混合
动力系统及其控制
技术
Hybrid Powertrain
System and its
Control
Technology

E07
智能汽车人机交互
技术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echnology for
Avs

NVH02/NVHT2
汽车声品质设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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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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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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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le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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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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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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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
燃料电池与动力电
池技术
Tchnology of Fuel
Cell and Power
Battery

MT2
装配技术
Assembly
Technology

ET1
芯未来
The Future of
Chips

10月21日
October 21th

09:00-12:00

P03
第七届中国载货车技
术年会及商用车技术

专题分会场
China Trunk
Technology
Conference

E10
智能网联汽车创新
应用示范
Intelligent
Networked Vehicl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Demonstration

E12
自动驾驶测试评价
技术
Automatic Driving
Test and
Evaluation
Technology

E14
自动驾驶与人工智
能
Autonomous
Driv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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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China SAE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Committee & 3#
EMC Technology
Seminar

LT1
轻量化与车身技术
Lightweight and
Vehicle Body
Technology

CT2
先进汽油机、混动
及关键技术
Advacned SI &
Hybrid Eninge and
Key Technology

N07
燃料电池测试评价
技术
Fuel Cell Test &
Evaluation
Technology

N10
双碳背景下智能电
动车低能耗技术
Low-consumption
Techniques of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s under the
Policy of Carbon
Neutral and
Carbon Integral

N11
动力电池热失控及
安全预警技术
Power Battery
Thermal Runaway
and Safety Early
Warning
Technology
Seminar

M02
汽车智能制造关键
技术开发与应用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Key
Technology of
Intelligent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O06
中美论坛-未来汽
车产业的发展
China-US Forum: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Automotive
Industry

E15
车路协同V2X-技
术、量产与应用
V2X-Technology,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L02
汽车轻量化关键技
术开发与应用
Automotive
Lightweight Ke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13:30-15:30

E11
智能网联汽车控制
Control for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E13
智能网联汽车网络
与数据安全测试评
价技术
Internet and Data
Security Test and
Evaluation
Technology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OT5
技术管理分会
The Branch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OT6
汽车可靠性前沿技
术研讨
Discussion on
Advanced
Technology of
Automobile
Reliability

CT3
氢燃料、新型燃烧
、燃料雾化及零部
件技术
Hydrogen, New
Combustion, Spray
and Components
Technology

N08
先进氢能燃料电池
技术
Advanced Fuel Cell
Technology

ET2
智能汽车决策与控
制技术
Intelligent Vehicle
Decision-making
and Control
Technology

O05
汽车商品性主观评
价标准体系建设研
讨会
Commodity
Subjective
Evaluation
Standard System
for  Vehicles

E16
车联网论坛-车路
协同与智能座舱测
试技术研讨会
IoV Forum: Vehicle-
Road
Collaboration and
Intelligent Cockpit
Testing
Technology
Seminar16:00-18:00

OT7
汽车空气动力学及
热管理技术
Automotive
Aerodynamics and
Therm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CT4
先进柴油机、增压
器及润滑油技术
Advacned Diesel
Engine,
Turbocharger &
Lubricant
Technology

N09
车用燃料电池产业
化关键技术问题
Key Technical
Problem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utomotive Fuel
Cells

ET3
车路协同与交互技
术
Vehicle-Road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Technology



开幕式&主旨报告初步方案 

时间地点：10 月 19日，14:00-18:30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北展馆大会议区 

开幕式（嘉宾邀请中） 

14:00-14:10 嘉宾致辞 

14:10-14:15 FISITA 奖章 

14:15-14:20 汽车工业饶斌奖 

14:20-14:30 会士授予仪式 

14:30-14:50 中国汽车工业科技奖颁奖 

14:50-15:00 未来汽车产业 10大科技趋势发布 

主旨报告（嘉宾邀请中） 

主题：汽车+X，“双碳”背景下的汽车科技创新 

15:00-15:30 万物互联融合发展新生态（智能汽车、智能交通、智慧

能源、智慧城市） 

15:30-16:00 智慧能源融合 

16:00-16:30 低碳汽车产品研发  

16:30-16:50 题目待定（邀请中） 

16:50-17:10 整车企业对实现双碳目标的规划思路 

17:10-17:30 题目待定（邀请中） 

17:30-17:50 可持续供应链的低碳路径 

17:50-18:10 能源展望：在未来交通应用场景中的能源航向 

18:10-18:30 题目待定（邀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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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开发者大会 

时间地点：10 月 20日，09:30-17:10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北展馆大会议区 

9:30-10:00  开幕致辞 

10:00-10:40 从开源大国走向开源强国——倪光南院士 

10:40-11:20 汽车开发者生态战略发布 

11:20-11:30 首批生态伙伴启动仪式 

13:30-13:50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平台发布 

13:50-14:10 面向智能汽车应用开发的 ICVOS产品及开放架构 

14:10-14:30 中国芯+中国软新生态体系如何构建 

14:30-14:50 自动驾驶架构下的高精度定位产品 

14:50-15:10 工业技术软件化——助力汽车产业数字化转型之道 

15:10-15:30 腾讯自动驾驶云，为自动驾驶研发落地提速 

15:30-15:50 构筑新一代智能汽车芯片产业生态 

15:50-16:10 虚拟化技术在座舱应用和发展趋势 

16:10-17:10 “中国芯片·中国软件 铸中国汽车魂”圆桌论坛 

（开发者大会议程或有变动，以当日实际开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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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演
讲

邀
请

工
作

正
在

进
行

中
。

 

会
场

最
终

时
间

、
演

讲
构

成
以

现
场

会
议

情
况

为
准

。



会议名称（中文）： 智能网联汽车融合感知
会议名称（英文）： Fusion-based Perception Technique of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曹东璞 / CAO Dongpu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清华大学教授，加拿大自动驾驶首席科学家
Professor of Tsinghua University; Chief Scientist for Autonomous Driving of Canada

联合会议主席1：

姓名（中英文） 别韦苇 / BIE Weiwe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智能驾驶高速行车项目负责人、高级工程师
Senior Engineer and Intelligent Driving High-speed Driving Project Leader,
Dongfeng Motor Corporation Tethnology Center

联合会议主席2：

姓名（中英文） 李颖 / LI Yi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特别副研究员
Specially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智能网联汽车通过安装在车上的传感器或自组织网络，对道路、车辆、行人、交通标志、交
通信号灯等进行检测和识别，感知所得到的环境与车体自身的信息能为智能网联汽车提供决
策和执行的信息源。智能网联汽车要实行安全可靠运行，通常需要融合多种传感器以进行高
精度定位与精细化感知。本论坛以专题报告形式交流探讨智能网联车辆融合感知技术发展现
状、产业环境、未来趋势等，分享智能网联车辆领域最新科研成果和应用案例，为智能网联
车辆领域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知名企业之间合作搭建桥梁，带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健康
有序快速发展。
The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detect and recognize roads, vehicles, pedestrians,
traffic signs, traffic lights, etc. through the sensors or self-organizing networks
installed on the vehicles, and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vehicle body itself can provide a source information source for
decision-making and execution of the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To
implement the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it is
usually necessary to integrate multiple sensors for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and
refined perception. In the form of a special report, this forum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industrial environment, and future trends of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 fusion-based perception technique, and shares the latest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and application cases in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then builds bridges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well-known
enterprises to drive the healthy, orderl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industry.会议议题（中英文）：
多传感器融合感知技术
Multi-sensor Fusion-based Perception Technique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 融合感知 东风技术中心
2 融合感知 吉利研究院
3 赛灵思： 打造高性能智能汽车感知与

融合
唐晓蕾 赛灵思大中华区销售副总裁

4 融合感知 路特斯
5 自动驾驶融合感知全景理解 许焱 清华大学联培博士
6 融合感知 周圣砚 上海智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创始人
7 车规激光雷达在汽车前装市场的应用 夏云鹏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汽车事业部副总裁
8 融合感知中V2X技术的应用 任世岩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网联事业部总经理

会议名称（中文）： 汽车芯片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论坛
会议名称（英文）： Automotive Chip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Forum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
协办单位（英文）： China Automotive Chips Alliance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邹广才 ZOU Guangca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
Vice Secretary-General of China Automotive Chips Alliance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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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智能网联汽车通过安装在车上的传感器或自组织网络，对道路、车辆、行人、交通标志、交
通信号灯等进行检测和识别，感知所得到的环境与车体自身的信息能为智能网联汽车提供决
策和执行的信息源。智能网联汽车要实行安全可靠运行，通常需要融合多种传感器以进行高
精度定位与精细化感知。本论坛以专题报告形式交流探讨智能网联车辆融合感知技术发展现
状、产业环境、未来趋势等，分享智能网联车辆领域最新科研成果和应用案例，为智能网联
车辆领域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知名企业之间合作搭建桥梁，带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健康
有序快速发展。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detect and recognize roads, vehicles, pedestrians,
traffic signs, traffic lights, etc., through the sensors or self-organizing networks
installed on the car.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sensin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ar body itself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making and execution. To
implement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it is
usually necessary to integrate various sensors for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and
refined perception. In the form of a special report, this forum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industrial environment, and future trends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fusion sensing technology and shares the latest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and application cases in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builds
bridge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well-known enterprises and drives
the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automotive industry's healthy, orderly, and rapid
development.

会议议题（中英文）：
多传感器融合感知技术
Multi-sensor Fusion Sensing Technology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的机遇挑战与应对策

略
原诚寅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2
汽车芯片的供应短缺问题及安全可靠的

设计需求
李兆麟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长聘教授

3
LVDS Serdes & ISP  & Automotive

USB解决方案
王立新 天津瑞发科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4 打造国产化汽车大计算平台 吴雄昂 安谋科技（中国）执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5 面向自动驾驶芯片的异构计算核心架构 郑魁 颖脉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汽车市场产品高级总监

6 AI芯片 李星宇 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副总裁

7 传感器 张麟 博世中国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总监

会议名称（中文）： 自动驾驶动态地图与定位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High Definition Dynamic Map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清华大学
协办单位（英文）： Tsinghua University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杨殿阁 / YANG Diange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自动驾驶地图与定位工作组
组长
Professor of School of Vehicle and Mobility,Tsinghua University; The Group Leader
of Autopilot Map and Positioning WorkingGroup of China Industry Innovation
Alliance for the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伍勇 / WU Yo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北京华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高精地图总监
HD map Director, Beijing Huawei Digital Technologies Co., Ltd.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江昆 / JIANG Ku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自动驾驶地图与定位
工作组秘书长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School of Vehicle and Mobility,Tsinghua University;
Secretary-general of Autopilot Map and Positioning WorkingGroup of China
Industry Innovation Alliance for the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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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自动驾驶地图为车辆提供准确可靠的行驶环境信息，是突破高级别自动驾驶瓶颈不可或缺的
数据基础与技术支撑，地图的鲜度与合规性已成为目前行业关注的重点。本分会从车端实时
感知、大规模建图、动态地图云平台、高精定位技术、地图合规性等多维度分析高精度自动
驾驶动态地图，以提升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与舒适性。
High definition map provides vehicles with accurate and reliable driving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which is an indispensable data founda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high-level autonomous driving. The
freshness and compliance of HD map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industry. To
analyze high definition dynamic map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real-time
perception of the car, large-scale mapping, dynamic map cloud platform,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technology, map compliance, etc., and to improve the safety,
reliability and comfort of the autonomous driving system.

会议议题（中英文）：
自动驾驶动态地图与高精度定位关键技术、面临挑战以及行业应用
High Definition Dynamic Map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Challenges and Industry Applications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0 自动驾驶地图众源更新面临问题与挑战 杨蒙蒙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助理研究员
09:20-09:40 自动驾驶地图实时感知与车载芯片 车国兴 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发有限公司生态发展总裁
09:40-10:00 自动驾驶动态地图云平台 朱大伟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动驾驶地图标准总监
10:00-10:20 基于智能网联汽车的高精时空基准与定

位服务
李庆建 国汽大有时空科技（安庆）有限公司副总裁

10:20-10:40 构建智能汽车高精度定位工业化体系 郦可 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智能驾驶事业部总经理
10:40-11:00 大规模点云地图的并行计算与交互式优

化
高翔 北京智行者科技有限公司定位与地图总监

11:00-11:20 自动驾驶地图安全合法与标准建设 刘建琴 北京华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高精度地图标准首席
11:20-11:40 北斗定位及多源融合定位技术 张正烜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科学家
11:40-12:00 高清地图在自动驾驶产品中的应用实践 张红涛 驭势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地图研发总监

会议名称（中文）： 电子电气信息架构
会议名称（英文）：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会议时间 /地点： 由组委会统一按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协办单位（英文）： China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刘卫国 / LIU Weiguo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整车事业部部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汽车电子电气架构工作组”组长
Assistant to GM and Head of Vehicle BU of China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Professor Level Senior Engineer, and
Leader of  "Automotive EEA Working Group" of China Indust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for Electric Vehicle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李巍 / Vivian L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国信通院泰尔终端实验室智能汽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电子
电气信息架构与网络工作组”组长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of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 of 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Leader of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 Network（EEiN）Working Group of China Industry
Innovation Alliance for the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智能网联汽车从单车智能化逐步向智能化与网联化相融合的路径发展。除了与基础设施网联
通信，智能网联汽车还需进行更加深入的网联协同：V2V、V2P等。自动驾驶推动新型电子
电气架构演进，垂直融合将取代分布协同；软件定义/数据驱动汽车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Intelligent networked Vehicle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single vehicle
intelligence to the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ce and networking. In addition to
networking communication with infrastructure, intelligent networked vehicles also
need to carry out more in-depth networking cooperation: V2V, V2P, V2N, etc.
Autopilot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new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architecture,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will replace distributed collaboration. Software definition / data-
driven vehicle will become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uture.

会议议题（中英文）： SOA和软件架构
SOA and Software Architecture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0 车载高速网络标准化及测试 李巍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智能汽车研究中心主任
09:20-09:40 关于先进电子电气架构的思考 段志飞 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汽车技术中心电子电气架构总负责人
09:40-10:00 基于软件定义汽车的SOA架构设计 唐风敏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电子电气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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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20
全球电子/电气架构发展趋势及在中国
的挑战

Martha Carolina
Sanchez Garcia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电子/电气系统架构高级经理

10:20-10:40
“Car2Cloud”协同创新数据架构赋能
智能网联车

额日特 西部数据汽车事业部资深产品营销经理

10:40-11:00 构建面向服务的车辆功能软件平台 施思明 联合电子软件开发平台高级经理
11:00-11:20 零束银河全栈HPC3.0 孟超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零束软件分公司首席架构师
11:20-11:40 软件定义汽车的理解和实践 李臻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研发管理部高级技术专家

每位演讲嘉宾有20分钟演讲时间
Each Speaker will have 20 minutes for speech

会议名称（中文）： 功能型无人车技术创新与行业发展
会议名称（英文）：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Unmanned Ground Vehicle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北京理工大学
协办单位（英文）：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倪俊 / NI Ju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院长助理、副研究员、博导
Assistant to the De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功能型无人车是智能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自主执行物流、运输、配送、巡逻、零售、清
扫、接驳、救援、侦察、公交等任务，是未来智能交通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素，对我国
智能汽车产业增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会议旨在邀请行业专家共同探讨我国功能型无人
车行业的发展现状与技术创新趋势。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lligent vehicles and the core elements of future smart
transportation and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functional unmanned ground vehicles
can autonomously perform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distribution, patrol, retail,
cleaning, connection, rescue, reconnaissance,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tasks,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lligent
vehicles industry, The purpose of this session is to invite industry expert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rends of China's functional
unmanned ground vehicle industry.

会议议题（中英文）：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我国功能型无人车行业发展与可重构无
人车技术

倪俊 北京理工大学 机械与车辆学院 院长助理/副研究员/博导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路线图
李乔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副秘书长/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
中心战略与标准研究部副总监

功能型无人车仿真测试平台及关键技术 陈涛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监/中汽院智能网联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

全线控底盘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熊璐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基于立体交通的陆空一体化物流解决方
案

李凯 东风悦享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智能汽车虚拟仿真测试评价技术 朱冰 吉林大学汽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待定 孙航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标准所智能网联部部长
自动驾驶综合大脑关键技术与应用 王肖 智行者科技有限公司CTO
末端物流自动驾驶规模化落地的创新应
用

高俊龙 阿里巴巴达摩院自动驾驶实验室技术产品架构部负责人
城市末端无人配送的发展机遇 杨磊 美团无人车配送中心高级技术总监

会议名称（中文）： 智能网联汽车预期功能安全
会议名称（英文）： The Safety of the Intended Functionality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

会议时间 /地点：
10月20日13:30-18:00, 二层会议室（1）
13:30-18:00, October 20th; Conference Room (1), 2F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预期功能安全工作组，清华大学，国家智联汽车创新中心

协办单位（英文）：
China Industry Innovation Alliance for ICV-SOTIF Workgroup; Tsinghua
University；National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 Innovation Center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李骏 / LI Ju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
Academician of China Engineering Academy; President of China SA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Vehicle and Mobility of Tsing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王长君 / WANG Changju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中心负责人/主任
Director of Research Institute for Road Safety of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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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姓名（中英文） 王红 / WANG Ho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清华大学副研究员、智能出行所副所长
Associate Research Professor, School of Vehicle and Mobility, Tsinghua University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从法规、标准、技术、测评、工具等多角度分析智能驾驶面临的预期功能安全相关挑战，从
多维度探讨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解决方案，助力我国智能驾驶技术的发展，降低产品潜在
风险，提升我国智能驾驶车辆预期功能安全。
Analyze challenges related to the SOTIF faced by intelligent driving from
perspectives of regulations, standards, technologies, evaluation and tools, and
discusse SOTIF solutions of intelligent driving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so as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driving technology in China, reduce the
potential risks of products and improve the SOTIF of intelligent driving vehicles in
China.

会议议题（中英文）：
智能网联汽车面临的预期功能安全挑战、解决方案、行业实践及测试评价体系
SOTIF Challenge, solution, industrial practice, test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3:50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预期功能安全挑战、

解决方案及行业实践
王红 清华大学副研究员、智能出行所副所长

13:55-14:15
智能网联汽车交通规则遵守与危险交通

状况应对能力提升研究
周文辉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机动车辆安全研究室主任

14:20-14:40 基于融合体系的自动驾驶预期功能安全 周时莹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智能网联开发院副院长

14:45-15:05
基于智慧城市-智能交通-

智能车辆SCSTSV融合一体化感知技术
张新钰 清华大学高级工程师

15:10-15:30
基于典型自动驾驶功能的预期功能安全

流程实践及量化评估方法研究
秦孔建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15:35-16:00 茶歇 Coffee Break

16:00-16:20 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产品开发与工具链 王博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前沿技

术事业部总经理
16:25-16:45 车辆智能管理技术规范 袁建华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16:50-17:10
自动驾驶感知系统的SOTIF测试评价方

法研究
陈君毅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讲师

17:15-17:35
高速巡航功能HWP的SOTIF测试评价

方法研究
张玉新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副教授

17:40-18:00
港城运输场景下智能重型载货汽车的预

期功能安全探索
王潇屹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前瞻技术部功能安全
经理

每位演讲嘉宾有20分钟演讲时间+5分钟问答时间
Each Speaker will have 20 minutes for speech and 5 minutes for Q&A

会议名称（中文）： 智能汽车人机交互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echnology for Avs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吉林大学
协办单位（英文）： Jilin University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高振海 / GAO Zhenha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院长、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Dean, School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 of Jilin University;
Director,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utomotive Simulation and Control, Jilin University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汽车座舱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从机械时代、电子时代、再到信息互联网时代，每
一个时代的到来都伴随着巨大的变革与突破。现在的智能座舱正处于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到未
来人工智能时代的过渡阶段，信息互联网时代产生的庞大的数据以及随着机器学习不断智能
化，在这两方面驱动之下，智能座舱将会为用户带来自动驾驶、AI场景化服务以及沉浸式的
体验。智能座舱的实现，需要对单一的功能产品进行复杂功能的集成，智能座舱的功能融合
必然会带来全新的挑战。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r cockpit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from the
mechanical age, the electronic age, and then to the information Internet age. The
arrival of each era is accompanied by huge changes and breakthroughs.The current
smart cockpit is in the transitional stage from the era of Internet big data to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uture. The huge data generated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Internet and AI that continues to be intelligent with machine learning,
driven by these two aspects of data, the car cockpit It is constantly changing
towards a smart cockpit.The future smart cockpit will provide users with
autonomous driving, AI scene-based services,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The
realization of this kind of smart cockpit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complex
functions for a single functional product. On this basis,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between the systems are integrated. The integration of smart cockpits will
inevitably bring new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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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题（中英文）：
智能汽车驾乘新体验设计 Driving Experience Design for AVs
AI驱动的智能座舱技术AI-driven Smart Cockpit Technology
自动驾驶人机交互安全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Safety for AVs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3:55 自动驾驶晕动症：机理、数据集与监控 曹东璞 清华大学教授
14:00-14:25 HUD 的HMI设计 陈芳 教授，中国一汽人机界面设计首席顾问

14:30-14:55
数据赋能 创新融合 生态互联，营造人
机交互新体验

赵帅 中汽数据智能网联数据室主任

15:00-15:25
汽车驾驶模拟技术在人机交互测试中的
应用

姜慧 赢富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15:30-16:00 茶歇 Coffee Break
16:00-16:25 驾乘人员乘坐舒适性开发 高菲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讲师
16:30-16:55 博泽BRAIN生态系统 管帅 博泽中国软件开发部高级经理

17:00-17:25
数据驱动的驾驶人风险行为和风险水平
判别研究

牛世峰 长安大学运载工程系系主任、教授/博导

17:30-17:55 驾驶员制动控制行为的视觉风险感知模
型

郑仁成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会议名称（中文）：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
会议名称（英文）： Cyber Security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英文）： China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罗承刚 / LUO Chengg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信息安全部部长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Security Safety of China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智能驾驶是汽车智能化和网联化发展的产物，大规模应用将对智慧交通、智慧城市产生深刻
影响，然而其伴生的网络安全问题同时带来个人隐私、财产安全问题，甚至影响社会和国家
公共安全。会议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围绕汽车信息安全路线图、汽车信息安全开
发流程、汽车信息安全体系架构、汽车信息安全测试工具研发、汽车信息安全标准和专利集
群等方面展开深入研讨。
Intelligent driving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intelligence and
connectivity. Large-scale applications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smart
transportation and smart cities. However, its accompanying network security issues
also bring personal privacy and property security issues, and even affect society and
the country's public safety. The conference will focus on the cyber security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and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roadmap of automobile cyber securit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utomobile
cyber security, the architecture of automobile information security system,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cyber security testing tools, automobile
cyber security standards and patent clusters.

会议议题（中英文）：

1、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关键技术、架构、产品
2、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测试验证相关
3、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法律、法规、标准
4、其他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内容
1. Key technologies, architectures, and products of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
cyber security
2. Cyber security testing and verification related to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3. Cyber security law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for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4. Other cyber security content of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0
智能网联汽车内部异构网络轻量化安全
防护

杨世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09:20-09:40 车联网身份认证和安全信任工作进展 葛雨明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任
09:40-10:00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的思考与实践 胡红星 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信息安全首席技术官

10:00-10:20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政策法规研究及
测评实践

邹博松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智能网联汽车测评工程技术中心测评部副主任

10:20-10:40 车控操作系统安全解决方案 张晔 国汽智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

10:40-11:00
基于零信任的智能网联汽车云控平台安
全解决方案

杜旭 北京芯盾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与行业拓展部、产品副总裁

11:00-11:20 车联网信息安全生命周期建设 范士雄 腾讯车联网信息安全专家
11:20-11:40 智能网联汽车安全运营平台建设进展 罗承刚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信息安全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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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演讲嘉宾有20分钟演讲时间
Each Speaker will have 20 minutes for speech

会议名称（中文）： 面向智能网联汽车的无线通信技术与应用
会议名称（英文）：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towards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协办单位（英文）： National Innovation Center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褚文博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云控技术部/计算平台部部长
The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Cloud Control Technology / Department of
Computing Platform of National Innovation Center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作为汽车智能网联化的关键共性技术，当前汽车无线通信技术应用越来越多。频段从
125kHz~79GHz，包括PEPS/收音/遥控/胎压监测/导航通信/车联网/蓝牙/WIFI等。从提升
用户体验的车载信息娱乐系统到降低交通事故的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再到未来的自动驾驶方
案实现以及智能云控体系构建都需要无线通信作为技术支撑。
本次分会将智能网联汽车无线通信相关的前沿技术和示范应用，包括汽车无线通信的技术发
展路线、智能网汽车天线的创新设计、车载无线通信技术的电磁融合、汽车无线通信技术研
发相关的开发标准和测试标准、汽车无线通信信道的研究及数学建模、汽车无线通信系统仿
真模拟系统的研究。对于这些关键技术与应用的深入探讨和辨析，更好地满足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发展和商用落地的需要，配合推进国家关于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工作顺利开展。
As the key common technology of ICV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applications of
vehiula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e frequency ranges from 125kHz
to 79GHz, including PEPS/radio/Remote Control/TPMS/navigation/c-
v2x/Bluetooth/WIFI, etc.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s required as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applications, such as  infotainment systems that enhance user
experience, ADAS, the realization of future autonomouse dri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cloud control systems and so on.
This sub-forum will focus the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related to
vehicula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the evolution route of vehicula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smart antennas for
vehicles, the electromagnetic compatability of vehicula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e standards related to vehicula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e research on vehicula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channel modelling,
research on simulation of veicula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The in-depth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ese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can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the ICV industry, and cooperate with
the state's support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ICVs.

会议议题（中英文）：

● 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及未来演进路线图
● 车载无线通信的应用场景及商业模式
● 5G移动技术承载车联网能力
● 高精度定位在智能网联汽车上的技术挑战
● 车载无线通信技术的标准体系建立
● 智能网联汽车通信安全及准入管理
●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技术发展及趋势
● 基于交通场景的无线信道仿真及C-V2X应用测试
● 车路云一体化融合下的车载无线技术发展与演进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3:55 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及未来演进 漆一宏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院士，深圳市通用测

试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

14:00-14:25
基于5G+V2X融合组网的城市级车路协

同系统建设探索与思考
汪建球 中移（上海）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智慧交通产品二部总经理

14:30-14:55 车载无线通信技术的测试体系研究 吴翔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移动通信创新中心主任工程师

15:00-15:25
星闪技术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应用产业

白皮书
孙育宁 星闪联盟秘书长

15:30-16:00 茶歇 Coffee Break

16:00-16:25
车路云一体化融合下的智能网联汽车无

线通信技术
褚文博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云控技术部/计算平台部部长

16:30-16:55
UWB在新一代数字汽车钥匙上的技术

挑战及应用潜力展望
刘继达 清研讯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产品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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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25
智能网联汽车无线通信可靠性测试方法

研究
姜国凯 中汽研软件测评（天津）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7:30-17:55
通信仿真在智能网联汽车HIL测试系统

中的重要性
刘倚昕 思博伦通信东亚区企业业务拓展经理

每位演讲嘉宾有25分钟演讲时间+5分钟问答时间
Each Speaker will have 25 minutes for speech and 5 minutes for Q&A

会议名称（中文）： 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示范
会议名称（英文）： Intelligent Networked Vehicl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Demonstration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英文）： China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刘卫国 / LIU Weiguo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整车事业部部长/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Assistant to GM and Head of Vehicle BU of China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Professor Level Senior Engineer, and
leader of  "Automotive EEA Working Group" of China Indust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for Electric Vehicle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盘点智能网联车辆在不同特定场景、不同行驶区域内的应用现状，剖析产业化过程中所面临
的诸多问题，探索切实有效地实现路径，加快促进多场景自动驾驶技术示范与商业化应用。
Check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intelligent networked vehicles in different specific
scenes and different driving areas, analyze many problems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explor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paths, and
accelerate the demonstration and commercial application of multi-scene auto-
driving technology.

会议议题（中英文）： 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示范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5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评价的探索与思考 刘伟平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测试评价总监
09:25-09:50 智能汽车赋能智慧城市发展与变革 董士琦 东风悦享科技有限公司VP

09:50-10:15 WitGO小宇智慧出行 朱敏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智能交通与自动驾驶部客车自动驾驶技术

科科长
10:15-10:40 干线物流场景的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 容力 智加科技中国区总经理 、集团工程高级副总裁
10:40-11:05 智能网联汽车安全监管技术研究及探讨 程元晖 浙江海康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网联及车端业务部负责人

11:05-11:30
露天矿山矿用卡车无人驾驶运输解决方

案及技术展望
周彬 北京踏歌智行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

11:30-11:55 AVP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 李书明 纵目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城市BU高精地图首席专家
每位演讲嘉宾有25分钟演讲时间

Each Speaker will have 25 minutes for speech
会议名称（中文）： 自动驾驶与人工智能

Automated Driv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会议名称（英文）： Autonomous Driv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清华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协办单位（英文）： Tsinghua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李升波 / LI Shengbo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副院长
Vice Dean of School of Vehicle and Mobilit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殷玉明 / YIN Yumi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科办副主任
Vice Direct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iscipline Office of Zhe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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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汽车的智能化是当前全球汽车工业革命的核心组成，也是《中国制造2025》优先发展主题。
现有汽车的智能性水平远不及人类驾驶员，而我国道路交通人车流场景复杂多变，智能汽车
开发面临的技术挑战更为苛刻。本分会将围绕自动驾驶汽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领域，涵盖感
知、决策和控制等应用方面，主题包括但不限于：运载工具的智能控制、神经网络训练与优
化、数据与模型混合驱动智能、分布式学习与群体智能、人工智能芯片与加速计算、可解释
性/安全性保障等。
Automotive intelligence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the current global automotiv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priority development theme of "Made in China 2025".
The level of intelligence of the existing vehicles is far lower than that of human
drivers, and the road traffic scenes in China ar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the
techn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vehicles are even more
demanding. This session will focus on the intersection of automated car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vering perception, decision-making, and control
applications. The topic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intelligent control of vehicles,
neural network training, and optimization, data and model hybrid driving
intelligence, distribution learning and swarm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ps
and accelerated computing, interpretability/safety assurance, etc.会议议题（中英文）：
自动驾驶与人工智能
Automated Driv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0 人工智能的自动驾驶应用与挑战 李升波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副院长

09:25-09:45 基于归纳模型的有效强化学习 张崇洁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

09:50-10:10 面向自主智能体的高效计算架构思考 任鹏举 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10:15-10:35 高性能自动驾驶芯片赋能汽车智能化转
型

杨宇欣 黑芝麻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Marcom首席市场营销官
10:40-11:00 面向自动驾驶的精细化道路场景语义分

割
蔡英凤 江苏大学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11:05-11:25
基于中央计算平台的下一代高等级自动

驾驶感知系统研发
张骞 地平线基础算法研发总监

11:30-11:50
群机器人在智能物流和智能制造中的创

新与应用
李洪波 北京极智嘉首席技术官

11:55-12:15 强化学习的挑战和落地 郝建业 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副教授

每位演讲嘉宾有20分钟演讲时间+5分钟问答时间
Each Speaker will have 20 minutes for speech and 5 minutes for Q&A

会议名称（中文）： 自动驾驶测试评价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Automatic Driving Test and Evaluation Technology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分会、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英文）： CSAE/TTC, CATARC Automotive Test Center(TianJin) Co.,Ltd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郭魁元 / GUO Kuiyua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汽中心检测认证事业部天津检验中心智能驾驶室科长
Director of Intelligent Driving Department of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Center Co., Ltd.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朱冰 / ZHU Bi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教授，吉林大学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主任
Prof. Director, Innovation Center of Intelligent & Connected Vehicle, J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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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自动驾驶汽车已发展到产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但其工作环境复杂多样、驾驶任务动态多变
、测试评价对象及维度纷繁复杂，目前世界范围内尚未建立完善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评价体
系，其核心技术亟待突破。本论坛聚焦测试场景、虚拟仿真测试技术、实车测试等自动驾驶
汽车测试评价核心工具链和测试评价理论与方法。对于这些关键问题的深入探讨和辨析，有
助于促进自动驾驶汽车产业落地，推动我国智能汽车技术顺利发展。
The autonomous vehicle has developed into a key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but its
working environment is complex and diverse, the driving task is dynamic, the test
evaluation object and the dimensions are complicated. At present, the perfect
autonomous vehicles test evaluation system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world.
Core technology needs to be broken. This forum focuses on test tool scenarios,
virtual simulations, hardware-in-the-loop and real-world vehicle testing, and the
core tool chain and test evaluation theory and methods. The in-depth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ese key issues will help promote the landing of the autonomous
vehicle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 technology.

会议议题（中英文）：

自动辅助驾驶技术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Automated Assisted Driving Technology
智能驾驶汽车虚实结合场景自动化构建与实践 Intelligent driving car virtual reality
combined with scene automation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评价技术 Intelligent networked vehicle testing and evaluation
technology
人机交互技术及标准现状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echnology and standard
status
自动驾驶测试仿真测试标准 Autonomous driving test simulation test standard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0 LOTUS智能驾驶性能评价体系 刘少彦 武汉路特斯科技有限公司测试及验证总监
09:20-09:40 商用车自动驾驶测试实践 张天雷 北京主线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09:40-10:00 国内外自动驾驶测试技术现状与趋势 郭魁元 中汽中心检测认证事业部天津检验中心智能驾驶室科长

10:00-10:20
融合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分析的功
能改进

李良城 优力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工程主管

10:20-10:40 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挑战和测试方案研
究

郭进龙 罗德与施瓦茨（中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发展经理
10:40-11:00 从驾驶辅助走向自动驾驶的安全之路 王大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智能驾驶中心首席运营官
11:00-11:20 待定 边宁 东风汽车

11:20-11:40
面向SOTIF的自动驾驶系统分析与测试
方法

陈君毅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会议名称（中文）： 智能网联汽车网络与数据安全测试评价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Internet and Data Security Test and Evaluation Technology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分会、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英文）： CSAE/TTC, CATARC Automotive Test Center(TianJin) Co.,Ltd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邵学彬 SHAO Xuebi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汽中心检测认证事业部软件测评中心部长
Director, CATARC Software Testing（Tianjin）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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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自动驾驶汽车已发展到产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但其工作环境复杂多样、驾驶任务动态多变
、测试评价对象及维度纷繁复杂，目前世界范围内尚未建立完善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评价体
系，其核心技术亟待突破。本论坛聚焦测试场景、虚拟仿真测试技术、实车测试等自动驾驶
汽车测试评价核心工具链和测试评价理论与方法。对于这些关键问题的深入探讨和辨析，有
助于促进自动驾驶汽车产业落地，随着汽车智能化、网联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智能汽车信息
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特别是近年来不断频发的汽车信息安全召回事件更是引发行业的高度关
注。智能汽车的信息安全危机不仅能够造成个人隐私、企业经济损失，还能造成车毁人亡的
严重后果，甚至上升成为国家公共安全问题。由此可见，智能汽车安全问题已成为制约其发
展的重要瓶颈。目前，智能汽车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结合国际网络安全整体形势，国内外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标准法规强化智能汽车网络安全保障。本论坛结合企业和相关机构的信息
安全测试评价技术方案，开展汽车信息标准符合性、产品认证技术探讨。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automobile intelligence and network
connection, the problem of intelligent vehicle information securit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t automobile information
safety recall events have aroused great concern of the industry.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crisis of intelligent vehicles can not only cause personal privacy and
economic losses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caus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car wrecking
and human death, and even become a national public security problem. Therefore,
the safety problem of intelligent vehicl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ottleneck
restricting its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intelligent vehicle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 security,
it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to strengthen the network security of intelligent
vehicles. This forum combines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solutions of
enterprises and relevant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the discussion of automobile
information security.

会议议题（中英文）：

汽车网络安全法规标准介绍
汽车信息安全测试技术研究
智能网联汽车软件升级技术研究
Introduction of vehicle network security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Research on automobile information security testing technology
Research on software upgrade technology of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标准制定进程 李宝田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标准化研究所
智能网联汽车网络与数据安全发展 罗蕾 电子科技大学嵌入式软件工程中心教授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及软件升级测试
技术研究

贺可勋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实践分享 董威 理想汽车主管
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测试技术研究 李沛盈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重经理
智能网联汽车网络安全测试工具 刘虹 上海工业控制安全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汽车数据安全合规测试评估思考与实践 侯昕田 中汽中心 平台总监
车辆信息安全活动概述 李成 磐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汽车信息安全高级咨询师

会议名称（中文）： 智能网联汽车控制
会议名称（英文）： Control for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智能交通分会，《汽车工程》编辑部

协办单位（英文）： SAE-China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Automotive Engineering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陈虹 CHEN Ho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同济大学电信学院院长、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Dean and Professor, College of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of Tongji
University; Recipient of the National Outstanding Youth Fund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熊璐 / XIONG Lu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同济大学教授
Professor, Tongji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郭露露 / GUO Lulu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同济大学特聘研究员
Specially-appointed Researcher, Tongji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唐辰 / TANG Che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同济大学副研究员
Associate Research, Tongj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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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智能汽车的快速落地应用迫切需要网联化、智能化的控制技术，本论坛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控
制的理论、技术和应用场景，邀请国内科研院所汽车控制领域知名专家，分享智能网联汽车
控制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旨在为智能网联汽车先进控制提供交流、讨论平台。
Control technologies are crucial to the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ICVs). The forum will focus on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ICVs. Experts in this area from research institutes will b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research outcomes and opinions. The forum will also serve as a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echnical discussion.

会议议题（中英文）：
智能网联汽车控制技术与应用
Control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3:55
基于车路协同的网联车辆控制理论方法

与实践
殷国栋 东南大学教授、教务处处长

13:55-14:20 智能网联汽车控制的变革与发展 李丰军 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14:20-14:45 汽车全矢量线控与底盘动力学域控 李亮 清华大学教授

14:45-15:10 商用车预见性自适应巡航控制策略研究 王玉海 吉林大学青岛汽车研究院院长

15:10-15:35 极限工况的智能汽车学习型避撞控制 殷玉明 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科办副主任

15:35-16:00 茶歇 Coffee Break

16:00-16:25 高级智能驾驶功能发展及若干技术问题 钟国旗 广汽研究院智驾技术部规划与控制算法室主任

16:25-16:50
由共时人机共驾到个性化自动驾驶：关

键技术与应用
席军强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副院长

16:50-18:00 圆桌会议：智能网联汽车控制问题和未来发展

每位演讲嘉宾有25分钟演讲时间
Each Speaker will have 25 minutes for speech

会议名称（中文）： 车路协同V2X-技术、量产与应用
会议名称（英文）： V2X-Technology,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清华大学；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V2X工作组
协办单位（英文）： Tsinghua University, V2X Workgroup of CAICV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姚丹亚 / YAO Danya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V2X工作组副组长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Leader of V2X Workgroup of CAICV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王易之 / WANG Yizh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V2X工作组副组长
Vice Leader of V2X Workgroup of CAICV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车路协同（V2X）是解决交通安全和效率，支持下一代智能交通系统和智能驾驶的重要技术
。当前阶段，通过道路网联化改造、已有车辆和量产新车的部署，V2X正在实现从局部到全
域的渗透率提升，并越来越多地向现实的出行需求、智能驾驶需求和交通主动管控需求赋能
。论坛将围绕车路协同（V2X），讨论该技术的进展与挑战，车载V2X产品形态与量产计划
，以及当前和未来车路协同在城市、高速、园区等不同场景下规模化应用的模式与前景等，
为行业提供交流平台。
V2X is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to improve traffic safety and efficiency, suppor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ITS and Inteligent Driving. Through the current V2X
deployment procedure into roadside infrastructure, existing and newly produced
vehilces, the penetration of V2X increases from local area to global. The application
of V2X covers both intelligent driving and traffic management. This forum will focus
on several attractive topics on V2X, discussing the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of the
technology, the on-board product design and deployment plan, and the business
mode and prediction of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V2X in different scenarios like
urban traffic, highway and industri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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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题（中英文）：

V2X技术标准进展
网联新技术、新应用、新产品
车路协同赋能智能驾驶与交通管理
车端量产与规模化应用
Progress of V2X standards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product of V2X
V2X enabling intelligent driving and traffic management
Large-scale production, deployment and application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5 V2X应用实践和落地思考 宋立桥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数字产品开发部总监
09:30-09:55 车联网C-V2X标准化和测试验证工作进

展
于润东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车联网与智慧交通研究部副主任

10:00-10:25 ETC车路协同赋能汽车智慧出行 崔英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网联事业部副总经理
10:30-10:55 V2X芯片 宸芯科技
11:00-11:25 泛在车路协同在智慧高速上的应用实践 刘勇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车路协同总架构师
11:30-11:55 均联智行V2X量产之路 杨鹏 均联智行资深产品经理

每位演讲嘉宾有25分钟演讲时间+5分钟问答时间
Each Speaker will have 205minutes for speech and 5 minutes for Q&A

会议名称（中文）： 车联网论坛–车路协同与智能座舱测试技术研讨会
会议名称（英文）： IoV Forum: Vehicle-Road Collaboration and Intelligent Cockpit Testing Technology

Seminar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分会、中汽研软件测评（天津）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
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英文）： CSAE/TTC, CATARC Software Testing（Tianjin) Co., Ltd, CATARC Automotive Test
Center(TianJin) Co.,Ltd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姜国凯 / JIANG Guoka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汽研软件测评（天津）有限公司软件与信息安全测试研究部网联与智能座舱平台技术总监
Technical Director, CATARC Software Testing（Tianjin） Co., Ltd. Connectivity
&Intelligent Cabin Testing Platform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车联网与智能座舱技术已逐渐成为国内外整车企业发展的重要支
撑点。当前国内车联网标准已具备初步框架，可指导车联网行业进行车联网产品的开发和生
产。近两年已有很多车企宣布网联车量产计划，且已有部分车企实现网联车辆的小批量量产
。车联网技术已经成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智能座舱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
重要载体，与汽车高科技感体验息息相关，已经成为决定产品差异化、影响消费者体验的重
要因素之一。目前，智能座舱技术的成熟度、主机厂布局、以及消费者需求等均已达到拐点
，即将迎来产业爆发。本次车联网与智能座舱论坛聚焦车联网与智能座舱技术发展现状、未
来发展趋势、国内外标准、测试评价方法等内容，旨在为行业提供信息交流平台，促进行业
快速发展。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the IoV and intelligent
cockpit technology have gradually become important supporting poi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automobile companies. The current domestic
IoV standards have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that can guide the IoV industr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IoV products. In the past two years, many
automobile companies have announced plans for mass production of connected
vehicles, and some automobile companies have achieved small-batch mass
production of connected vehicles. The IoV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cont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intelligent cockpi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gh-tech experience of automobiles, and have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determine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affect consumer experience. At
present, the maturity of intelligent cockpit technology, the layout of OEMs, and
consumer demand have all reached an inflection point, and an industrial explosion
is about to usher in. The IoV and Intelligent Cockpit Forum focuses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IoV and intelligent cockpit technology,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domestic and foreign standards, testing and evaluation methods, etc., and aims to
provide an information exchange platform for the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3:50 新阶段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 李春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标准所智能网联部工程师
13:55-14:15 车联网发展现状及未来产业化思考 谢辉 天津大学无人驾驶汽车交叉研究中心

14:20-14:40 网联车量产的探索之路及未来布局 李晰
大众集团(中国) 逸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V2X智能网联汽车研发
部门经理

14:45-15:05
 LTE V2X产业最新发展现状及问题，
以及如何扩展更多基于LTE V2X技术的
实际用例

李俨 高通无线通信技术（中国）有限公司技术标准高级总监

15:10-15:30 C-V2X测试评估体系及试验方法 姜国凯
中汽研软件测评（天津）有限公司软件与信息安全测试研究部网
联与智能座舱平台技术总监

15:35-16:00 茶歇 Coffee Break

16:00-16:20 未来智能座舱交互体验新思考 张惠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智能网联开发院智能空间开发所高级
工程师

16:25-16:45 智能座舱服务质量评测标准探讨 郑洪江 上海博泰技术研究院负责人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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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17:10 车载语音助手质量管理和评价 何晨宇 腾讯质量部车联网、车载AI语音助手专项测试工程师
17:15-17:35 智能座舱客观化测试评价方法 张起朋 中汽研软件测评（天津）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17:40-18:00 A²B – 汽车声学开发和测试的新技术 戴旭昶 海德声学（上海）技术有限公司电信技术总监

每位演讲嘉宾有20分钟演讲时间+5分钟问答时间
Each Speaker will have 20 minutes for speech and 5 minutes for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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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中文）： 新能源汽车智能充电技术研讨会
会议名称（英文）： New Energy Vehicle Smart Charging Technology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分会、中汽研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电动

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协办单位（英文）：

CSAE/TTC; CATARC New Energy Vehicle Test Center（Tianjin）Co., Ltd.; China
Industry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for Electric Vehicle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邵浙海 / SHAO Zheha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充换电与智慧能源专委会主任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王芳 / WANG F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检测认证事业部总工程师
Chief Engineer of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Department,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Center Co., Ltd.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随着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续驶里程需求的不断提升，以及动力电池技术的持续进步，车载动力
电池电量逐步增大，充电功率小、充电时间长的问题逐渐显现。对高充电倍率的动力电池进
行大功率充电，从而缩短充电时间，可显著提升电动汽车的使用体验，从而促进电动汽车推
广应用。本次会议通过搭建技术交流平台，围绕标准、测评和应用三个角度对充电及大功率
充电技术进行探讨，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

会议议题（中英文）： 充电测试技术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Test Technology
大功率充电技术趋势及解决方案 High Power Charging Technology Trends and
Solutions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标准研究：大功
率充电与充电安全

徐枭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分标委秘书

电动汽车充电系统先进测评技术研
究与应用

樊彬
中汽研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充电技术部副部
长

基于2015版国标大功率充电解决方
案

广州巨湾技研有限公司

电动汽车充电EMC测试解决方案 杨永强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心

重卡换电技术实现与应用场景 邵长宏
北汽福田工程研究总院新能源研究院新能源研究院高压系统
总工

从用户行业看未来智能充电技术发
展

仝宗旗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
大众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发展路线
图

张浩 开迈斯（上汽大众）

会议名称（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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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名称（英文）： Hub Motor and Distributed Driving Technology & 3nd Forum on In-wheel

Motor Driving Technology for Automobiles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动汽车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Electric Vehicles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贡俊 / GONG Ju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全产业链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促进中心
理事长
Chairman of Shanghai Partnership of FCV; Chairman of National Electric Vehicle
Electric Drive System Whole Industry Chai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田光宇 / TIAN Guangyu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
Professor, School of Vehicle and Mobility, Tsinghua University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会议议题（中英文）：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轮毂电机 张磊 清华大学电机系副研究员
轮毂电机 朱江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商用车轮毂电机 刘业 南京迈吉

陈辛波 同济大学教授
田光宇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

广汽（拟邀请，待回复）

会议名称（中文）： 线控制动与底盘智能控制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清华大学
协办单位（英文）：  China Industry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for Electric Vehicle;

Tsinghua University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张俊智 / ZHANG Junzh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

Professor, School of Vehicle and Mobility, Tsinghua University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何承坤 / HE Chengku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清华大学助理研究员

Assistant Researcher,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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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汽车电动化的充分发展已使动力、驱动系统与底盘融合在一起，电池、电机已发展成为底盘
重要的一部分。与现有底盘相比，智能底盘的组成、特征、技术、指标、开发流程、测试方
法、规范与标准等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智能底盘在智能汽车上的功用，在智能汽车企业
的地位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该如何定义智能底盘？智能底盘与智能汽车的关系如何？
本次研讨会将围绕该如何定义智能底盘及主要企业在该领域的规划展开。

会议议题（中英文）：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智能电动底盘技术路线图框架发布 张俊智 清华大学教授
面向汽车智能化的高安全线控底盘
系统研究与进展

许豪伦 比亚迪底盘部高级工程师

智能线控一体化底盘产品和技术 薛剑波 舍弗勒智能驾驶科技（长沙）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
长城对智能底盘的定义及发展规划 张英富 长城汽车底盘研发部长
上汽对智能底盘的定义及发展规划 刘飞 上汽乘用车技术中心副总工程师兼底盘部总监
蔚来对智能底盘的定义及发展规划 肖柏宏 蔚来汽车车辆应用软件总监
伯特利对智能底盘的定义及发展规
划

谢亮 芜湖伯特利上海技术中心主任

奇瑞对智能底盘的定义及发展规划 待定 奇瑞新能源
博世对智能底盘的定义及发展规划 待定 博世
中汽创智对智能底盘的定义及发展
规划

待定 中汽创智

对智能底盘的定义及相关内容 黄朝胜 清华大学

会议名称（中文）： 车用动力电池碰撞安全与保护
会议名称（英文）： Crash Safety and Protection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安全技术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Safety Technology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周青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清华大学大众汽车讲席教授，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安全技术分会主任委员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聂冰冰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清华大学副教授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
约200字）：

锂离子电池由于其高比容等特性，已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等领域。动力电池机械滥用工况下
的安全是电动汽车可靠行驶的基础保障。应安全保护需求，准确辨识多场、多尺度下的失效
机理，有效监控电池内部温度场与应变场变化，建立精细化、高精度的预测模型，实施电动
汽车及动力电池的安全评价，是学术界和全行业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与现实需求。

会议议题（中英文）： 车用动力电池碰撞安全、多尺度失效分析与建模预测、失控诊断和预警、安全评价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方向相关的锂离子电池挤压响应和内损
伤早期诊断

夏勇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副研究员

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碰撞安全评价 王芳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锂离子电池多尺度失效机理研究 刘冰河 重庆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副教授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碰撞安全保护技术及应用 蔚来汽车/比亚迪

会议名称（中文）： 动力电池产品应用及测评新技术研讨会
会议名称（英文）： Conference on Power Battery Utilization and Testing Technology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分会、中汽研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英文）： CSAE/TTC; CATARC New Energy Vehicle Test Center（Tianjin）Co., Ltd.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王芳 / WANG F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检测认证事业部总工程师
Chief Engineer of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Department,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Center Co., Ltd.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刘仕强 / LIU Shiqi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Chief Expert,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Center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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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大规模普及应用，对于动力电池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比能量、高安全
性和低成本是目前动力电池技术的发展目标。持续开展先进材料开发、新体系电池产业化以
及创新性电池系统集成技术研究对于实现上述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次会议通过搭建行业龙
头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交流平台，分享产业政策、新材料、新体系、创新集成技术和
测试分析技术方面的最新进展，推动动力电池产业技术升级。
With the large-scal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w energy vehicles, the
requirements for power battery performance are higher and higher. High specific
energy, high safety and low cost are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power battery
technology.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terial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new system batteries and the research on innovative battery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olog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hieve the above
objectives. The conference promoted the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of the power
battery industry by building a technology exchange platform between industry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sharing the latest progress in
industrial policies, new materials, new systems, innovative integration technology
and test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会议议题（中英文）：
动力电池产品应用及测评新技术
Power battery utilization and testing technology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12:00

电池产业链发展现状及趋势研判 刘彦龙 物理与化学电源学会
固态电池商业化应用现状及挑战 向晋 卫蓝
高比能锂电池研发进展 何巍 亿纬锂能
钠离子电池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应用
现状

唐堃 中科海钠

13:30-18:00

磷酸铁锂-三元电池匹配集成技术 曾士哲 蔚来
基于e平台3.0的电池系统集成技术 王高武 比亚迪
基于云服务的电池安全管控与预警 彭鹏 华为
电池测试技术与标准化 刘仕强 中汽中心
加速电池发展，实现电池容量扩充
和快速充电

朱华朋 是德科技

会议名称（中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关键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Key Technology of Energy Saving and New Energy Vehicle Drive System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汽研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英文）： CATARC New Energy Vehicle Test Center (Tianjin) Co., Ltd.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崔淑梅 / CUI Shume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Professor,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中国长期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于2020年9月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这对于加速车型阵容电动化、混动化有非常
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当下节能减排方面关注的重点还是在动力系统上面。本专题将围绕高
效率低成本的混合动力机电耦合总成系统、高速高电压深度集成的电驱动系统、高性能电机
及控制器关键技术、电驱动系统的测试技术展开讨论。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驱动技术路线 赵慧超 一汽集团新能源开发院副院长

BYD电驱动系统关键技术 翟震 比亚迪汽车工程研究院电动车研发中心电动力总成部经理
集成液力变矩器的电驱动系统 段诚武 通用汽车研发中心部门经理
重度混合动力系统架构探讨 邓丽君 长安新能源
法雷奥西门子基于400V D9平台的
高功率全轮电驱动系统

Michel MULLER 法雷奥西门子电动汽车动力总成亚太区研发总监

高压（800V）电驱动系统多物理场
联合设计与实践

华为

一体化总成开发测试 孔庆波 小鹏汽车
电驱动系统EMC设计与提升技术 李东海 理想汽车

碳化硅电驱动系统的特点和挑战 薛辉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电机和电桥开发部门电桥系统和平台
开发高级经理

面向混合动力系统的电机控制器产
品

谷强 三菱电机汽车部件（中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工程师

混合动力乘用车双电机控制器及关
键技术

于安博 合肥阳光电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SIC电机控制器设计与应用 应洪亮 上海电驱动
三合一总成关键零部件的可靠性设
计验证与失效分析

钟辉 苏州汇川

会议名称（中文）： 整车一体化热管理技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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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英文）： Conference on Vehicle Integrated Thermal Management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协办单位（英文）：  China Industry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for Electric Vehicle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林程 / LIN Che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Professor,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熊瑞 / XIONG Ru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Professor,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热管理系统是影响新能源汽车能耗、续驶里程、舒适性、安全性等核心性能的重要因素。随
着整车性能的不断提高，对热管理技术提出了更好的要求。本次研讨会将围绕新能源乘用车
和商用车和动力电池、热泵空调等关键零部件，聚焦整车一体化热管理解决方案、动力电池
自加热技术、先进的动力电池热管理技术、车用热泵空调技术等内容展开研讨。

会议议题（中英文）：
1. 整车（乘用车/商用车）一体化热管理技术
2. 车用热泵空调技术（CO2和R290）
3. 动力电池热管理技术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主持人 林程

09:00-09:20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技术创新与挑战 于长虹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新能源汽车开发院项目管理部部长
09:20-09:40 电动汽车热管理开发和挑战 姜利民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整车热管理高级经理
09:40-10:00

R290自然工质低温车用热泵应用研
究

陈祥吉 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电动压缩机事业部总经理

10:00-10:20
新能源汽车电池系统极速加热与主
动管理体系

熊瑞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10:20-10:40 基于CO2的热系统研究 孙西峰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架构开发中心主任工程师

10:40-11:00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

赵曜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整车开发部整车电器集成
业务单元经理

主持人 赵立金

13:30-13:50
整车一体化热管理发展趋势（拟定
）

林程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13:50-14:10 汽车一体化热管理 王锋军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研究总院热管理技术委员会
主任、空调所高级经理

14:10-14:30 电动汽车热管理—余热回收浅谈 张笑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热管理高级系统工程师
14:30-14:50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与能耗管理的协
同开发

张风利 比亚迪汽车工程研究院CAE部经理

14:50-15:10 全气候动力电池技术开发 毛永志 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10-15:30 燃料电池车用热管理系统 徐晓华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技术中心热管理开发部高级
工程师

15:30-15:50
基于整车能量管理的热管理系统研
究

李明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

会议名称（中文）： 燃料电池测试评价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Fuel Cell Test & Evaluation Technology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分会、中汽研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英文）： CSAE/TTC; CATARC New Energy Vehicle Test Center（Tianjin）Co., Ltd.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高俊华 / GAO Junhua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汽研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Chief Engineer, CATARC New Energy Vehicle Test Center (Tianjin) Co., Ltd.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郝冬 / HAO Do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燃料电池首席专家、技术总监
Technical Director, Chief Expert of Fuel Cell,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Center Co., Ltd.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随着《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推广的通知》中首批示范城市的落地，我国燃料汽车产业
的发展将进入新阶段。本次分会将对燃料电池汽车、燃料电池发动机、燃料电池辅助系统的
集成开发、测试评价等关键问题展开讨论。对于这些关键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促进燃料
电池汽车领域的前瞻技术交流，促进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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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题（中英文）：

● 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政策和标准 FCV industry policies and standards
● 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开发技术 FCE integration & development
● 燃料电池发动机测评关键技术 FCE test technology
● 燃料电池辅助系统关键技术 FCE BOP key technology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0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政策现状及要求 姚占辉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新能源汽车与财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09:20-09:40
中国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示范运行测
试规范研究与比较

兰昊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标准化研究所节能与新能源
部

09:40-10:00 燃料电池系统集成开发与验证 侯中军 上海捷氢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0:00-10:20
燃料电池仿真技术与未来高功率密
度设计

焦魁 天津大学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导

10:20-10:40
适于批量化生产的氢燃料电池电堆
的研究

朱俊娥 北京氢璞创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研发总监

10:40-11:00
高动态燃料电池空气路系统控制与
测试

高金武 吉林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导

11:00-11:20 车辆视角——氢能与氢安全 李建威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导
11:20-11:40 燃料电池EMC问题的挑战 耿会永 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高级EMC工程师

会议名称（中文）： 先进氢能燃料电池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Advanced Fuel Cell Technology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英文）： Dongfeng Motors Corporation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史建鹏 / SHI Jianpe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东风汽车技术中心副主任
Vice Director of Dong Feng Motor Technology Center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燃料电池汽车是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其技术的发展引领着整个产业链向前迈
进的步伐。燃料电池系统是燃料电池汽车的核心部件，当前，燃料电池系统关键技术取得了
很多突破，为了更好的迎接燃料电池汽车发展中的机遇和挑战，本次分会将就燃料电池汽车
电堆技术、燃料电池系统设计与集成技术、燃料电池测试技术等热点问题进行研讨，推动我
国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Fuel cell vehicle is a key segment to the hydrogen energy and fuel cell industry
chain, the development of FCV technology leads the progress step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Fuel cell system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the fuel cell vehicles,
and meanwhile many breakthroughs in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fuel cell systems
have been made. In order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uel cell vehicles, the stack technology of fuel cell vehicle,
system design and integration technology, fuel cell vehicle test technology and
other hot issues will be discussed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fuel cell vehicle technology in China

会议议题（中英文）：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3:50 车用大功率金属双极板电堆的开发

与验证
邢丹敏 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13:50-14:10 大功率金属板电堆技术挑战与产业
化

易培云 上海氢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4:10-14:30 盖瑞特空压机先进技术和本土化开

发
徐春 盖瑞特动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空压机业务总监

14:30-14:50
中国一汽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技术
研发与应用

赵洪辉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院动力总成部燃料电池开
发主任

14:50-15:10
佛山仙湖实验室在先进氢能燃料电
池汽车方面的研究

卢炽华 仙湖实验室副主任

15:10-15:30 燃料电池汽车测试评价体系构建研
究

李普明 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襄阳）/国家燃料电池汽车质
量检验检测中心（筹）总经理

会议名称（中文）： 车用燃料电池产业化关键技术问题
会议名称（英文）： Key Technical Problem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utomotive Fuel Cells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北京科技大学
协办单位（英文）：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陈东方 / CHEN Dongf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徐梁飞 / XU Liangfe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Vehicle and Mobility,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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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围绕车用燃料电池产业化的关键技术问题，针对燃料电池耐久性与一致性、故障诊断与控制
、动态响应及评价方法、金属极板电堆、混合动力能量管理以及电堆与系统的产品级测试，
从多角度对困扰燃料电池产业化的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Focusing on the key technical problem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utomotive fuel
cells, discussing the technical problems perplexing fuel cell industrializa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fuel cell durability and consistency, fault diagnosis
and control, dynamic response and evaluation methods, metal bipolar plate stack, ,
hybrid energy management, and product level testing technology of stack and
system.

会议议题（中英文）：
车用燃料电池产业化关键技术问题
Key Technical Problem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utomotive Fuel Cells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燃料电池堆耐久性与一致性测试评
价方法 陈东方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
车用燃料电池寿命评价方法及其关
键影响因素分析 陈会翠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基于弛豫时间分布的燃料电池诊断
方法 徐梁飞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动力所副所长
燃料电池汽车功率预测及能量管理
策略研究 张财志 重庆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研究员
电堆与系统的测试技术及性能评价 段志洁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保定氢能检测分公司副总经理

会议名称（中文）： 双碳背景下智能电动车低能耗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Low-consumption Techniques of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s under the Policy of
Carbon Neutral and Carbon Integral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吉林大学
协办单位（英文）： Jilin University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欧阳 / OU Y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国汽研新能源技术研究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许楠 / XU Na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 Jilin University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近年来，在国家补贴政策的激励下，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通道，《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明确坚持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发展方向，汽车
将由传统交通工具向智能化清洁移动终端转型。在此过程中，搭载先进智能能量管理控制技
术的电动汽车、完善的充电、储能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的保险评估、再交易和退役流转后市
场将共同参与与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交通环境。本次会议主要面向在双碳背景下的智能电动
车辆低能耗系列技术与碳积分政策等话题展开讨论，以期望对未来智能化与信息化条件下的
电动车辆能耗问题引起新一轮的讨论与关注，其范畴囊括了碳核算政策、车辆能耗控制、测
试与评价技术、全生命周期内能耗衰减与绿色出行等方向。具体包括智能电动车能效测试与
评价、智能电动车能量管理策略与纯电动乘用车能效衰减机理与测评技术等当下热点话题。
In recent years, stimulated by the subsidy policy of China,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has entered a new channel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2021-2035)" claims to the direction of electrification,
intelligence and networking. The tradintional vehicle is transforming to the
transport terminal featured intelligenc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In this
process, the advanced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y, sophisticated constructed
charging and energy storage infrastructure, scientific evalution methods of
transaction circulation will  build as the critical factions for the future traffic
environment. For the sake of meeting the challenges accordinly, a series of
technologies related to carbon accounting policy, vehicle energy consumption
control, test and evaluation technology, energy consumption attenuation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green travel will be disscussed in the session.The main topic
includes intelligent control of energy saving evaluation technology for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s, attenuation mechanism and evaluation technology for electric
vehicles.会议议题（中英文）：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电动车续航里程与充电性能展望 唐华寅 全英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秘书长兼副主席
燃料电池与电池：使用环境与全寿命周
期性能影响

哈利·霍斯特 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氢气与燃料电池技术中心主任、教授

面向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开发的专用人
工智能技术研究

周泉
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员、新能源汽车网联智能系统团队负责人、
博士生导师

待定 张元健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机械与航空工程学院威廉•怀特汽车技术
中心首席研究员、博士

纯电动轻卡物流车降能耗技术开发 熊鑫 北汽福田纯电开发与规划总工程师
基于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预测性能量管
理

马腾 上海宏景智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预测性节能算法专家
整车能效开发试验室助力节能减碳 岳凤来 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测试平台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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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车速识别与预测的增程式电动车能
量管理策略研究

吴振阔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博士后

车路云一体化融合的智能电动汽车能量
管理方法

庄伟超 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

纯电动汽车低能耗集成探索 赵晨
英国诺丁汉大学工学博士，长安新能源整车动力经济性开发主任
工程师

车辆全局优化能量管理中工况信息的获
取与度量

许楠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车辆工程专业副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工学
博士

会议名称（中文）： 动力电池热失控及安全预警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Power Battery Thermal Runaway and Safety Early Warning Technology Seminar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协办单位（英文）：  China Industry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for Electric Vehicle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杨世春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学院院长、教授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动力电池热失控安全问题是影响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会议聚焦动力电
池热失控安全预警技术展开讨论，探讨如何有效预防动力电池热失控引发的安全问题？如何
基于大数据分析开展安全诊断及预警工作？如何在充电网端提高安全监测和预警？在开发过
程中，如何设计动力电池的高安全性？

会议议题（中英文）：

1. 整车安全管理技术（奇瑞、岚图）
2. 动力电池热失控安全技术（蔚来、北汽新能源、苏州UL）
3. 充电网安全诊断与预警技术（普天、特来电）
4. 动力电池安全技术开发（中航锂电、昇科能源）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0 基于数据驱动的动力电池智能诊断技术 叶磊 蔚来汽车电池运营部专家

09:20-09:40
运用大数据方法指导运营商实现动力电
池安全预警

邓迟 普天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总经理

09:40-10:00 浅谈动力电池的安全建设 曾祥兵 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池系统部部长
10:00-10:20 基于充电网的电池安全评估及预警技术 尹玉鹏 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
10:20-10:40 动力电池大数据应用介绍 秦学 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BMS&云BMS规划总监
10:40-11:00 车用动力电池安全预警技术开发进展 耿兆杰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池工程部高级经理
11:00-11:20 不起火动力电池高效解决方案 郭其鑫 中航锂电科技有限公司电池工程研究院产品总监

11:20-11:40
电动汽车及其动力电池热失控蔓延测试
方法

何亮 苏州UL美华认证有限公司能源与工业自动化事业部主任工程师

11:40-12:00
深度学习框架在电池异常检测中的应用
实践

郭东旭 北京昇科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术官，算法研发部主管

12:00-12:10 互动讨论Panel Dis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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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知识产权峰会
会议名称（英文）： China-SA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mmit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知识产权分会
中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知识产权运用促进中心

协办单位（英文）：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 Research Center Co., Ltd.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王军雷 / WANG Junlei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以“知识产权赋能创新，科技发展引领未来”为主题，汇聚汽车主流企业、初创企业高管、
知识产权资深律师、行业大咖、专家学者，围绕汽车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与反垄断法律规制及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关键技术两大热点议题展开研讨，打造汽车产业知识产权领域专业化、
国际化、多维度的交流、学习平台，为我国汽车产业科技创新赋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
With the them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mpower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eads the Future”, the forum will bring together mainstream
automotive companies, start-up executives, seni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yers,
industry leaders, experts and scholars. They will focus on the two hot topics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license and Antitrus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new energy
vehicle power battery to discuss，to create a professional, international, multi-
dimensional communication and learning platform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empower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promoting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会议议题（中英文）：
聚焦标准必要专利热点，剖析标准专利发展新趋势
动力电池支撑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圆桌论坛】聚焦标准必要专利热点，
剖析标准专利发展新趋势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俞滢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法务部
赵大武 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法务部知识产权总监

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圆桌论坛】动力电池支撑新能源汽车
产业转型

许云凤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及法务处
周勇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管理部专利部部长
张盼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知识产权总监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名称（中文）： 轮胎与车辆动力学院士论坛——“智在融合 慧聚时代” 智能时代的动力学研究
会议名称（英文）： Academician Forum on Tire and Vehicle Dynamics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轮胎动力学协同创新联盟
协办单位（英文）： Tire Dynamic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lliance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郭孔辉 / GUO Konghu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轮胎动力学协同创新联盟理事长
Academician,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Honorary President, Automotive
Engineering College, Jilin University; President, Tire Dynamic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lliance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卢荡 / LU D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轮胎动力学协同创新联盟秘书长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Jilin University; Secretary-General of Tire
Dynamic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lliance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在“五化”技术（轻量化、电动化、智能
化、网联化、共享化）的引领下，汽车产品正被重新定义，汽车产业正在重构，产业生态正
在改变。伴随智能驾驶、智能网联车等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快速应用，相关领域基础理论也引
起广泛关注。
轮学盟协同业内各大企业和专家以“共同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为使命，发挥平台自身
的资源优势，为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2021年“轮胎与车辆动力学院士论坛”将以《智在融
合 慧聚时代》为主题，邀请国内行业权威专家及企业高管就“智能时代轮胎与车辆动力学的
创新及应用”进行分享和探讨，推动我国车辆与轮胎动力学的自主突破和创新应用。

会议议题（中英文）： “智在融合 慧聚时代” 智能时代轮胎与车辆动力学的创新及应用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30 UniTire轮胎模型在虚拟试验场的应用 郭孔辉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轮胎动力学
协同创新联盟理事长

09:30-10:00
面向结构-工艺一体化开发的底盘动力
学研究探索

盛云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CAE中心主任

10:00-10:30 智能轮胎与智能车轮 卢荡 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轮胎动力学协同创新联盟秘书长
10:30-11:00 佳通轮胎磨耗仿真技术体系 李兵 佳通轮胎（中国）研发中心研发数字化部总经理
11:00-11:30 轮胎中高频动力学特性建模 吴海东 吉林大学副教授

11:30-12:00
轮胎力学特性与整车动力学性能的相关
性及应用

张元伟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底盘部分析与试验组经理

会议名称（中文）： 智慧设计驱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
会议名称（英文）： Smart Design to Drive Lightweight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会议时间/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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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中文）： 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一汽科技期刊 （《汽车技术》《汽车工艺与材料》《汽车文摘》）协办单位（英文）： China Auto Lightweight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CALA)
Automobile Technology, Automobile Technology & Material, Automotive Digest,
Sci_Tech Journals of China FAW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郑虹

ZHENG Hong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国一汽材料与轻量化院副院长
Vice President,  Material and Lightweight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FAW
Corporation Limited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轻量化材料、优化设计和制造技术是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实施进程中的3个重要环节。
轻量化技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新能源汽车从培育期正在进入快速发
展期，轻量化技术是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技术之一，包括电池包轻量化和车身轻量化
等。轻量化设计技术是连接前沿与创新的轻量化材料与制造技术的重要一环，是创新材料技
术产业化应用的开端。会议邀请材料技术、设计开发和制造技术领域的学术和企业界工程技
术人员，就如何实施轻量化战略，探讨优化设计技术路线图，包括前沿与创新材料技术、优
化设计方法与智能制造，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实现碳中和可持续发展指明轻量化智慧设计之道
。
Lightweight materials, optimized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re 3
important link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utomotive lightweight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y. Lightweight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energy Vehicles(NEVs).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s are entering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from the cultivation period. Lightweight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core
key technolog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Vs, including lightweight
battery packs and lightweight body, etc. Lightweight design is an important link
connecting cutting-edge and innovative lightweight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and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material technologies. The Special Session invites academic and corporate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s in the fields of materials, design &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to discuss lightweight strategies to
be implemented as well as the roadmap of optimized desig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cutting-edge and innovative material technologies, optimized design
methodolegie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points out the way of smart design
of lightweight for the carbon neutr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Vs.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05 致辞及颁发证书 郑虹 中国一汽材料与轻量化院副院长

09:05-09:30
轻量化新技术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与
展望

李菁华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材料与轻量化研究院高级主任

09:30-09:55
汽车轻量化创新技术及其应用——以
“金属-FRP异质构件”为例

闵峻英
同济大学中德机械工程中心教授、副主任

09:55-10:20 未来车用仿生新材料技术现状与发展趋
势

王童 长安大学汽车学院副教授
10:20-10:45 电动车车身布置与结构概念设计方法 陈鑫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0:45-11:10 新能源汽车电池系统轻量化设计研究 乔延涛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开发院电池研究所电池系统设
计高级主任

11:10-11:35
海斯坦普汽车底盘系统创新应对汽车电
动化

沈童 海斯坦普中国研发中心研发总监

11:35-12:00
“碳中和”推动汽车材料与轻量化技术
应用

韩志勇 爱驰汽车（上海）有限公司材料与轻量化部总监

每位演讲嘉宾有25 分钟演讲时间，无问答时间
Each speaker will have 25 minutes for speech, no Q&A
会议名称（中文）： 汽车产业与技术管理
会议名称（英文）：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技术管理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Technical Management Committee,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赵福全 / Fuquan (Frank) ZHAO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
Director, Professor, Tsinghua Automotive 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e (TASRI)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刘宗巍 / Zongwei (William) LIU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Assistant Dire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Tsinghua Automotive 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e (TASRI)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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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在中国汽车产业不断前进的征途中，技术战略决策能力和技术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和保障核
心技术攻关及应用的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专题分会将围绕着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战
略、技术战略及配套政策体系、相关行业与新技术手段的借鉴与融合、技术热点与趋势分析
、企业技术策略与技术创新管理、自主研发的体系建设（流程完善、组织设计、人才培养、
能力提升等）、产品开发流程与项目管理、技术应用及商业模式创新、关键技术的全价值链
研究、技术战略及管理方法论等重要议题，邀请来自产学研各方的企业高管和行业专家分享
真知灼见，以推动企业研发管理能力的提升，促进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进步。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making continuous advancement,
technology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capability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level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y are key factors that have a direct bearing on and
guarantee breakthroughs and application effects of core technologies. This special
session will focus on critical issues such as strategies for automotiv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dustry technological strategies and supportive
policy systems, integration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new technical means,
technological hotspots and trend analysis, corporate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dependent R&D system building
(including process improvement, organizational design, talents cultivation and
capability improvement),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roject management,
technical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business models, all-life-cycle analysis and
full-value-chain study of key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research on methodologi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To this end, we invite corporate
executives and industry experts from the industry,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to share their deep insights in an effort to stimulate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R&D capacity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the
industry.会议议题（中英文）：
产业深度变革与企业应对策略
Profound Revolution in the Industry and Enterpri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5

零部件企业面向电动化、智能化的转型
策略

刘泳 舍弗勒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

09:25-09:50
产业变革对汽车专业高校提出的新挑战
与吉大汽车创变实践之路

高振海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09:50-10:15 上汽的创新发展战略 徐恒 上汽集团战略研究和知识信息中心副总经理

10:15-10:40 智能汽车OTA升级最新发展与落地实践 贺思聪 上海艾拉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10:40-11:05
三菱电机的V2X技术在中国的实践与应
用

平敷勇 三菱电机（中国）研究开发室总经理

11:05-11:30 汽车产业应对碳中和的思考 富军 盖斯特咨询公司总裁

11:30-12:00 互动讨论Panel Discussion

会议名称（中文）： 智能工厂实践探索与展望
会议名称（英文）： Intelligent Factory Practical Exploartion and Prospect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工程建设与装备技术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Engineering & Equipment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刘世新 / LIU Shixi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General Manager of MMI Planning &
Engineering Institute IX Co., Ltd.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
约200字）：

本专题分会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工程建设与装备技术分会承办，落实智能制造战略，由来自
汽车整车制造企业、勘察设计单位、装备制造和智能系统服务商专家就汽车智能工厂规划设
计、智能装备开发与应用、智能系统开发与应用进行分享与研讨。
This special session is co-organized by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Equipment
Technology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to
implement the smart manufacturing strategy. Experts from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urvey and design unit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nd
intelligent system service providers will share and discus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intelligent automotive factories, intelligent equipmen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and intelligent system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0 AI时代下的汽车行业数字化变革 黄铮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汽车行业专家
09:25-09:45 从OT到IT西门子的数字化转型思考和

实践
张宇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汽车行业部  系统应用经理

09:50-10:10 汽车装配智能装备实践探索与展望 杨耀勇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制造技术院机加装配部部
长10:15-10:35 如何通过AR和MR实现远程专家指导 李东旭 绎览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中国首席战略官

10:40-11:00 智能涂装产线发展分析 胡成林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备工程院非标设备工程部部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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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中文）： 双碳目标驱动下的高效车用内燃动力及碳中性燃料
会议名称（英文）： High Efficiency Combustion Engine of Automobile and Carbon Neutral Fuel for Dual

Carbon Target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协办单位（英文）： Tongji University-School of Automotive Studies
会议主席： 姓名 李理光 / LI Ligu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同济大学教授，燃料喷射与燃烧所所长
Professor, Director of Institute for Fuel Injection and Combustion, Tongji University,
China.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郑明 / ZHENG Mi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加拿大温莎大学教授，清洁燃烧发动机实验室主任
Professor, Director of Director of Clean Combustion Engine Laboratory , University
of Windsor, Canada.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
约200字）：

中国政府颁布的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对汽车工业未来的低碳和零碳排放提出了新
的任务和挑战。结合中国汽车“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2.0”和中国“内燃机产业高质量
发展规划（2021-2035）”，高效近零污染内燃机和混动是未来车用内燃机发展的主要方向
和技术特征，氢燃料内燃机是未来碳中和的发展方向。
本专题分会旨在展望和研讨未来10-15年在实现车用内燃机动力的高效同时，研讨实现内燃
机排放对大气环境的近零污染和通过碳中性燃料实现零碳排放的可持续发展。
High efficiency and Zero Impact Emission of Automotive Engine are the mai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xt decade of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development trend. The state of art researches focused on above two topics have
been made in Japan and Europe, and lot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es also carried
out in China OEM’s engine development section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of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high efficiency engine and the national 6th emission
regulations, now the development for high efficiency and zero impact emission of
vehicle powertrain has been planned in the 2020-2035 development plan for China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industry. This special session adds the Zero Impact
Emission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Path to 50% Effective Efficiency for Automobile
Combustion Engine” of 2019 topic. The target for next 10-15 years is to realize
both high efficiency and zero impact emission for IC engines of vehicle powertrain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会议议题（中英文）：
高效内燃机技术/High efficiency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technology
近零污染排放控制技术/ Near Zero emissions and control technology
零碳排放及碳中性燃料技术/ Zero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Netural Fuel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8:55-9:00 主席致辞
9:00-9:20 低碳与清洁燃烧发动机的研究进展 郑明 加拿大温莎大学教授，清洁燃烧发动机实验室主任
9:25-9:45 中国车用能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研究 何鑫 沙特阿美美国公司
9:50-10:10 双碳目标驱动下的绿色甲醇混合动力 沈源 吉利集团
10:15-10:35 M100甲醇发动机的润滑技术 金志良 中石油昆仑润滑油兰州研究院

10:40-11:00
面向碳中和的红旗高效零排放米勒循环
氢燃料内燃机

李金成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院研发总院首席专家

11:05-11:25 发动机近零排放技术路线 锁国涛 康明斯中国区发动机的总工程师
11:30-11:50 高效零排放氩气动力循环内燃机研究进

展
李理光 同济大学教授，燃料喷射与燃烧所所长

13:30-13:50 未来潜在燃料氨的燃烧特性 Ravi FERNANDES 德国PTB国家实验室

会议名称（中文）： 双碳驱动下的混合动力系统及其控制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Hybrid Powertrain System and its Control Technology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协办单位（英文）： Tongji University-School of Automotive Studies
会议主席： 姓名 许敏 / XU Mi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Jacob ANDERT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教授，汽车驱动机电一体化研究所所长
Professor,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Mechatronics in Mobile Propulsion of RWTH
Aachen University,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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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
约200字）：

中国政府颁布的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对汽车工业未来的低碳和零碳排放提出了新
的任务和挑战。结合中国汽车“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2.0”和中国“内燃机产业高质量
发展规划（2021-2035）”，高效近零污染内燃机和混和动力系统是未来车用动力发展的主
要方向和技术特征。本专题分会旨在研讨车用混合动力及其控制领域国内外研发的最新进展
。
High efficiency and Zero Impact Emission of Automotive Engine are the mai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xt decade of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development trend. The state of art researches focused on above two topics have
been made in Japan and Europe, and lot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es also carried
out in China OEM’s engine development section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of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high efficiency engine and the national 6th emission
regulations, now the development for high efficiency and zero impact emission of
vehicle powertrain has been planned in the 2020-2035 development plan for China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industry. This special session focuses o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R&D in Hybrid Powertrain System for vehicle powertrain in China
and abroad.

会议议题（中英文）：
混动专用内燃机技术/Special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technology for HEV
新型混合动力系统/New Hybrid Powertrain System
混合动力系统及其控制技术/Hybrid Powertrain System and its Control Technology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55-14:15 新一代3.0L V6 汽油机开发及其混动系

统
高定伟 长城汽车集团

14:20-14:40 马赫动力—极•混动总成开发及应用 张社民 东风集团技术中心
14:45-15:05 乘用车混合动力系统开发 徐政 上汽乘用车技术中心
15:10-15:30 广汽新一代高性能混合动力系统 占文锋 广汽乘用车技术中心
16:00-16:20 混动乘用车发动机油开发和应用的研究 江建第 壳牌（上海）技术有限公司乘用车油研发部门经理

16:25-16:45
比亚迪新一代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关键
技术开发 陆国祥 比亚迪弗迪动力有限公司

16:50-17:10 汽车动力系统的人工智能优化控制 徐宏明 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
17:15-17:35 低成本两冲程混动系统 Jacob ANDERT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教授，汽车驱动机电一体化研究所所长

会议名称（中文）： 汽车NVH开发与控制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Automotive NVH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Technology
会议时间 /地点：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振动噪声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NVH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景国玺/ JING Guox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河北工业大学教授/ Professor,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
约200字）：

汽车NVH开发与控制技术会议于2021年10月20日在上海召开。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振动噪
声分会（China-SAE NVH）协办的汽车NVH开发与控制技术会议是国内振动和噪声领域的
具有权威性的会议。至今已连续举办多届。本次会议邀请多位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汽车
NVH领域知名专家和教授，分享汽车NVH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行业发展态势。会议内容
围绕汽车整车NVH性能开发技术、动力总成 NVH控制技术、异响和声品质技术等热点方向
展开。
The Automotive NVH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Technology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in Shanghai on October 20, 2021. The Automotive NVH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Technology Conference, co-organized by the China-SAE NVH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is an authoritative conference in the field of vibration and
noise in China. It has been held for many consecutive times. This conference invited
a number of well-known experts and professors in the automotive NVH field from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to share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automotive NVH field. The content of the
conference focused on the hot topics such as automotive NVH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technology, powertrain NVH control technology, abnormal noise and
sound quality technology et al.会议议题（中英文）：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9:00-9:25
车用空压机气体流动特性、结构疲劳和
振动噪声评估技术

景国玺 河北工业大学新能源汽车中心主任

9:25-9:50
刚度与高度解耦的空气弹簧结构设计与
性能分析研究

付江华 重庆理工大学车辆工程学院

9:50-10:15 虚拟传感器技术在NVH开发中的应用 史晨路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工程研究院研发经理
10:15-10:40 基于压电材料的振动主动控制 鲁守卫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工程师

会议名称（中文）： 汽车声品质设计与主动控制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Automotive Sound  Quality Design and Active Contro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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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 /地点：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振动噪声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NVH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苏俐丽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NVH高级主管/ NVH Senior Manager,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Center Co.,Ltd个人简介（200字内） 苏丽俐，女，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工程研究院振动噪声部门
高级主管，战略研发业务负责人，汽车振动噪声控制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实验室方向带头人，
中汽中心学科带头人，天津市“131”第二梯队人才。
主持参与了一汽研究总院、吉利、北汽、重汽、三一重机等21家主机厂34款车型NVH性能
开发与调教项目，业务覆盖乘用车、商用车及重型机械多类车型；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
课题、企业科研课题11项；5年内共申请专利25项，其中发明专利13项、已授权实用新型12
项；发表学术论文32篇，其中SCI及EI收录10篇；编写企业标准4份。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4:00
邀请报告/面向用户体验的关门声品质
数字化设计与开发

苏丽俐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NVH高级主管

14:00-14:30
邀请报告/基于台架测试的混合动力系
统NVH性能开发研究

王田修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NVH主任工程师

14:30-15:00 邀请报告/重型商用车NVH现状与展望 苏锦涛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高级经理
15:00-15:30 邀请报告/睿心·Heart 红旗智慧声音技

术
曹蕴涛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院NVH创新主任

会议名称（中文）： 中瑞论坛：安全、智慧与智能的交通
会议名称（英文）： China-Sweden Forum: Safety, Smart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瑞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英文）： China-Sweden Research Center for Traffic Safety(CTS)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傅宇方 / FU Yuf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瑞中心科研委员会主席，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科技处处长、研究员
Chairpers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ommittee of CTS; Director and Research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way, Ministry of
Transport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近年来，以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交通技术将车辆、基础设施、交通运
行管理有机结合，提升了运输安全和效率。瑞典向来高度重视交通安全，其倡导的“零伤亡
愿景”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中瑞交通安全研究中心（CTS）是由瑞典国家企业、能源和交
通部与中国交通运输部合作成立的，致力于“开展世界级的交通安全研究，旨在减少中国的
交通事故和人员伤亡”。迄今中瑞双方已在交通安全、智能交通领域开展了大量合作研究工
作，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本论坛邀请了中国、瑞典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针对中瑞在交通
安全、智能交通领域的技术进展、最新研究成果、技术及产业化前景展开交流讨论。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autonomous driving and vehicle-road collaboration have organically
combined vehicles, infrastructure, and traffic operation management to improve
transportation safety and efficiency. Sweden has permanentl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raffic safety, and its "Vision of Zero Casualties" has been recognized
by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a-Sweden Research Center for Traffic Safety (CTS)
was established by the Swedish National Enterprise, the Ministry of 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 and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Transport. It is committed to "carrying
out world-class traffic safety research to reduce traffic accidents and casualties in
China." So far, China and Sweden have carried out much cooperative research work
in traffic safety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 and have achieved rich research results.
This forum invited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related fields from China and Sweden to
conduct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technical progress,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ization prospects of China and Sweden in traffic
safety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5 协同式自动驾驶动态风险评估技术研究 侯德藻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智能交通研究中心主任
09:30-09:55 自动驾驶道路测试风险管理 涂辉招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10:00-10:25 行人自然避让行为与车辆风险域研究 聂冰冰 清华大学副教授
10:30-10:55 标准体系支撑更安全的智能交通系统发

展
李春杰 河北交通规划设计院自动驾驶技术交通运行行业研发中心主任

11:00-11:25 视频演讲 沃尔沃汽车集团安全策略总监
11:30-12:00 视频演讲：基于驾驶模拟的交通安全研

究
瑞典国家道路交通研究院交通道路研究总监

每位演讲嘉宾有25分钟演讲时间+5分钟问答时间
Each Speaker will have 25 minutes for speech and 5 minutes for Q&A
会议名称（中文）： 虚拟车辆仿真助力汽车行业数字化变革
会议名称（英文）： Virtual Vehicle Simulation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utomotive

Industry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迈斯沃克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英文）： MathWorks
会议主席： 姓名 吴坚 / WU Jia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 / Professor, College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 Jilin
University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周斌 / Vincent ZHOU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MathWorks中国区汽车行业经理 / MathWorks China Automotive Industry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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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
约200字）：

随着软件定义汽车的变革，无论是传统依赖物理样车的长周期、高成本开发弊端的加剧，还
是车辆系统和软件复杂度的增长，以及大量数据酝酿的价值，都促使汽车企业对他们的产品
、业务和组织做数字化转型。本次分会将介绍虚拟车辆仿真的范畴、挑战和解决方案，分享
传统发动机和新能源车不同需求的应用和深度学习的探索，藉此与业内同仁探讨虚拟车辆仿
真如何帮助汽车开发更早和系统地使用模型，并提升团队能力、自动化水平和工作效率，以
应对上述挑战和机遇，帮助企业转型升级。
With the evolution of software-defined car, no matter the long-cycle and high-cost
development abuses brought by traditional physical prototype development, or the
increase of vehicle system and software complexity, or the value derived from
abundance of data, they have prompted OEMs and suppliers mak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products, businesses, and organizations. This session will
introduce the scop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of virtual vehicle simulation, share the
application with different needs in traditional engine and NEV and the practice of
deep learning. Meanwhile, we woul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how virtual vehicle
simulation can motivate earlier and systematic use of models in vehicl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eam capability, automation and work efficiency as well,
in order to meet the abov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help the enterprise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会议议题（中英文）：

- 虚拟车辆仿真的洞察和解决方案
Insight and solutions to virtual vehicle simulation
- 双电机混动整车模型的搭建及其控制策略优化
Dual-motor hybrid vehicle modeling and control algorithm optimization
- 使用Simscape灵活定制燃料电池系统模型
Leverage Simscape to flexibly customize fuel cell system model
-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的仿真与HIL测试
NEV thermal management system's simulation and HIL test
- 基于Simscape的双离合自动变速器建模及其HIL测试
Simscape based  DCT modelling and HIL test
- 数据驱动的AI建模在燃料电池仿真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data-driven AI modeling in fuel cell simulation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05 开篇致辞

09:05-09:30
MathWorks对虚拟车辆仿真的洞察和
解决方案

胡洪祥 MathWorks中国高级应用工程师

09:30-09:55 双电机混动建模与仿真 朱黎明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整车能耗专家工程师
09:55-10:20 基于simscape 定制燃料电池系统模型 陶巍巍 博世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系统开发部门工程师
10:20-10:45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的仿真与测试 杨兴 MathWorks中国高级应用工程师
10:45-11:10 基于模型的软件测试平台开发 王禺寒 上汽技术中心动力驱动控制及软件工程部

11:10-11:35
基于MATLAB的燃料电池大数据分析与
控制优化

顾欣 上海捷氢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会议名称（中文）： 汽车运动性能动力学与控制
会议名称（英文）： Vehicle Dynamics and Control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英文）：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utomotive Simulation and Control, Jilin University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管欣 / Hsin GUA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吉林大学汽车研究院院长、教授
Professor, Head of Automotive Research Institute, Jilin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詹军 / ZHAN Ju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吉林大学汽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Professor, Deputy Dean of Automotive Research Institute, Jilin University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车辆动力学性能（包括操纵稳定性、乘坐舒适性、动力加速性和制动安全性）是汽车的核心
竞争力，车辆动力学技术是我国汽车工业实现底盘自主开发，形成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共性核
心技术，包括车辆动力学建模、仿真、试验测试及评价、控制等关键理论与技术方法。
本年度分会将在传统车辆动力学的基础上，重点关注汽车运动品质关键理论和技术，主要关
注汽车运动品质建模、仿真方法，提升汽车运动品质的开发方法和关键零部件开发技。
Vehicle dynamics (including handling stability, ride comfort, acceleration and
braking) is the key competitive point of the car. Vehicle dynamics technology is
important public key technology for our country automobile industry to achieve
chassi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t
includes the key theory and technology methods of vehicle dynamics modeling,
simulation, test and evaluation.
The topic of this session will focus on modelling, simulation, and evolution of
vehicle dynamics. The modelling, simulation, and evolution of vehicle dynamic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passenger car, commercial vehicle, intelligent vehicle and new
energy vehicle. It is base and key for vehicle.

会议议题（中英文）：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4:00 主机厂在新四化时代的基本功 吴旭亭 广州汽车集团汽车工程研究院首席专业总师
14:00-14:30 汽车底盘性能评价及未来发展趋势 赵永坡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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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5:00
分布式驱动电动汽车动力学与底盘协调
控制研究

殷国栋 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务处处长、首席教授

15:00-15:30 复合工况下车辆稳定性分析与控制 许男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会议名称（中文）： 全球青年科学家论坛
会议名称（英文）： Global Young Automotive Talents Forum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人才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期刊与传

媒中心协办单位（英文）：
会议主席： 姓名 赵莲芳 / ZHAO Lianf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
约200字）：

全球青年科学家论坛是关注世界汽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交流创新成果的平台。本届论坛分
为“成长”和“创新”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围绕青年汽车人才的成长需求和培养建议展开
，邀请行业领袖分享对青年人才成长的观点，并通过圆桌讨论交流青年人才的成长需求和培
养建议，助力人才成长。第二部分将邀请全球青年汽车人才分享前沿技术创新成果。

会议议题（中英文）：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12:00  成长篇——青年人才成长需求和培养建议
09:00-09:05 主席报告 赵莲芳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09:05-09:35
主旨演讲：汽车发展历程看青年人才的
担当

付于武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华汽汽车文化基金会理事长

09:35-09:45
观点调研：中汽学会青委会关于未来
2030和2050的未来汽车技术难题调研
分享

青委会秘书长

09:45-11:50 对话：汽车青年人才成长需求和培养建
议

11:50-12:00
2020-2022汽车青年托举人才协议签
订仪式、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青委会主席
等聘任仪式、大会合影

13:30-17:30 创新篇：碳中和愿景下的汽车科技前沿论坛

会议名称（中文）： 第七届中国载货车技术年会及商用车技术专题分会场
会议名称（英文）： China Trunk  Technology Conference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承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货运装备技术分会
承办单位（英文）： Freight Equipment Technology of China SAE
协办单位（中文）：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英文）： Dongfeng Motor Corporation  Co., Ltd., Shaanxi Automobile Group Co., Ltd.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王小峰 / WANG Xiaofe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陕西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总监
Product Development Director, Shaanxi Automobile Group Co., Ltd.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蒋学锋 / JIANG Xuefe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Deputy Chief Engineer of Dongfeng Motors Corporation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当前，落实“双碳”战略是我国实现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载货车作为公
路交通领域的组成部分，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研究载货车行业在“双碳”目标
下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会议将围绕“双碳”目标下载货车行业未来趋势以及关键技术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邀请专家学者、企业领袖、技术大咖进行深度分析及预测，凝聚行业共识，为载货车产业
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At pres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strategy is the
key path to achieve green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a
part of the road transportation field, trucks ar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achieve th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truck industry under the
goal of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This conference will focus on th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 download truck
industry future trends and key technologies to solve hot issues, invited experts and
scholars, business leaders, technology giants for in-depth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condensing industry consensu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ruck industry.

会议议题（中英文）： “双碳”目标下的商用车技术实践与探索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5 开场演讲：双碳背景下的商用车五化技

术
蒋学锋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09:25-09:50 双碳背景下的重型商用车技术发展趋势 张文博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

09:50-10:15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ed
Innovation in Commercial Vehicle
Powertrains

Chris Bitsis
Manager, Commercial Vehicle R&D, Southwest Research
Institute

10:15-10:40
CO2 Reduction in Transportation:
The Future Role of ICE

Gernot Graf
Skill Area Manager Diesel Development and Calibration,
AVL List GmbH

10:40-10:50 问答Q&A
10:50-11:00 休息
13:30-13:55 待定 待定 清华大学
13:55-14:20 商用车碳达峰、碳中和技术方案研究 武守喜 中汽中心中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信息咨询部部长

14:20-14:55
面向细分市场的重型商用车循环工况构
建技术研究

赵轩 长安大学汽车学院副院长

14:55-15:20
技术挑战与对策： 长途重卡与大功率
氢燃料电池发动机

纪光霁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新能源动力中国区总工程师

15:20-15:45
eDRIVE & FUEL CELL SYSTEM
DEVELOPMENT FOR COMMERCIAL
VEHICLES AND MOBILE MACHINES

Hubertus Ulmer IAV

15:45-16:00 茶歇Coffee Break
16:00-16:25 双碳驱动载货车产品发展趋势 张正兴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产品管理部高级经理
16:25-16:50 绿色低碳的轻量化解决方案 李德光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技术中心首席师
16:50-17:15 轻型车驾驶室乘员保护性能的研究与改

进
宋男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开发院

会议名称（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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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名称（英文）： 2021 China SAE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Committee & 3# EMC Technology

Seminar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国家汽车电气化产品及系统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

磁兼容分会协办单位（英文）： Shanghai Electrical & Apparatus Research Institute、National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Test Center for Automotive Electrified Products and Systems、China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Branch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郑军奇 Zheng Junq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为打造国内汽车电磁兼容领域交流合作平台，促进技术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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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2021年10月21日在上海安亭上海汽车会
展中心举办，本次年会将作为2021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SAECCE 2021）专题
分会之一中进行。
本届大会将汇聚各大汽车厂商、第三方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的资深专家，围绕汽车电磁兼
容标准发展方向、“汽车‘新四化’趋势下的电磁兼容技术发展、汽车新技术在电磁兼容领
域的应用与研究等方向展开主题演讲，营造一场基于前沿热点信息的技术论坛。
In order to create a platform for domest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automotive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nd promote technical exchanges, the
2021 China SAE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Committee & 3# EMC Technology
Seminar will be held in Shanghai Anting Shanghai Automotiv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on October 21, 2021. This annual meeting will be used as the 2021
annual meeting and exhibition of China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 (saecce
2021) In one of the special chapters.
The conference will gather senior experts from major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third-party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give
keynote speeches arou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utomobile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standards,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technology under the trend of automobile "new four modernizations", the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automobile new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nd create a technology forum based on cutting-
edge hot information.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9:00~9:15 汽车工程学会领导致辞
9:15~9:30 上电科领导致辞  

9:30~10:00 电磁兼容性能评价体系的变革 郑军奇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磁兼容分会主任委员

10:00~10:30 电磁兼容标准状况及检测应用 徐立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磁兼容分会副主任委员

10:30~11:00 基于评价的EMC性能数据挖掘研究 楚艳钢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1:00~11:30 电动汽车整车电磁兼容设计体系管控 卢小荣 Stellantis集团



11:30~12:00 电磁兼容学科成果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刘媛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磁兼容分会秘书长

13:30~14:00 新整车电气架构的EMC开发思考 王洪武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电子电器工程部 系统集成与项目管理科 系统集成测试高级主管工
程师14:00~14:30 ADAS部件电磁兼容性研究 高新杰 北京长鹰恒容电磁科技有限公司  实验室主任

14:30~15:00 超集电驱电磁兼容性能开发探讨 叶尚斌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5:00~15:30 燃料电池系统EMC设计问题的挑战 耿会永 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EMC工程师
15:30~16:00 准确导航定位-需求、困境和验证方案 雷剑梅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与软件测评研究中心

主任16:00~16:30 汽车芯片电磁兼容标准及测试技术研究 崔强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博士
16:30~17:00 道路场景电磁干扰分类和典型信号孪生 张君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电子电器实验室主任

会议名称（中文）： 汽车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
会议名称（英文）：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key technology of intelligent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会议时间/地点
协办单位（中文）： 国汽战略院汽车轻量化与装备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英文）： Automotive Lightweight and Equipment Research Center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茅卫东 MAO Weido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工程部部长 Director of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Department, Chery New Energy Automobile Co., LTD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以“AI牵手汽车·引领汽车智造”为主题，紧扣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结合汽车行业的特点，
介绍在汽车制造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加深企业对人工智能的了解，促进人
工智能在汽车领域的落地，加快汽车制造业向智能制造发展。
With the theme of "AI connecting cars · Leadi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of cars", it
closely link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utomobile industry, the applic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are introduced. Deepen
enterprises' understand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mote the land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automotive field,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to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富通东方实现AI多目标求解技术在汽车
行业应用的探索

待定 富通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复合材料自动化制造与装备技术 祝颖丹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DREAMPRESS 9000T 大型汽车结构
件的一体化成型装备研发成功

待定 力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电池模组组装外壳铸铝侧板智能锁
铆连接技术与装备实现应用

待定 一浦莱斯精密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单车全域信息溯源与智能应用 待定 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会议名称（中文）： 中美论坛：未来汽车产业的发展
会议名称（英文）： China-US Forum: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Automotive Industry
会议时间 /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北美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
协办单位（英文）： North America Chinese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NACSAE)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董愚 / Mike DO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北美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副会长、广汽研究院院级特聘专家
Vice President, NACSAE; Executive Tech. Specialist, GAC R&D Center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邹大庆 / ZOU Daqi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北美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会长、江苏新能源汽车研究院副院长
President of North American Chinese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Vice
President of Jiangsu Alternative Energy Vehicle Research Institute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未来汽车工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汽车的智能驾驶技术、智能网联技术、传
统汽车电动化技术等将改变未来人类的交通出行，也将对未来的汽车产业发展产生巨大的冲
击和变革。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汽车市场，两国在政治体制、历史发展
阶段、汽车行业发展规划以及运营机制等方面都不相同，本次论坛将邀请来自美国汽车故乡
密西根州的几位专家与中国的专家们一起畅谈中美两国未来汽车产业的发展。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ll over the world. Autonomous driving technology, Intelligent  &
Connected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he automobile electrification technology will
change the future mobility and transportation. It will also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and the largest auto market. The two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different auto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s, and different
operating mechanisms. They are also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ges.
This forum will invite the experts Michigan USA and the experts from China to share
their view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auto industry in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议题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30
【视频演讲】北美的电动化进程：东亚
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马克汉
迪克森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中国及东盟区法律业务负责人，
电动汽车法律咨询委员会成员

09:30-10:00 【视频演讲】未来汽车工业发展 Trevor Pawl 美国密西根州汽车办首席执行官

10:00-10:30 关于氢能与汽车创新的设想与实践 荣文伟 “嘉定同济大学科技园”建设推进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10:30-11:00 欧洲碳边境调节机制研究与应对思考 胡钦高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政研工作组政策研究经理

11:00-11:30
【视频演讲】中美智能电动汽车发展的
趋势与差异

彭辉 密歇根大学教授兼交通学院 Mcity 院长

会议名称（中文）： 汽车轻量化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
会议名称（英文）： Automotive Lightweight Ke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会议时间/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协办单位（中文）：
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国汽（北京）汽车轻量化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英文）：
China Auto Lightweight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CALA)
China Automotive Lightweight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ALRI)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王登峰 WANG Dengfe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吉林大学教授，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主任
Professor of Jilin University; Director of Expert Committee of China Auto Lightweight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刘波 LIU Bo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北京科技大学主任、正高，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副主任
Director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Deputy Director of Expert
China Auto Lightweight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为加快我国汽车轻量化材料、成形（型） 工艺、设计、连接等技术的发展，促进汽车相关的
材料企业、 零部件企业、装备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实现汽车轻量化新
产品和新技术与市场的有效对接，会议将邀请来自国内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连接方案供
应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相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围绕汽车轻量化关键技术与应用展开分享
和讨论。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tomobile lightweight materials,
forming technology, design, joining, validation and the related industry, and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together with the
related material enterprises, parts/equip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so that the new products and new technology can link effectively
to the market, the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nd the leaders and experts from
domestic vehicle enterprises, parts enterprises, joining solution suppliers,
univers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other related units are invited to
share and discuss the key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of lightweight.

会议议题（中英文）：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5 新一代高强韧免镀层抗氧化热成形钢 卢琦 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通用汽车中国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09:30-09:55 1700MPa超高强辊压零件设计与应用 韩非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高级主任研究
10:00-10:25 铝成形/热成形钢门环设计 董瀚 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10:30-10:55 基于碰撞安全的车身焊点失效研究 闫军飞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车身部白车身高级专家
11:00-11:25 铝合金连接技术与关键性能评价 程志毅 湖北博士隆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13:30-13:55 再生碳纤维复合材料 杨斌 南通复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4:00-14:25 碳纤维典型零部件一体化设计 王登峰 吉林大学教授；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主任
14:30-14:55 碳纤维复合材料零件结构设计 高聪 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创新技术中心新材料研究所
15:00-15:25 热塑性碳纤维复合材料开发与评价 熊飞 中国恒瑞有限公司副总裁，轻量化联盟专家
15:30-16:00 茶歇 Coffee Break
16:00-16:25 碳纤维复合材料快速固化环氧树脂的开

发
康红伟 深圳市郎搏万先进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16:30-16:55 碳纤维外饰件在汽车上的应用现状与案
例

张世伟 江苏澳盛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汽车研发部经理
17:00-17:25 复合材料连接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 李永兵 上海交通大学
每位演讲嘉宾有25分钟演讲时间+5分钟问答时间Each Speaker will have 25 minutes for speech and 5 minutes for Q&A

会议名称（中文）： 汽车商品性主观评价标准体系建设研讨会
会议名称（英文）： Commodity Subjective Evaluation  Standard System for  Vehicles
会议时间/地点： 组委会统一安排

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丁彦辞 / DING Yanc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管理部副部长
Deputy Dircetor,  Standards Management  Department，China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梁荣亮 / LIANG Rongli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整车及智能网联试验研究部主任
Director，Vehicle and Intelligent Network Test Research Department， CATARC
Automotive Test Center (Tianjin) Co., Ltd.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中英文） 龙军 / LONG Ju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中英文）
中汽院（重庆）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部门副部长
Deputy Manager，Chongqing CAERI Automobile Test Equipment Development Co.,
Ltd./China Automotive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会议简介（中英文，中文约200字）：

随着汽车用户对汽车产品的行驶稳定性、舒适性等品质要求不断提高，主观评价技术越来越
得到车企重视并广泛应用到整车开发过程中。为凝聚行业共识，逐步建立和完善主观评价标
准体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已于7月16日在北京召开汽车商品性主观评价标准体系建设研讨
会，讨论出汽车商品性主观评价优先启动标准项目。 本次会议是为进一步协调优先启动各标
准之间内容，形成汽车商品性主观评价方面体系标准，促进汽车商品性主观评价领域高质量
发展。

演讲顺序/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3:35 会议致辞 丁彦辞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管理部副部长
13:35-13:55 CSAE标准制修订流程介绍 吴旭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管理部项目经理

13:55-14:05
《汽车商品性主观评价方法 通用要求
》

梁荣亮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整车及智能网联试验研究
部主任

14:05-14:15 载货汽车商品性主观评价方法 雷雨田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整车测评研究中心

14:15-14:25
汽车商品性主观评价方法-通用要求，
汽车商品性主观评价方法-客车

梁荣亮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整车及智能网联试验研究
部主任

14:25-14:35 乘用车商品性主观评价方法 雷斌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整车及智能网联试验研究
部14:35-15:30 互动讨论 Panel Discussion

15:30-16:00 茶歇 Coffee Break
16:00-18:00 互动讨论 Panel Discussion

每位演讲嘉宾有25 分钟演讲时间，无问答时间
Each speaker will have 25 minutes for speech, no Q&A



 

 

 

 

 

论文交流 
  



会议名称（中文）： 2021年（第二届）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技术论坛
会议名称（英文）： FSC Technical Forum
协办单位（中文）： 同济大学，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技术教育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Tongji University,  Automotive Technical Education branch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李理光 / LI Ligu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同济大学教授、燃料喷射与燃烧所所长
Professor, Director of Institute for Fuel Injection and
Combustion, Tongji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邓俊 / DENG Ju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同济大学教授
Professor, Tongji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李刚 / LI G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辽宁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12 SAECCE2021-FSC-077
基于遗传算法和非线性最小二乘法结合的磁流变液减振器Bouc-
Wen改进模型参数辨识

陈浩祥 清华大学

09:15-09:27 SAECCE2021-FSC-076 无人驾驶方程式赛车激光定位算法研究 李晓纲 辽宁工业大学
09:30-09:42 SAECCE2021-FSC-075 基于抱死预测的EV再生制动协同ABS控制策略研究 毛煜铮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09:45-09:57 SAECCE2021-FSC-074 基于FSEC赛车电池箱的仿真分析 於思源 福建工程学院FSAE车队
10:00-10:12 SAECCE2021-EV-145 锂离子电池一致性分选方法研究 李宏泽 厦门理工学院
10:15-10:27 SAECCE2021-FSC-058 四轮驱动FSAE赛车制动能量回收系统制动力分配策略研究 李烨 吉林大学
10:30-10:42 SAECCE2021-FSC-052 基于新构型的FSC赛车空气动力学设计及冷却系统针对性改进 周复求 吉林大学
10:45-10:57 SAECCE2021-FSC-042 对碳纤维层合板三点弯试验中表层材料真实应力的研究 沈建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00-11:12 SAECCE2021-FSC-019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队新型人员培养体系构建的探索 孔令昊 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11:15-11:27 SAECCE2021-FSC-018 基于ADAMS的双联式万向节仿真与优化 陆韦鸿 扬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1:30-11:42 SAECCE2021-FSC-014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制动系统导风散热设计 江凯 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11:45-11:57 SAECCE2021-FSC-002 FSCC带导流叶栅的发动机进气系统 张嘉瑞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会议名称（中文）： 汽车排放降碳减排协同控制新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Vehilce Exhaust Pollutant & Carbon Emissions Cooperative Control Novel Technologies
会议时间 /地点： 10月19日09:00-11;50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环境保护技术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李菁元 / LI Jingyua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轻型排放节能试验研究部主任兼中汽研首席专家
Senior Technical Director and Senior Chief Expert of CATARC Automoitve Test Center(Tianjin) Co.,Ltd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0 上海市重型柴油车排放智慧监管系统建设及应用 黄成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城
市大气复合污染成因与防治重点实验室
主任

09:25-09:45 基于虚拟台架的整车油耗排放先进测评方法 凌健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轻型排放节能试验研究部，高级工程师

09:50-10:05 SAECCE2021-EE-009 中国工况相对WLTC工况的排放差异研究 梁洪浩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10:10-10:25 SAECCE2021-EE-022 商用车低温PEMS排放控制研究 董大陆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10:30-10:45 SAECCE2021-EE-003 欧盟Euro 6d蒸发排放法规研究 袁卫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50-11:05 SAECCE2021-EE-014 基于EONV方法的燃油蒸发泄漏诊断试验研究 李海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11:10-11:25 SAECCE2021-EE-005 岚图汽车气味VOC工作浅谈 陈嘉玥 岚图汽车科技公司

会议名称（中文）： 仿真与测试技术分会场
会议名称（英文）： Simulation and Testing Technology
会议时间 /地点： 10月19日09:00-11:50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分会，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英文）： Test Technology Committee of China SAE, CATARC Automotive Test Center（tianjin）Co.,Ltd.
会议主席： 姓名 汪伟 / WANG We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高级技术总监
CATARC Automotive Test Center（tianjin）Co.,Ltd.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0 主题演讲1 题目待定 谢刚 吉利研究院 试验中心副主任

09:25-09:45 主题演讲2 新能源汽车虚拟仿真平台开发与应用 王伟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平台总监

09:50-10:05 SAECCE2021-AST-056 主动侧倾倒三轮车辆稳定性研究与试验 张俊楠 中国农业大学
10:10-10:25 SAECCE2021-AST-052 基于疲劳寿命的冲焊桥壳焊缝优化设计 康一坡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0:30-10:45 SAECCE2021-AST-063 基于随机振动疲劳的轮速传感器支架优化分析 王旭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10:50-11:05 SAECCE2021-AST-069 混动变速箱MCU随机振动失效分析及优化 刘超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10-11:25 SAECCE2021-AST-045 正面碰撞波形对后排女性乘员伤害影响研究 张雄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心
11:30-11:45 SAECCE2021-AST-015 基于电磁仿真分析的TPMS天线整车布置方案优化方法研究 袁中胜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名称（中文）： 电动汽车的优化设计
会议名称（英文）： Optimum Design of Electric Vehicle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动汽车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Electric Vehicles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雷飞 / LEI Fe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教授
Professor,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Vehicle 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0 邀请报告 基于数字孪生的电动车辆状态分析与失效预测方法 雷飞 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学院/教授
09:25-09:37 SAECCE2021-EV-031 某纯电动汽车单级减速器敲击异响问题的分析与改进 张军 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
09:40-09:52 SAECCE2021-EV-104 基于25%小偏置碰撞的车身结构研究 田洪生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09:55-10:07 SAECCE2021-EV-140 电动汽车驱动需求转矩优化研究 何洪文 北京理工大学
10:10-10:22 SAECCE2021-EV-019 某EV车减速器啸叫分析及优化 左跃云 东风汽车集团技术中心

会议名称（中文）： 混合动力汽车的优化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Optimized Control of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动汽车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Electric Vehicles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殷国栋 / YIN Guodo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Professor,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0:25-10:45 邀请报告 新能源汽车电控主题 殷国栋 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10:50-11:05 SAECCE2021-EV-116 基于混合PSO算法的混合动力汽车控制策略优化应用 徐飞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1:10-11:25 SAECCE2021-EV-018 转子激励对永磁同步电机阶次噪声的影响分析 蔡辉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11:30-11:45 SAECCE2021-EV-046 基于过调制技术的永磁同步电机多目标优化设计 黄震 岚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会议名称（中文）： 先进变速器及动力传动系统
会议名称（英文）： Advanced Transmission and Driving System
协办单位（中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协办单位（英文）： Beihang University
会议主席： 姓名 王书翰 / WANG Shuha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Professor,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3:50 传动系统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探讨 王书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13:55-14:07 SAECCE2021-TT-002 支撑轴变形对斜齿轮接触特性影响分析 陈桂廷 重庆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14:10-14:22 SAECCE2021-TT-010 乘用车混动变速器齿轮点蚀失效分析研究 刘欢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14:25-14:37 SAECCE2021-TT-001 新型电动汽车转矩定向分配驱动桥构型分析与功能验证 高守林 吉林大学
14:40-14:52 SAECCE2021-TT-011 液力机械式自动变速器多离合器协同换挡控制研究 李俊青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4:55-15:07 SAECCE2021-TT-009 湿式双离合变速器驾驶性评价工况研究 李阳 东风鼎新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会议名称（中文）： 燃料电池与动力电池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Tchnology of Fuel Cell and Power Battery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动汽车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Electric Vehicles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徐梁飞 / XU Liangfe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
Professor, School of Vehicle and Mobility, Tsinghua University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6:00-16:20 邀请报告 车用燃料电池研究 徐梁飞 清华大学车辆学院/教授
16:25-16:35 SAECCE2021-EV-039 车载微通道反应器甲醇重整制氢系统的研究 余皎 苏州氢洁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16:40-16:55 SAECCE2021-EV-112 基于LQR的PEMFC空气供应系统控制研究 曾小华 吉林大学
17:00-17:15 SAECCE2021-EV-117 车用PEMFC系统低负荷工况系统效率提升方案与性能分析 王萱宇 北京理工大学

会议名称（中文）： 先进制造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制造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Manufacturing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杨京鸿 / YANG Jingho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制造技术发展部首席工程师
Chief Engineer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Dongfeng Commerical Vehicle Co.,
Ltd.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3:45 SAECCE2021-MS-055 汽车动力总成数字化工艺平台开发及应用 张发贵 宁波吉利罗佑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

13:50-14:05 SAECCE2021-MS-093 探究数字化在发动机总装线上的应用 马小飞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4:10-14:25 SAECCE2021-MS-109 基于DELMIA的某乘用车装配仿真 余辉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14:30-14:45 SAECCE2021-MS-111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汽车发动机铸造质量监控新模式探索 贾宪水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4:50-15:05 SAECCE2021-AAF-021 汽车内饰真铝饰条丝状腐蚀的影响机理研究 章梦莹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技术中心

会议名称（中文）： 装配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Assembly Technology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制造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Manufacturing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杨京鸿 / YANG Jingho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制造技术发展部首席工程师
Chief Engineer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Dongfeng Commerical Vehicle Co.,
Ltd.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6:00-16:15 SAECCE2021-MS-007 基于产品工时对车型装配成本削减的应用研究 杨阳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16:20-16:35 SAECCE2021-MS-114 机器视觉识别检测技术在发动机生产制造中的应用研究 孙建国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16:40-16:55 SAECCE2021-MS-122 总装领域工艺评审方法的研究与应用 闫洁石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7:00-17:15 SAECCE2021-MS-132 虚拟验证技术在仪表板混流生产准备中的应用 叶芹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17:20-17:35
SAECCE2021-AAF-010 底盘螺栓轴力衰减计算分析及验证 叶锦泉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技术中心

17:40-17:55 SAECCE2021-MS-147 浅析视觉识别系统在总装装配中的应用 冯联会 中国一汽

会议名称（中文）： 汽车NVH开发与控制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Automotive NVH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Technology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振动噪声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NVH Committee of China SAE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0:40-10:55 SAECCE2021-NVH-052 基于某新能源车的低频制动噪声优化研究 祝丹晖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1:00-11:15 SAECCE2021-NVH-072 双离合变速器车型传动系统冲击建模仿真分析 张志军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1:20-11:35 SAECCE2021-NVH-019 整车动态干涉预测方法研究及应用 段俊杰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40-11:55 SAECCE2021-NVH-020 基于动态激励的混动变速器齿轮啸叫优化 吕品 宁波吉利罗佑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

会议名称（中文）： 汽车声品质设计与主动控制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Automotive Sound  Quality Design and Active Control
Technology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振动噪声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NVH Committee of China SAE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6:00-16:15 SAECCE2021-NVH-079 结构噪声音色特征分析及其应用研究 李慎言 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6:20-16:35 SAECCE2021-NVH-087 商用车声品质评价和预测方法研究 高东阳 陕汽集团技术中心
16:40-16:55 SAECCE2021-NVH-081 机电复合传动系统扭转振动主从控制方法 张伟 北京理工大学

会议名称（中文）： 交通参与者及动力电池安全保护
会议名称（英文）： Safety Protection of Road User and Vehicular Battery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安全技术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Safety Technology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聂冰冰 / NIE Bingbi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清华大学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Tsinghua University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3:50 主旨/邀请报告 网联混行环境驾驶人意图识别和行为安全 王畅 长安大学汽车学院教授
13:55-14:10 SAECCE2021-ST-028 基于吸能率的车辆碰撞相容性分析及优化设计 詹振飞 重庆交通大学
14:15-14:30 SAECCE2021-ST-026 基于两种姿态的儿童乘员碰撞损伤研究 李海岩 天津科技大学
14:35-14:50 SAECCE2021-ST-018 不同头盔对电动两轮车骑车人头部落地的防护性能研究 韩勇 厦门理工学院
14:55-15:10 SAECCE2021-ST-023 面向安全测评体系的 SUV-电动自行车碰撞参数化研究 刘煜 湖南大学

15:15-15:25 SAECCE2021-ST-014
Research on crash simulation technology of carbon fibre
reinforced plastic vehicle body

朱学武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会议名称（中文）： 芯未来



会议名称（英文）：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电子技术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吴泽民 / WU Zemi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电控开发部总工程师
Chief Engineer, Electronic Control Department, Techinical Center of DongFeng Motor Corporation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刘莹 / LIU Yi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电控开发部高级工程师
Senior Engineer, Electronic Control Department, Technical Center of Dongfeng Motor Corporation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6:00-16:20 主旨报告 汽车芯片发展趋势 夏显召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16:25-16:45 主旨报告 车规级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童乔凌 华中科技大学
16:5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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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祥靖 东风商用车技术中心
17:05-17:17 SAECCE2021-VE-013 基于SOME/IP实现T-Box之SOA重新架构的研究 夏宝华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7:20-17:32 SAECCE2021-VE-050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加载台架对EMC测试数据一致性的影响研究 张浩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心
17:35-17:47 SAECCE2021-VE-040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车内活体检测应用 张吉 南京楚航科技有限公司
17:50-18:02 SAECCE2021-VE-054 整车自动驾驶工况下电磁抗干扰测试方法研究 田野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心

会议名称（中文）： 汽车运动性能动力学与控制
会议名称（英文）： vehicle dynamics and control
协办单位（中文）：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英文）：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utomotive Simulation and Control
会议主席： 姓名 管欣 / Hsin GUA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吉林大学汽车研究院院长、教授
Professor, Head of Automotive Research Institute, Jilin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詹军 / ZHAN Ju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吉林大学汽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Professor, Deputy Dean of Automotive Research Institute, Jilin University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6:00-16:12 SAECCE2021-CIT-002 解耦式电控制动助力器的踏板模拟器设计开发 崔海峰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16:15-16:27 SAECCE2021-CIT-021 基于线性自抗扰控制的汽车ABS滑移率控制研究 苑磊 江苏大学
16:30-16:42 SAECCE2021-CIT-050 基于功能安全要求的线控转向系统开发及验证 高尚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16:45-16:57 SAECCE2021-CIT-052 汽车部分负荷动力性能客观评价及设计方法 刘小燕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17:00-17:12
SAECCE2021-CIT-015

悬架摩擦机理研究及优化 毛丽臣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技术中心

17:15-17:27 SAECCE2021-CIT-001 基于模糊观测器的车辆瞬态侧倾控制研究 王振峰 中汽研（天津）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
司17:30-17:42 SAECCE2021-CIT-016 基于四立柱台架的驾乘舒适性控制与优化研究 郝文权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会议名称（中文）： 技术管理分会
会议名称（英文）： The Branch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技术管理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Technology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刘宗巍 / Zongwei (William) LIU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Assistant Dire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Tsinghua Automotive 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e (TASRI)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3:50 主旨演讲/邀请报告 汽车后市场行业的数字化赋能与革新 王海良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政研
工作组 政策研究经理

13:55-14:10 SAECCE2021-TM-046 基于迭代开发的软件项目配置管理研究 马云林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4:15-14:30 SAECCE2021-TM-013 智能网联汽车关键专利技术分析及经济评价研究 邢云翔 长安大学

14:35-14:50 SAECCE2021-TM-055 智能网联汽车保险发展现状研究及相关建议 李晓龙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
公司

14:55-15:10 SAECCE2021-TM-003 中国汽车召回制度及召回实施现状研究 白易明 天津大学

15:15-15:30 SAECCE2021-TM-047 车身项目管理URD目视化管理模型构建及应用 万焱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休息

16:00-16:15 SAECCE2021-TM-039 基于电池健康度的电动汽车使用行为优化策略 吴小员 同济大学



16:20-16:35 SAECCE2021-TM-011 汽车产品需求价值分析模型建立和应用研究 熊禹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16:40-16:55 SAECCE2021-TM-053 区块链及其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朱光钰 清华大学

16:00-16:15 SAECCE2021-TM-024 汽车行业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应用实现分析 袁小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6:20-16:35 SAECCE2021-TM-050 一种基于目标客户分析和目标成本法的整车开发成本管理方法 郑君英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技术中心

会议名称（中文）： 智能汽车决策与控制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Intelligent Vehicle Decision-making and Control Technology
协办单位（中文）： 吉林大学 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英文）：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utomotive Simulation and Control, Jilin University
会议主席： 姓名 赵阳 / ZHAO Y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助理研究员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College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Jilin University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3:45 SAECCE2021-ICV-068 一种基于强化学习的小库位平行泊车运动规划方法 孙宏伟 同济大学
13:50-14:05 SAECCE2021-ICV-092 基于交通风险评估的个性化换道触发研究 朱乃宣 吉林大学
14:10-14:25 SAECCE2021-ICV-010 自动驾驶动态场景预测描述算法研究 谢飞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4:30-14:45 SAECCE2021-ICV-022 基于 FPGA 软硬件协同优化的自动驾驶汽车实时点云目标检测 陈义飞 北京超星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14:50-15:05 SAECCE2021-ICV-058 基于环境不确定性的智能车辆纵横向协同鲁棒控制 张紫微 重庆大学
15:10-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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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选铭 吉林大学

会议名称（中文）： 车路协同与交互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Vehicle-Road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Technology
协办单位（中文）： 吉林大学 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英文）：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utomotive Simulation and Control, Jilin University
会议主席： 姓名 胡宏宇 / HU Hongyu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Professor,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utomotive Simulation and Control, Jilin University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6:00-16:15 SAECCE2021-ICV-016 基于低速行驶微缩车的动态协同规划方法 刘彦博 上海交通大学
16:20-16:35 SAECCE2021-ICV-074 面向车辆队列的鲁棒协同运动控制 陈琼红 西南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16:40-16:55 SAECCE2021-ICV-093 自动驾驶汽车-行人交互研究综述 刁小桔 吉林大学
17:00-17:15 SAECCE2021-ICV-062 基于驾驶模式语义平面的驾驶人风格研究 乔旭强 重庆大学
17:20-17:35 SAECCE2021-ICV-064 智能网联汽车车路协同信息安全分析 沈尧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
17:35-18:00 SAECCE2021-ICV-025 城市环境下智能互联汽车云定位系统 贾素华 吉林大学

会议名称（中文）： 轻量化与车身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Lightweight and Vehicle Body Technology
协办单位（中文）： 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协办单位（英文）： Auto Lightweight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会议主席： 姓名 刘波 / LIU Bo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北京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曲小飞 / QU Xiaofei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三一集团副总经理，研发管理总部总监
Deputy General Manager and R&D Director, SANY Group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12 SAECCE2021-LW-018 基于参数化模型的车身轻量化设计 何洪军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09:15-09:27 SAECCE2021-LW-014 拓扑优化在驾驶室悬置支架轻量化中的应用 徐涛 东风（十堰）车身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09:30-09:42 SAECCE2021-LW-032 热成形钢的动态力学行为分析 曹广祥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09:45-09:52 SAECCE2021-LW-021 商用车车身热成型件选材优化设计 杨帆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0:00-10:12 SAECCE2021-LW-030 超重型含Nb高强钢商用车车轮结构优化 许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15-10:27 SAECCE2021-LW-001 汽车复合材料零部件粘接技术与案例分析 石腾龙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30-10:42 SAECCE2021-BD-020 碳纤维-高强钢混合结构车门设计与开发 高聪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0:45-10:52 SAECCE2021-BD-003 汽车后盖振动故障诊断与控制研究 龙岩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1:00-11:12 SAECCE2021-BD-008 铝质车顶热膨胀变形分析研究 肖永富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会议名称（中文）： 汽车可靠性前沿技术研讨
会议名称（英文）： Discussion on Advanced Technology of Automobile Reliability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可靠性技术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Automotive Reliability Technology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郑松林 / ZHENG Songli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上海理工大学教授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欧阳涛 / OUYANG Tao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Automotive Testing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ATARC Yancheng Automotive
Proving Ground Ltd.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0 主旨演讲 汽车可靠性前沿技术研讨 李金广 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

09:25-09:45 邀请报告 BSC系统可靠性管控 范学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
院零部件试验部经理

09:5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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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礼辉 上海理工大学
10:10-10:25 SAECCE2021-ART-016 上悬置总成等幅台架试验与道路试验当量关系研究 张永 一汽集团研发总院
10:30-10:45 SAECCE2021-ART-025 基于试验和仿真的某款高端客车骨架结构疲劳寿命评估 聂文武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发中心
10:50-11:05 SAECCE2021-ART-004 新的疲劳损伤理论在汽车部件可靠性设计上的应用 王文阁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开发院
11:10-11:25 SAECCE2021-ART-034 变速器载荷谱早期预测 阮先鄂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会议名称（中文）： 汽车空气动力学及热管理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Automotive Aerodynamics and Therm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协办单位（中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空气动力学分会
协办单位（英文）： Automotive Aerodynamics Committee of China SAE
会议主席： 姓名 陈涛 / CHEN Tao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空气动力学分会主任委员
Vice President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Company Limited, Chairman of Automotive
Aerodynamic Committee of China SAE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6:00-16:20 主旨报告 汽车风洞前沿测试技术进展 王庆洋
中国汽研风洞中心气动试验室主任、中
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空气动力学分会秘
书长16:25-16:40 SAECCE2021-AA-015 基于流-固耦合算法的强化电池包散热研究 许豪伦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6:45-17:00 SAECCE2021-AA-013 某型乘用车冷却系统性能仿真与优化研究 许翔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17:05-17:20 SAECCE2021-AA-026 基于风量和噪声多目标优化的冷却风扇结构设计 叶筱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会议名称（中文）： 先进汽油机、混动及关键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Advacned SI & Hybrid Eninge and Key Technology
协办单位（中文）： 同济大学
协办单位（英文）： Tongji University
会议主席： 姓名 李理光 / LI Ligu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同济大学教授、燃料喷射与燃烧所所长
Professor, Director of Institute for Fuel Injection and Combustion, Tongji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帅石金 / SHUAI Shiji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清华大学教授
Professor, Tsinghua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于秀敏 / YU Xiumi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吉林大学教授
Professor, Jilin University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09:00-09:20
双碳目标下重型商用车柴油机技术探讨 尧命发

天津大学教授，内燃机燃烧国家重点实
验室

09:25-09:40 基于低碳燃料智能充量压缩着火燃烧的高效内燃机研究 钱勇 上海交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09:45-10:00 SAECCE2021-IEE-005 超稀薄燃烧汽油机试验及测试循环研究 晁岳栋 宁波吉利罗佑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

10:05-10:20 SAECCE2021-IEE-030 直喷汽油机50MPa超高压燃油喷射系统的试验研究 张亚军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技术
中心

10:25-10:40 SAECCE2021-IEE-018 MPI混动专用汽油机燃烧性能研究 陈龙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0:45-11:00 SAECCE2021-IEE-024 汽油机预燃室点火技术研究 张翼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11:05-11:20 SAECCE2021-IEE-023 缸内蒸汽喷射对GDI汽油机燃烧和排放的特性研究 贾智圆 河北工业大学

会议名称（中文）： 氢燃料、新型燃烧、燃料雾化及零部件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Hydrogen, New Combustion, Spray and Components Technology
协办单位（中文）： 同济大学
协办单位（英文）： Tongji University
会议主席： 姓名 李理光 / LI Ligu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同济大学教授、燃料喷射与燃烧所所长
Professor, Director of Institute for Fuel Injection and Combustion, Tongji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吴志军 / WU Zhijun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同济大学教授
Professor, Tongji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李康 / LI K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首席专家
Chief Expert, China Faw Group Co., Ltd.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3:30-13:45 SAECCE2021-IEE-042 甲烷燃料氩气循环发动机效率、负荷与排放的试验研究 王晨旭 同济大学

13:50-14:05 SAECCE2021-IEE-043
基于遗传算法的喷水对氩气循环发动机热力学循环效率及爆震影
响分析

邓仁杰 同济大学

14:10-14:25 SAECCE2021-IEE-037 汽油直喷喷油嘴内流速度测量与分析 吴志军 同济大学
14:30-14:45 SAECCE2021-IEE-041 引入瞬态温度场提升缸垫密封分析精度 郑杨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4:50-15:05 SAECCE2021-IEE-040 航空螺旋桨与发动机匹配研究 张妍 北京理工大学

会议名称（中文）： 先进柴油机、增压器及润滑油技术
会议名称（英文）： Advacned Diesel Engine, Turbocharger & Lubricant Technology
协办单位（中文）： 同济大学
协办单位（英文）： Tongji University
会议主席： 姓名 李理光 / LI Liguang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同济大学教授、燃料喷射与燃烧所所长
Professor, Director of Institute for Fuel Injection and Combustion, Tongji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尧命发 / YAO Mingfa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天津大学教授
Professor, Tianjin University

联合会议主席： 姓名 姚春德 / YAO Chunde

工作机构及职务/职称
天津大学教授
Professor, Tianjin University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6:00-16:15 SAECCE2021-IEE-012 发动机机油消耗实时测量方法的研究与应用 刘志勇 一汽解放发动机事业部
16:20-16:35 SAECCE2021-IEE-017 涡轮增压器流体力学推力轴承的分析与工程设计 牛鹏飞 蜂巢蔚领动力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16:40-16:55 SAECCE2021-AA-019
Enhancement of Turbocharger Compressor Performance
by Designing a New Housing Structure

周天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7:00-17:15 SAECCE2021-IEE-022 烷基萘基础油的研究与应用概述 刘智峰 中国石油兰州润滑油研究开发中心

会议名称（中文）： 第七届中国载货车技术年会及商用车技术专题分会场

会议名称（英文）： China Trunk  Technology Conference
演讲顺序/时间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工作机构、职务
1 SAECCE2021-CV-035 轻型车驾驶室乘员保护性能的研究与改进 宋男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开发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