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联系作者姓名 单位
2021SAECCE-AA-004 基于重叠网格的车辆直道超车气动特性仿真分析 贾青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2021SAECCE-AA-007 汽车发动机舱内流阻力的研究 彭晋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AA-009 某排气系统后置式车型风窗下饰板热害问题研究 杜涵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AA-011 商用车高温环境适应性研究 苏夏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AA-013 某型SU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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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2021SAECCE-AA-014 汽车冷却风扇后运行对零部件热损害影响研究 陈正东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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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AA-017 “数字孪生”技术在车辆风阻优化上的应用 宋名洋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021SAECCE-AA-018 汽车架构开发中的整车热管理系统开发方法研究 董哲明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AA-019
Enhancement of Turbocharger Compressor Performance
by Designing a New Housing Structure

周天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21SAECCE-AA-022 HEV整车热管理系统匹配设计和试验研究 施睿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AA-024 纯电动汽车热泵型整车热管理系统开发技术研究 王伟民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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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AAF-001 【技术】过程参数对碱性滚镀锌镍合金镀层外观的影响 王祥波 宁波长华长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1SAECCE-AAF-004 半轴螺母锁紧结构设计与优化 莫立权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研究院

2021SAECCE-AAF-005
Study of Different Cyclic Corrosion Standards and
Development of a Reliable and Repeatable Accelerated
Corrosion Test for the Automotive Parts

宋海林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常州）有限公司

2021SAECCE-AAF-007 适用于汽车部件锌镍合金电镀工艺及性能研究 周阳亮 广东达志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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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AAF-013 车灯高温耐久性性能验证方法研究 李祥兵
Technical center, Dongfeng peugeot and
Citroen Automobile Co.Ltd

2021SAECCE-AAF-016 车身加速循环腐蚀试验典型腐蚀问题分析 王浩源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AF-017 锐边腐蚀试验评价方法及优化的研究 王京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AAF-018 含磷阻燃阴极电泳涂料性能的研究 郭辉 浩力森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2021SAECCE-AAF-019 金属零件失效分析在整车开发中的应用 秦兴祖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AF-021 汽车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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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AAF-022 汽车加饰真木饰条热循环实验开裂的机理研究 章梦莹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AAF-025 FTA在汽车后保油漆黄变分析的应用 刘璟琳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AAF-029 超高能点火对火花塞中心电极腐蚀的量化方法研究 刘逸晖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2021SAECCE-AAF-030 热预处理条件对镀锌紧固件腐蚀性试验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朱家琰 中汽研汽车零部件检验中心（宁波）有限公司
2021SAECCE-ART-001 某车型转向节整车误用试验工况开裂问题仿真对标及优化 丁鼎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岚图汽车科技公司
2021SAECCE-ART-002 疲劳工况下车门钣金开裂分析 王韬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ART-003 车辆火灾的鉴定及预防 严法东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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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解放公司商用车开发院
2021SAECCE-ART-005 基于优化粒子群算法的试验场关联方法 郝鹏祥 中汽研（天津）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ART-011 虚拟试验场仿真技术能力建设及工程应用 王鑫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RT-012 乘用车路面障碍通过性考核工况及车底防护研究 宋瀚 东风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ART-013 地图灯渗冷凝水测试方法及解决方案研究 龚兵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ART-014 基于客户数据分析的制动系统高寒适应性专项试验方法研究 唐天柱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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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ART-017 虚拟试验场载荷谱在整车道路模拟试验中的应用 孙野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RT-018 汽车刮水器刮刷不动作问题研究改善 陈传永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ART-020 基于场景工况的转向器支架台架试验研究与应用 么洪列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RT-021 基于场景工况的商用车稳定杆台架耐久试验方案对比探究 代晨光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RT-023 基于A车型后减振器R/1000的预测研究 何海燕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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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ART-027 某电动车散热器支架振动强度分析及优化 杜伟娟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RT-029 湿态工况车窗升降抖动影响因素研究及应用 熊忠伟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ART-030 基于虚拟试验场的道路载荷谱分析研究 周帅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RT-031 基于威布尔分布模型的汽车售后数据预测方法研究 刘佳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RT-034 变速器载荷谱早期预测 Xiane Ruan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ART-036 BSC系统可靠性研究 王胜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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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驰 上海理工大学
2021SAECCE-ART-040 基于悬置实测位移制作动力总成运动包络 汪江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ART-043 前挡风玻璃内后视镜安装部的目标性能设定与优化设计 赵振奇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ART-046 扭转刚性对白车身耐久性能影响的研究 张丹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ART-052 一种基于试验的频域加速系数确定方法探究 吴晓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ART-054 电驱动系统可靠性目标载荷快速构建方法研究 邓思城 上海理工大学
2021SAECCE-AST-002 贴合技术对非刚性虚拟匹配精度影响的研究 江一亨 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
2021SAECCE-AST-006 基于深度学习的汽车结构件应力预测方法 刘淼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AST-008 基于3DCS的ACC雷达安装角度建模分析研究 肖波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ST-009
Research on Test and Evaluation of AEB System Based on
Collisions with Different Overlap Rates

牛成勇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AST-010 某驾驶室翻转销断裂分析及支座优化 刘广 东风华神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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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AST-016 E型多连杆悬架系统仿真二次开发及验证 王涛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2021SAECCE-AST-017 某皮卡车架轻量化对ACU开发的影响研究 刘勇 重庆长安凯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ST-019 汽车车门抗凹性试验研究 张亮亮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ST-020 基于Rupp结构应力的焊点疲劳参数拟合与应用 何祖毅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ST-021 转向节侧向连续冲击的累积损伤研究 周德生 广汽研究院
2021SAECCE-AST-022 紧耦合排气热端热疲劳寿命预测与结构优化 史海涛 同济大学
2021SAECCE-AST-029 基于Matlab的车辆跑偏数据处理方法 黄奕宏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AST-030 变速器换挡拨叉断裂失效分析与结构改进 李俊楼 中国一汽研发总院
2021SAECCE-AST-034 某液压滑阀流场仿真及卡滞现象分析 谭立建 重庆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2021SAECCE-AST-036 基于参数化CAE技术的全新开发流程 张雨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总院
2021SAECCE-AST-037 同轴度对变速器油泵齿轮强度影响分析 王青娟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ST-038 预弯方法优化对车门分缝段差的改善研究 刘元德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AST-039 基于温升仿真对盘式制动器惯量台架试验温度测量的探讨 徐骞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AST-044 行人保护腿型仿真精度影响因素研究 王孙斌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2021SAECCE-AST-045 正面碰撞波形对后排女性乘员伤害影响研究 张雄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AST-047 MPDB碰撞中约束系统对THOR假人胸部损伤的影响 姜剑 上海元城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2021SAECCE-AST-048 车门限位器过档力分析及优化 李景潭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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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SAECCE-AST-050 轴承卡簧冲击有限元分析与方案优化 王宏飞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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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总院
2021SAECCE-AST-054 基于试验场载荷的某SUV控制臂疲劳分析与优化 李金龙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ST-055 基于本构模型的橡胶衬套有限元仿真 肖雄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AST-056 主动侧倾倒三轮车辆稳定性研究与试验 张俊楠 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
2021SAECCE-AST-057 汽车钢板焊接接头疲劳寿命曲线制备与应用 刘佳良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021SAECCE-AST-058 车用铝合金型材断裂失效仿真研究 芦强强 一汽研发总院
2021SAECCE-AST-060 虚拟仿真在汽车生产物流系统的应用 郭宏伟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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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AST-065 电动车电池包整车坠落球击试验仿真研究 彭亮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AST-066 基于大数据神经网络的汽车暴晒试验部件温度预测模型研究 李淮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
2021SAECCE-AST-067 基于VT System的车用电机硬件在环测试平台开发 肖明康 同济大学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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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AST-071
基于GISSMO失效准则的某车用PP+EPDM-TD20塑料件失效研
究

符志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BD-001 某轻量化两栖车车身的设计与分析 张伟超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特种装备事业部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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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BD-004
Improvement research on the initial solution prediction of the
one-step algorithm for bus rollover collision

王童 长安大学

2021SAECCE-BD-005 碳纤维复合材料后地设计开发方法研究 陈志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BD-006 基于性能平衡的车身轻量化及焊点优化 艾明昱 重庆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
2021SAECCE-BD-007 防止地板下沉仿真分析及应用 荣小明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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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BD-009 基于耐久性能的车门局部区域结构优化设计 熊诗桉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BD-010 某混动汽车车身结构设计改进研究 耿国超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BD-012 基于结构胶长度对白车身扭转刚度的影响分析 李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BD-013 某混动SUV车型B柱上部异响分析及改进 李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BD-014 某车型整体式上边梁结构方案研究 周玉雷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BD-017 水箱横梁接头对前保杠安装点刚性贡献度研究 李俊财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BD-018 基于大壁障侧碰和侧柱碰性能平衡的B柱和门槛优化 夏丁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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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CE-003 汽车液压伺服试验系统设计与开发 李洪东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2021SAECCE-CE-007 基于3DL视觉引导的应用实践 顾晓强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11 细密封打胶自动化的设计与应用 钟高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12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WE2 D区后门总成弧焊柔性自动化生产线
的设计和应用

成刚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14 机器人2D视觉引导系统拆垛设计 邓 俊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17 RFID技术在汽车工厂零件验收中的应用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18 激光在线测量在白车身制造过程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袁绍波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20 穿梭车立体库在汽车工厂物流中的应用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24 模拟台车试验设备浅析及试验室工程设计要点简述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31 三维模型汇总及检查在涂装车间设计施工中的探索及应用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32 三维数字化技术用于数字化工厂建设中的应用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33 物流自动化技术在汽车总装车间的应用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36 BIM三维技术在汽车工业厂区埋地管线设计中的应用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39 基于REVIT的汽车工厂电气设计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43 变速箱油智能加注技术在总装领域的应用 刘敏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与生产物流部
总装工艺部

2021SAECCE-CE-044 浅析装配式建筑在工业厂房设计中的应用及前景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46 色彩心理学在工业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49 AGV导航的PID控制及影响因素探讨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50 VOC废气处理系统浓缩转轮脱附风量调试方法研究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52 叠片过滤器在汽车淋雨线上的应用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53 动力学仿真在新型PVC滚道输送机开发中的应用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54 红旗繁荣工厂焊装车间物流系统仿真分析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55 红旗繁荣基地涂装车间物流系统仿真分析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56 基于Ansys Fluent的新型干式喷漆室的仿真分析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57 基于SIMAC软件浅谈虚拟调试技术在汽车行业中的应用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58 喷漆室风平衡智能控制分析与研究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59 气浮技术在汽车涂装工艺设备中的应用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60 汽车涂装车间VOCs废气治理方案简析-以某整车厂为例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63 浅谈智能化涂装车间设计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64 浅析基于TIA Portal Openness的程序自动生成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65 涂装车间IIoT边缘容器化的实现探索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70 虚拟仿真在汽车工厂设备自动化建设中的应用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71 总装车间仪表线AGV运输仿真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72 振动监测技术在涂装车间应用浅析 谷乔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78 输送线与AGV智能交通管制系统的设计 王雄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79 数字化智能质量监控及补偿系统功能开发 邢浩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2021SAECCE-CE-081 多平台柔性后悬架装配线的精益规划研究 董逦 中国第一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85
THE CLOSED-FORM EQUATIONS OF MOTION OF A
SNAKE ROBOT WITH COULOMB FRICTION FORCE

黄清敏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86 智慧工厂线体综合管理系统设计 杜俭状 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90 焊装机器人可用负载问题的解决与预防 王波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93 整车电检虚拟调试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郭宏伟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94 基于总装大数据的自动点漆系统设计与应用 褚泰华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95 涂装车间工艺空调系统设计与应用 李伟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E-096 浅谈汽车总装数字场景建设 张传宇 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与生产物流部
2021SAECCE-CE-099 汽车牵引装置加载设备的开发与实现 李洪东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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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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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CIT-007 麦弗逊悬架横向稳定杆吊杆位置设计对转向性能的影响研究 王文源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2021SAECCE-CIT-009 基于在线滑模预测控制的分布式驱动无人车分层协调控制 刘聪 北京理工大学
2021SAECCE-CIT-012 轮边电机驱动电动汽车的电子差速控制设计 马聆越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2021SAECCE-CIT-013 基于轮速可信度的车辆参考车速估算 田端洋 吉林大学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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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CIT-016 基于四立柱台架的驾乘舒适性控制与优化研究 于海洋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CIT-017 乘用车驾驶风格设计优化研究 汪森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IT-020 基于EPS功能安全的网络诊断算法优化 尹莉 一汽光洋转向装置有限公司



2021SAECCE-CIT-021 基于线性自抗扰控制的汽车ABS滑移率控制研究 苑磊 江苏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2021SAECCE-CIT-023 主动侧倾车辆转向行驶平顺性研究 高偌霖 中国农业大学
2021SAECCE-CIT-026 智能四轮毂电机驱动车辆高速轨迹跟踪模型预测控制 王承平 北京理工大学
2021SAECCE-CIT-027 基于某新能源车的制动系统开发与验证 李波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021SAECCE-CIT-028 主动干预扭矩控制策略研究及仿真应用 冷枭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IT-036 基于提升轮胎接地面积的赛车前悬架优化方法 梁肖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CIT-040 前悬架纵向冲击舒适性优化 黄义民 东风技术中心

2021SAECCE-CIT-041
RESEARCH ON LAW OF MOTION IN A NON-INERTIAL
FRAME OF REFERENCE

黄清敏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CIT-042 机电式主动横向稳定杆抗侧倾控制方法研究 宋亚奇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2021SAECCE-CIT-045 基于稳定性控制的分布式四驱电动汽车紧急转向避撞策略设计 陈朝鑫 浙江大学
2021SAECCE-CIT-046 BAJA赛车减速箱齿轮设计及有限元分析 陈之东 安徽工程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21SAECCE-CIT-047 FSEC赛车转向系统设计 邓立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21SAECCE-CIT-048 方向盘模态仿真简化建模与识别方法 顾太平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CIT-049 线控转向系统可变传动比控制策略研究 白明慧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CIT-050 基于功能安全要求的线控转向系统开发及验证 常秀岩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2021SAECCE-CIT-051
AN INTEGRATED-FRAMEWORK-BASED PLATFORM
FOR MULTIDISCIPLINARY DESIGN OPTIMIZATION OF
VEHICLE CHASSIS

梁茹钰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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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CIT-053 基于扭矩架构的两种汽油机油门踏板曲线策略及试验研究 冷枭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IT-054
A STUDY ON THE DURABILITY EVALUATION METHOD
OF VEHICLE COMPONENTS REFLECTING MULTI-AXIAL
LOAD USING STRAIN GAUGE

Beebum Jung Hyundai-wia

2021SAECCE-CIT-056 制动踏板感觉指数计算方法研究 李益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CIT-058 基于振动利用控制车体升降的车高求解研究 蔡琛 南京林业大学

2021SAECCE-CIT-059
A REASEARCH AND APPLICATION IN PROMOTING
REAR MULTI-LINK SUSPENSION WHEEL ALIGNMENT
PARAMETERS ACCURACY

黄灿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CIT-060 考虑平台和调教参数的舒适性冲击性能分析 易仲庆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CIT-061
ANALYTICAL MODEL FOR THE INFLUENCE BY IN-
WHEEL MOTOR DRIVE ON A NOVEL DOUBLE
WISHBONE SUSPENSION

曾洺锴 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

2021SAECCE-CV-005 基于CFD的某商用车扬尘污染仿真优化分析 肖飞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V-006 某商用车保险杠怠速抖动改善研究 徐阳 东风商用车
2021SAECCE-CV-008 基于虚拟试验场技术的驾驶室疲劳分析及验证 郝鹏祥 中汽研（天津）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V-010 商用车驱动桥传动效率分析与计算 姚哲皓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CV-020 面向产品设计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材料工艺技术研究 王学双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V-025 商用车白车身尺寸自动检测系统设计与应用 陈新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V-029 商用车低温启动技术研究及应用 苏夏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V-031 商用车制动跑偏改善方法 程婷婷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CV-032 商用车通道圆计算方法 程婷婷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CV-034 某中型商用车动力总成悬置系统的模块化与标准化 王斐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CV-035 轻型车驾驶室乘员保护性能的研究与改进 李亦文 一汽解放商用车开发院
2021SAECCE-CV-036 基于AVL平台的重型商用车AMT换挡规律优化 谢飞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V-037 轻型商用车柔性合拼工位的设计与应用 寻栋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轻型商用车分公司
2021SAECCE-CV-039 商用车驾驶室有限元建模中ANSA批处理工具的开发及应用 武振江 中汽研（天津）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CV-041 商用车前接梁轻量化设计过程控制 张文燕 北奔重汽技术中心
2021SAECCE-CV-042 基于有限状态机的智能商用车决策与控制 夏啸天 武汉理工大学

2021SAECCE-CV-044 某重型商用车驾驶室外饰人机设计 尹婷玉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一汽解放有限公司商用
车开发院

2021SAECCE-CV-045 电动挖掘机用PMSM矢量控制方法研究 王阳阳 同济大学
2021SAECCE-CV-048 重型商用车电子稳定控制系统高寒工况试验方法研究 车志平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开发院
2021SAECCE-CV-050 基于一致性加速度激励的车辆支架随机振动仿真分析 杨俊青 东风华神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CV-053
eDRIVE & FUEL CELL SYSTEM DEVELOPMENT FOR
COMMERCIAL VEHICLES AND MOBILE MACHINES

Hubertus
Ulmer

IAV GmbH

2021SAECCE-EE-002 柴油机热试台架用尾气后处理系统自主开发及应用 王毅明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发动机事业部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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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EE-005 整车气味VOC性能开发浅谈 杨京雷 岚图汽车科技公司
2021SAECCE-EE-006 不同环境温度对轻型汽油车排放影响研究 潘小亮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E-007 湿式喷漆房漆渣处理工艺研究 严春宇 一汽解放发动机事业部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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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
2021SAECCE-EE-010 车用真皮气味溯源和改善方法研究 唐婷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EE-011 轻型汽油车GPF异常水堵试验研究 陈琪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EE-013 轻型车冷却系统节温器诊断试验研究 李海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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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
2021SAECCE-EE-015 SCR催化器温度在线预估算法及实验研究 岳广照 山东理工大学
2021SAECCE-EE-016 基于高斯过程机器学习的发动机排放预测方法 陈俐 上海交通大学
2021SAECCE-EE-017 基于国六的直喷汽油机GPF过滤效率研究 赵良臻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EE-019 基于RDE排放的汽油机燃烧系统设计及控制策略研究 丁怀志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E-020 国VI天然气汽车冷启动排放优化研究 戴俊楠 重庆凯瑞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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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车开发院
2021SAECCE-EV-015 基于某PHEV爪形离合器的耦合、解耦控制策略设计 龚平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016 锂离子动力电池状态与参数自适应协同估计与应用研究 张 旭 东风技术中心
2021SAECCE-EV-017 基于模型的SOC估计算法工程应用研究 张 旭 东风技术中心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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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EV-019 某EV车减速器啸叫分析及优化 左跃云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020 IGBT桥臂直通主动放电电路设计与验证分析 李正文 广州汽车集团汽车工程研究院
2021SAECCE-EV-021 新能源汽车电池冷板性能分析及优化 李夔宁 重庆大学
2021SAECCE-EV-023 混联式混合动力汽车驱动控制及模式切换动态协调策略研究 魏庆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024 双离合式两档电动汽车动力性与经济性仿真研究 王询 东风鼎新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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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EV-032 混合动力汽车动力电池匹配设计研究 李圆 广汽研究院
2021SAECCE-EV-034 动惯性悬架对轮毂电机驱动汽车负效应抑制研究 沈钰杰 江苏大学
2021SAECCE-EV-035 电动汽车用高压直流继电器选型与匹配 彭杨茗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EV-037 电池包进水温度控制策略的优化 沈晓春 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039
THE STUDY OF MICRO-CHANNEL METHANOL STEAM
REFORMING FOR ON-BOARD HYDROGEN
GENERATION

余皎 上海博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042 一种基于电-电混合大功率氢能源汽车动力系统方案设计 熊洁 东风汽车集团技术中心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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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岚图汽车科技公司
2021SAECCE-EV-048 带温度因子的锂离子电池模型研究 LUO DONG 岚图汽车科技公司

2021SAECCE-EV-050
Inductance Estimation of Sensorless IPMSM Drives Based
on Multi-SVPWM

顾明磊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EV-055 基于二阶Thevemin模型的锂电池状态参数辨识 吴道明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EV-057 电动汽车预防高压回路热点问题策略分析 张胜轩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EV-063
Bipolar Plate Flow Channel Design, Optimization and
Influence Level on Performance of PEMFC

陈公锦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21SAECCE-EV-068 混合动力电驱动系统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肖腾飞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EV-069 基于模糊控制的电动汽车横摆稳定性控制方法研究 贺启才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武汉）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071 基于P0P2P4的PHEV能量管理策略设计 李游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073 基于声学灵敏度分析的电池包安装形式的优化 安瑛莹 广汽研究院
2021SAECCE-EV-074 基于卡尔曼滤波的锂电池SOC估计算法 曹天佳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076 基于燃油车开发的纯电动车声学包仿真分析与设计 李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077 燃料电池客车氢气泄漏位置对扩散特性的影响规律研究 张筱璐 北京工业大学
2021SAECCE-EV-078 汽车空调鼓风机调速模块设计 徐林 江苏大学

2021SAECCE-EV-079 高温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密封性能的研究 余皎
上海博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氢洁电源科
技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080 甲醇重整高温燃料电池系统热管理及能量高效利用 余皎 苏州氢洁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084 关于锂离子动力电池超声波焊接品质监控的研究 陈剑波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2021SAECCE-EV-087 基于驾驶工况的电动汽车车速与道路坡度估计 郭丁伊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开发院
2021SAECCE-EV-088 基于数据驱动的驾驶行为识别与能耗分析 高志文 武汉理工大学
2021SAECCE-EV-089 大功率充电规模化关键要素分析 韦德启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EV-098 电动汽车低温阻力构成及电耗影响研究 贾亚平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099 驾驶测试循环切换对混合动力汽车经济性影响的分析 王诗嘉 纬湃科技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101 油冷电机设计难点解析 周厚建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EV-103 型材铝合金副车架轻量化研究 曹建 中汽研（天津）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104 基于25%小偏置碰的车身结构研究 崔营营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105 基于碰撞安全的车身焊点失效研究 程晨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107 基于几何相似原理的永磁同步电机型谱设计 王剑波 江苏超力电器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108
RESEARCH ON ENERGY RECOVERY CONTROL OF
PURE ELECTRIC VEHICLE

刘本超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2021SAECCE-EV-111 本田制动回收协调系统 黄 健恩 本田技研科技（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112
Research on Air Supply System Control of PEMFC Based
on LQR Control

宋美洁 吉林大学

2021SAECCE-EV-113 基于Citespace的锂离子电池热失控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徐一丹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

2021SAECCE-EV-115
Dynamic Coordination Control Strategy of Dual-planetary
Power-split Hydraulic Hybrid Vehicle

宋美洁 吉林大学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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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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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EV-119 电动汽车BMS系统架构与发展趋势 冯刘中 FAW-VW
2021SAECCE-EV-120 Review of the Status and Trend on HEV Energy Control 汤雪林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125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Laser Welding of Al to Cu
with/without Ni-Coating Layer in Automotive Battery
Application

孔德群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127
DYNAMIC ANALYSIS OF A GEAR-SHAFT SYSTEM WITH
THE DISTRIBUTED PARAMETER SHAFT

王珍 北京理工大学

2021SAECCE-EV-128 电压对电驱动系统性能影响的研究 张文辉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欧辉客车分公
2021SAECCE-EV-130 多观测融合的动力电池剩余寿命预测 王晨旭 北京理工大学
2021SAECCE-EV-132 EPS用稀土永磁直流无刷电机的优化设计 王爱仙 江苏超力电器有限公司
2021SAECCE-EV-133 基于超快X射线CT的PEMFCs气体扩散层中气泡生长可视化研究 董光宇 同济大学
2021SAECCE-EV-137 基于SAC算法的电动汽车复合储能系统能量管理策略 郑春花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2021SAECCE-EV-140 电动汽车驱动需求转矩优化研究 曹剑飞 北京理工大学
2021SAECCE-EV-143 基于AMESim的PEMFC空气系统特性仿真研究 李丞 西南交通大学
2021SAECCE-EV-144 基于逻辑回归的动力电池低SOC风险预测 任超 长安大学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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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EV-146 电池与模组热源比较与分析 孔乾旭 厦门理工学院
2021SAECCE-EV-153 基于技术经济性的燃料电池汽车典型应用场景研究 雷雪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021SAECCE-FSC-008 基于模式识别的电动赛车驱动控制策略 李宇星 厦门理工学院
2021SAECCE-FSC-034 双电机独立驱动方程式赛车动力系统设计 任禹燃 辽宁工业大学
2021SAECCE-FSC-056 大学生电动方程式赛车动力电池匹配方法研究 王达 吉林大学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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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达 吉林大学
2021SAECCE-FSC-073 FSC赛车电控辅助系统设计 邓祺元 西华大学
2021SAECCE-FSC-074 基于FSEC赛车电池箱的仿真分析 於思源 福建工程学院车队
2021SAECCE-ICV-004 优化模型限速提升智能驾驶过弯能力的研究 陶沛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ICV-006 基于不同偏置率碰撞的AEB系统测试与评价研究 牛成勇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ICV-008 自动泊车系统主客观综合测试评价技术研究 周竞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ICV-009 基于多工况下的整车开空调燃料消耗量测试研究 麦娟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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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ICV-011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状态机人机交互设计 Banben He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ICV-014 一种重型卡车盲区监测系统设计 雷纵横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ICV-016
A DYNAMIC COLLABORATIVE PLANNING METHOD FOR
MULTI- MINIATURIZED VEHICLES

刘彦博 上海交通大学

2021SAECCE-ICV-021 基于激光雷达边界框的自动泊车车位识别方法 王志伟 吉林大学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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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ICV-024 汽车毫米波雷达覆盖件设计及验证方法 钱国平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ICV-025
Cloud Positioning System for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
in Urban Area

岳柄剑 吉林大学

2021SAECCE-ICV-027 一种面向未知环境的无人车辆运动规划算法 张旭东 北京理工大学
2021SAECCE-ICV-035 基于路侧多传感器融合的车辆信息检测方法 魏吉敏 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ICV-036 基于车身俯仰角速度的无人车辆路面辨识技术研究 杜盼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
2021SAECCE-ICV-038 机器学习在汽车领域的应用场景及展望 吴远波 纬湃科技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2021SAECCE-ICV-043 基于传感器融合的AEB目标选择方法 关瀛洲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ICV-046 尺寸工程在汽车ADAS外参角度上的应用研究 连翠翠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ICV-050 基于RS算法的曲率连续泊车路径规划研究 李超 一汽集团智能驾驶研究所
2021SAECCE-ICV-056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静态目标识别与跟踪 林雨田 北京理工大学
2021SAECCE-ICV-057 基于运动预测的自动驾驶车辆运动规划方法 郑玲 重庆大学
2021SAECCE-ICV-058 基于环境不确定性的智能车辆纵横向协同鲁棒控制 郑玲 重庆大学



2021SAECCE-ICV-061 基于模型预测控制方法的智能车路径规划策略研究 郄天琪 北京理工大学
2021SAECCE-ICV-062 考虑场景覆盖率的自动驾驶城市测试道路 平面布局最优化方法 邢星宇 同济大学
2021SAECCE-ICV-063 基于高斯过程的拟人化ACC算法研究 李剑辉 重庆大学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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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

2021SAECCE-ICV-065
Construction and Test of Wireless Remote Control System
for  Self-driving Car

谢正春 同济大学 汽车学院

2021SAECCE-ICV-068
A UNIFIED AND EFFICIENT MOTION PLANNING
METHOD BASED ON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OR
AUTOMATIC PARALLEL PARKING IN NARROW SLOT

孙宏伟 同济大学

2021SAECCE-ICV-070 交通拥堵辅助系统硬件在环仿真测试方法 王启配 中汽研（天津）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ICV-072
A Survey of Driver Behavior Perception Methods for
Human-Computer Hybrid Enhancement of intelligent

易纪伟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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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智行者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2021SAECCE-ICV-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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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ICV-076 高速公路下的拟人化自主换道方法研究 赵伟光 吉林大学
2021SAECCE-ICV-077 模拟驾驶员行为的无人驾驶车辆避障轨迹规划 杨彬 吉林大学

2021SAECCE-ICV-078

CONFLICT RESOLUTION FOR CONNECTED
AUTOMATED VEHICLES AT UNSIGNALIZED
ROUNDABOUT CONSIDERING PERSONALIZED
DRIVING BEHAVIOURS

杭鹏 南洋理工大学

2021SAECCE-ICV-088 自动驾驶场景大数据高精度采集技术研究 张建军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ICV-090
Topology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 Based on Time-varying Complex Network

张宏 内蒙古大学

2021SAECCE-ICV-091
Visual-Inertial Odometry Design based on Nonlinear
Optimization and Its Online Initialization Method for the
Autonomous Navigation

王威淇 大连理工大学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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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ICV-093 自动驾驶汽车车外人机交互综述 刁小桔 吉林大学

2021SAECCE-ICV-095
基于国密算法SM4的SecOC安全通信机制在车内CAN总线上的
应用

贺鹏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2021SAECCE-ICV-098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Based Truck Eco-Driving in
Mixed Traffic Utilizing Terrain Information

李霆钧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2021SAECCE-ICV-100 基于脑电（EEG）与车辆运动信息融合的驾驶疲劳检测方法 赵剑 大连理工大学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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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IEE-004 基于某型1.6升发动机对米勒发动机的研究 沈思博 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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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IEE-008 电控单体泵与增压柴油机优化匹配研究 马玉坡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2021SAECCE-IEE-009 高效中冷器在增压发动机上的开发和应用 刘吉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IEE-011 基于掺混不同比例乙醇燃油的点燃压燃试验研究 姚聪 东风技术中心
2021SAECCE-IEE-012 发动机机油消耗实时测量方法的研究与应用 刘志勇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发动机事业部
2021SAECCE-IEE-013 基于有限元分析的平衡轴壳体变形分析优化 许睿 上汽技术中心
2021SAECCE-IEE-015 低成本串联混动发动机技术方案及优化 樊乃霖 东风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IEE-016 共轨喷油器各喷孔喷油量试验研究 郭立新 一汽解放发动机事业部

2021SAECCE-IEE-017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NGINEERING DESIGN
OF  SPIRAL GROOVE HYDRODYNAMICS THRUST
BEARING FOR TURBOCHARGER APPLICATION

高磊
上海长城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长城汽车的子公
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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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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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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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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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IEE-025 WLTC半经验半理论式整车冷机油耗模型开发应用 辛力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IEE-028 发动机缸盖疲劳寿命预测研究 汪凯 上汽技术中心
2021SAECCE-IEE-029 高压共轨系统喷油量不均匀性修正控制 李乾坤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2021SAECCE-IEE-030 直喷汽油机500b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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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IEE-031 射流火焰对汽油机抑制爆震及传热影响研究 林长林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IEE-032 某增压机型的三元催化器热疲劳寿命预测 张少伟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IEE-033 汽油机机油耗高原因分析研究 龚婧瑶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IEE-035 考虑残余应力的铝合金缸盖疲劳分析与研究 贾正锋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IEE-036 应用6sigma的方法进行概念阶段曲轴设计 康黎云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动力研究院
2021SAECCE-IEE-037 汽油直喷喷油嘴内流速度测量与分析 高雅 同济大学
2021SAECCE-IEE-038 高压共轨柴油机起动工况燃油泵计量阀控制策略 张文岐 吉林大学

2021SAECCE-IEE-039
基于两级高能点火和被动预燃室的高压缩比汽油机燃烧及排放特性
研究

施佳叶 同济大学

2021SAECCE-IEE-040 航空螺旋桨与发动机匹配研究 张妍 北京理工大学
2021SAECCE-IEE-041 引入瞬态温度场提升缸垫密封分析精度 赵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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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少也 同济大学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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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IEE-044 电动复合增压系统动态建模与特性研究 王惠泽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21SAECCE-IEE-045 润滑油单液滴蒸发燃烧过程及火焰特性研究 吴志军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2021SAECCE-IEE-047
The Roadmap to 55% BTE of a Heavy-Duty Combustion
Engine

Reza Rezaei IAV GmbH

2021SAECCE-IEE-048
VIRTUAL DEVELOPMENT OF HYDROGEN-POWERED
COMMERCIAL VEHICLES: COMBUSTION AND
EXHAUST-AFTER-TREATMENT

Reza Rezaei IAV GmbH

2021SAECCE-LW-001 粘接技术再创混合材料车身系统新高度 石腾龙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LW-011 某车型铝合金防撞梁轻量化研究 石登仁 东风柳洲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LW-013 某轻卡货箱侧面瓦楞板结构轻量化设计 栾广博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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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LW-015 空心薄壁铝合金副车架正向设计方法 李继川 一汽研发总院
2021SAECCE-LW-016 基于Morph方法的前副车架参数化建模与轻量化设计 邹 衍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LW-018 基于参数化模型的车身设计方法研究 何洪军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LW-019 乘用车发动机塑料油底壳应用技术研究 黄骏霖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LW-020 浅谈铝合金副车架总成结构及其焊接技术 周明文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LW-021 商用车车身热成型件选材优化设计 董玉杰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LW-022 优化关键区域提升树脂背门刚性的研究 黄明登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LW-028 某车铝合金三角臂台架断裂分析与结构优化 左厚琼 东风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LW-029 驾驶室悬置铝合金支座技术研究与应用 陈志宁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CV技术中心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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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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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LW-033 基于多学科优化方法的制动盘防尘罩设计 qiaoyan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MS-001 间隙不对称置信区间快速估算方法 郑子牧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02 基于正交试验的侧围外板拉延成形工艺参数优化研究 蒋磊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04 基于FMEA方法的发动机冷试系统故障研究与探索 李浩然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06 汽车动力系统装配线智能测试技术应用研究 蒲伟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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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MS-008 包边模具设计原理及品质不良研究 荣小明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09 汽车轮胎自动装配技术的应用 陈创 东风乘用车公司
2021SAECCE-MS-010 自动化冲压生产线噪声控制措施与应用 董锴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2021SAECCE-MS-012 一种重型柴油发动机气缸盖喷油器孔密封环槽加工工艺研究 Cao YuFeng 东风技术中心
2021SAECCE-MS-013 基于BEDA的关门力测量系统标准化 王震宁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16 机器人折边胶涂胶质量控制与研究 宋献进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济南卡车制造部
2021SAECCE-MS-017 基于自动拧紧的商用车柔性工作站设计与研究 李志南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18 汽车影音娱乐控制器安全访问通讯异常的研究与改善 陈创 东风乘用车公司
2021SAECCE-MS-020 基于LABVIEW的发动机气道试验台控制系统开发 李洪东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2021SAECCE-MS-021 基于LABVIEW汽车内饰件变形量智能检测系统开发 李洪东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2021SAECCE-MS-022 应用6sigma方法提升后三角窗与窗框间隙质量 贺志瑛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23 发动机缸体CMM程序管理及精密测量技术 张学桐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24 304不锈钢板弧焊焊接工艺的研究 张瑾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25 提高部品涂胶效率及要员有效做功率的方案设计探讨 Zhao Dezhi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27 浅谈几种轿车车门铰链的应用研究对比 马天生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28 螺柱焊接虚焊的问题研究与改进 杨伏元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29 单面焊技术在汽车制造中的研究与应用 田政方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30 机器人喷涂车身颗粒爆发 原因分析及对策 王城南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2021SAECCE-MS-031 旧线磷化工艺改锆盐工艺探讨 王晓东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32 发动机冷试参数控制限估计方法的比较分析 董璠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MS-033
Design and Analysis of Motor Stator Fastener for the Hybrid
Driving System

董璠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MS-034 发动机缸体机加线Marposs在线测量系统的应用 王志国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35 机器人清洗机在商用车减速器壳中的应用 毕卉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37 浅析汽车软管设计中SE分析方法的应用 方立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39 数字化检测在发动机质控领域的研究应用 段双陆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2021SAECCE-MS-042 汽车总装车间柔性化生产线的优化设计与研究 秦红英 东风乘用车公司
2021SAECCE-MS-043 电泳车身针孔缺陷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周晶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2021SAECCE-MS-044 空腔发泡自动化设计及应用 钟高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46 汽车制造数据深度赋能研究及实践 王娟娟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47 汽车前照灯定位策略模块化研究 肖义超 重庆长安
2021SAECCE-MS-050 总装粘接式车门密封条自动装配工艺方法研究 郭承明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51 车身用低净空转运系统研发与应用 丁保垒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52 基于QDA的发动机机加线过程能力研究 王志国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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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MS-056 非接触式四轮定位在卡车上的应用（二） 高恩壮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57 非接触式四轮定位在卡车上的应用（一） 高恩壮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58 基于3DCS的前贯穿灯与前大灯DTS控制策略研究 汪元江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59 整车四门间隙精致化提升策略的研究 钱红丽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60 新型泄漏检测技术在发动机生产线的应用 刘学林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63 减振器预载力测试装置设计与试验分析 李博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68 基于3DCS柔性建模的翼子板定位偏差分析 钟耀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71 全景天窗常见漏水问题工艺的分析与处理 汪孟雪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76 乘用车天窗全自动柔性装配应用技术研究 高元芳 中国一汽集团
2021SAECCE-MS-077 蓝光测量技术在开启件零件调试中的运用 余波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78 自动涂胶抢密封组件拆卸方法开发及应用 邢浩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2021SAECCE-MS-079 浅谈白车身机器人弧焊工艺设计和质量改善方法 余友松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80 漆膜贴覆技术在冲压件外观质量评价方向的设计与应用 李书静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81 测量支架设计，验收要求及精度 余波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83 提高汽车冲压件的材料利用率 徐宁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85 一种VOC浓缩装置新型脱附技改方案 吴冠活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2021SAECCE-MS-086 Marposs传感器线性故障研究 王浩 一汽解放发动机事业部
2021SAECCE-MS-087 协作机器人在翼子板装配的应用 杨晖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88 汽车镀锌板表面缺陷分析方法与案例 秦兴祖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89 后翼子板开口拉延和模具设计 李炜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091 改善某重型发动机横腔螺母扭矩衰减 的工艺研究 陈磊 一汽解放发动机事业部
2021SAECCE-MS-092 基于840D数控平台的数据采集系统适应性升级研究 邰志慧 一汽解放发动机事业部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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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MS-094 基于RIFD技术的工件信息存储及流转功能开发 陈意 一汽解放发动机事业部
2021SAECCE-MS-097 自动搬运设备在悬架系统中的应用 刘吉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01 BDU壳体卡接失效问题分析和改善 饶德芳 武汉嘉晨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02 浅谈DOE低滚阻轮胎精益设计和质量管控方法 唐腊梅 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04 汽车后备箱盖涂装工装辅具一体化探讨 张澍 一汽集团工程与生产物流部
2021SAECCE-MS-105 2K清漆涂装常见质量问题分析及解决 廖大政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06 浅谈新建涂装前处理电泳线清洗投槽工艺方案 王杭盖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07 一种模锻链条磨损在线检测方案 曾浩基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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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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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MS-113 热冲压零件工艺开发及质量控制研究 李彦云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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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MS-115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Intelligent Quality Control
Method for Engine Assembly and Testing

孙建国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16 腰线双色车身涂装工艺浅析 赵梓淇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18 涂装车身喷涂工艺调试新方法 纪大龙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19 基于湿式循环风的涂装生产线环保升级方案设计 李会哲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21 侧围斜楔翻边模具的结构形式 zhifeng liu 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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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MS-123 氦质谱检漏技术在汽车燃油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胡治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24 浅谈整车线束产品工艺检证及基准 曾洋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26 功能主模型检具的功能在测量支架上的应用 王兴伟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27 基于文档管理与办公协同的知识管理平台 郭云鹏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2021SAECCE-MS-129
基于高维粒关联规则挖掘算法的发动机气缸体铸造工艺参数推荐研
究

陶诗波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30 浅谈汽车总装自动装配设备的设计及应用 张国龙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31 铝合金点焊焊接能力的研究 钟丽慧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32 虚拟验证技术在仪表板混流生产准备中的应用 叶芹 东风乘用车公司
2021SAECCE-MS-133 浅析智能化焊装工厂全过程质量控制 宋亮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34 在线监控系统在地板线的应用 杨 广新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35 新颜色现场施工性能评价及研究 高万佳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与生产物流部
2021SAECCE-MS-136 热成型厚板区3层差厚板焊接工艺优化与研究 潘志红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MS-137 1800MPa级超高强热成型钢板电阻点焊工艺优化与性能分析 江仲海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MS-141 乘用车仪表板总成装配质量保证方法研究 蔡文博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与生产物流部
总装工艺部

2021SAECCE-MS-142 整车管线质量控制方法研究 李云贵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44 汽车外饰颜色评价方法及仪器应用对比 林晓泽 一汽集团 工程与生产物流部
2021SAECCE-MS-145 两厢车顶盖后部表面质量缺陷的控制方法研究 张晓攀 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46 总装车间起重类设备预测性维护研究 郑光耀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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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MS-148 基于轻量化结构装配的发动机罩锁工艺研究 武彬强 中国一汽
2021SAECCE-MS-150 数字化防错漏装技术应用研究 郭宏伟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51 轮辋自动贴膜设备应用 武彬强 中国一汽
2021SAECCE-MS-153 车门装饰膜粘接性能影响因素分析 先生 朱 东风技术中心
2021SAECCE-MS-154 总装工艺开发数字化方法的应用 李余 中国一汽
2021SAECCE-MS-156 浅析自动拧紧在后悬架领域的应用 董春生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58 浅谈助力机械手在总装领域柔性化方案 刘立志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59 整车线束连接质量检测系统设计与研究 董骐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60 MOST工时在新车型导入和工厂间移管中的应用 陈琳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61 基于自动化装配的汽车车身翼子板定位及工艺装配方案研究 梁昌明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62 基于地面搬送线总装工厂的IPU搭载方案设计 周晨珺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63 Eagle Eye 在成品车分析测量中的应用研究 卢好蕊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MS-164 一种低气味聚氨酯方向盘成型工艺研究 吴利珍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MS-165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in Oxidation During
Gas-carburizing of an Automotive Gear Steel

孔德群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NM-001 非晶氧化锰的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 任强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NM-003 汽车用抗菌简述 韩冰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NM-006 碳纳米管与LaMnO3在氧还原反应中的协同催化效应 陈允至 广东国鸿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1SAECCE-NM-007 防污抗菌面料在汽车座椅上的应用研究 李彬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NM-008 Zn-Al-Mg汽车板材料的性能分析 曾凡波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NM-011 某防护型车辆的轻量化复合防弹技术研究 李轶伦 东风越野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NM-016 汽车内饰PVC高温水解析出白色物质的机理研究 黄榕深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NM-017 透光皮革在汽车装饰件上的设计与研究 陈立亮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NM-019
Effect of Graphene Content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PMMA Composites

孙冠宏 陕西汉德车桥

2021SAECCE-NM-020 中性盐雾试验和户外存放腐蚀的关系研究 Ling Chen
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Pinzheng
(Shanghai) Co., Ltd.

2021SAECCE-NVH-002 基于陷波法的乘用车主动噪声控制系统设计及应用 高放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NVH-003 新能源汽车行人警示音设计与研究 高放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NVH-009 基于刚性约束力的结构振动噪声分析 朱 波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10
DEDICATED HYBRID ENGINE NOISE VIBRATION
HARSHNESS DEVELOPMENT

王豪 宁波吉利罗佑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11 某款汽油发动机增压器同步G值和脉冲选型方法 周敏瑞 宁波吉利罗佑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12 汽油发动机部分负荷工况PCV阀敲击噪声优化 周敏瑞 宁波吉利罗佑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14
Dedicated Hybrid Engine Main Bearing Ticking Test Study
and Root Cause Analysis

王豪 宁波吉利罗佑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15 后视镜风噪外形优化设计研究 马金英 一汽研发总院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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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NVH-020 基于动态激励的混动变速器齿轮啸叫优化 吕品 吉利汽车
2021SAECCE-NVH-023 商用车低频怠速抖动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案 季佳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24 汽车薄壁类板件结构声辐射主动控制研究 王攀 重庆大学

2021SAECCE-NVH-026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ON
MODIFICATION TECHNOLOGY OF HELICAL GEAR
TRANSMISSION

张晨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2021SAECCE-NVH-027 车辆动态行驶过程中车门密封条隔声分析 张天鹏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NVH-029
Influence of Foaming Process on Acoustic Performance of a
vehicle with a Typical Lightweight Floor Carpet

葛雨晴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30 商用卡车后视镜振动控制技术研究 闫鑫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开发院
2021SAECCE-NVH-032 某SUV车型急加速工况前端轮系皮带异响的分析优化 张军 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34 350Bar高压燃油系统噪声研究与控制 张义波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NVH-035 非充气轮胎轮辐结构的仿生减振方法研究 李慧云 江苏大学
2021SAECCE-NVH-040 两种阻尼片对车身地板减振性能对比与优化 刘方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NVH-041 汽车空调风管与出风口噪声特性的试验研究 李伟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总院
2021SAECCE-NVH-042 STUDY FOR ACTIVE SUSPENSION WITH LQR 赵卫鹏 北京理工大学
2021SAECCE-NVH-043 某国六发动机EGR系统异响的诊断分析和改善 徐成辉 东风商用车技术中心
2021SAECCE-NVH-045 3缸发动机怠速一阶振动分析 陈旺才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46 某皮卡空调系统噪声问题研究与分析 吴利荣 北汽福田工程研究总院
2021SAECCE-NVH-048 双离合变速箱啸叫客观评价方法的研究 何毅 东风鼎新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50 车门关门声品质厚重感优化研究 朱建华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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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NVH-053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制动Groan噪音主观评价方法研究 王玉坤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57 基于传递矩阵法的宽频消声器理论修正和应用 王文多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59 电动车动力传动系统低速抖振分析与控制方法 王天民 同济大学
2021SAECCE-NVH-061 某SUV加速轰鸣音控制研究 龚贻鹏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64 基于DFSS方法的整车加速轰鸣声仿真优化研究 卢伯聪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66 基于整车路噪模型的阻尼垫优化方法研究 王月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NVH-067 基于ℓ1-范数和柯西惩罚的声源识别方法 徐中明 重庆大学

2021SAECCE-NVH-069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ire force transmissibility in road
noise design

杨诗豪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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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程研究总院
2021SAECCE-NVH-073 变密度法拓扑优化在转向系统振动性能提升中的应用 杨曼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079 结构噪声音色特征提取与分析 李慎言 重庆大学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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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NVH-082 基于经验小波变换和零频滤波二级处理的发动机故障诊断 杨诚 重庆大学
2021SAECCE-NVH-083 基于NTF的某车路噪分析及优化 柯有恩 东风汽车集团技术中心
2021SAECCE-NVH-084 橡胶隔振器本构模型优化及高频动态特性分析 刘晓昂 河北工业大学
2021SAECCE-NVH-087 商用车声品质评价和预测方法研究 黄森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NVH-089 试验与仿真在某车型路噪改善中的综合应用 柳天胜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NVH-090 轮胎力传递率理论推导与实验研究 商国旭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NVH-093 乘用车关门声品质评价方法研究 陈其勇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NVH-095 转向音效的设计与开发 何鲲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NVH-105 运动型排气声品质的评价及设计方法研究 张江生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NVH-107 后拉杆压入角对加速轰鸣的影响研究 李兴泉 长安汽车
2021SAECCE-NVH-109 多参数评价的碰撞传感器安装点优化研究 童祺堃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NVH-111 增压直喷发动机机械真空泵敲击噪声研究分析 辜庆伟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PP-008 汽车座椅加热垫失效分析及其提升方案 张程 奇瑞控股宜宾凯翼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PP-011 人机柔性台架的建立及应用 张冬冬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PP-015 基于RAMSIS的歇脚板舒适性研究 何苗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PP-016 某自卸车底盘DMU分析优化 刘广 东风华神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PP-019 星空天窗光老化实验光衰减与照度研究 孙小文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PP-022 整车性能衰减之外观间隙衰减评价初探 邱勋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PP-023 一种解决组合仪表俯面Lens成像的设计方法 代佳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PP-024 数据控制模型单件设计方法 贺兴柱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PP-027 基于实验设计和近似模型的整车性能并行优化设计 苏永雷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PP-029 整车主动机罩展开失效及解决办法 郑佩斯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PP-030 某重型车EGR压差传感器结冰问题的分析及改进 王远东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PP-036 论某模块前座椅骨架的整椅鞭打性能设计方法 阮建保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PP-037 某模块前座椅行李箱碰撞性能设计及试验方法研究 阮建保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PP-040 汽车内饰件单品侧碰性能达成的预测与研究 陈明华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PP-044 电动尾门安装点强度设计研究 韦康成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PP-045 汽车尾门玻璃饰条唇边脱落的分析及结构优化 周旭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PP-047 瞬态工况下液力变矩器转速控制策略研究 冷枭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PP-050 汽车座椅高调器失效下沉研究
qumeng@dfl.
com.cn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心

2021SAECCE-PP-054 基于前雨刮防水性能要求的车身结构改进设计 颜建容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PP-057 关于内饰结构遮蔽以实现外观优化设计 刘娟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PP-058 纯电动汽车热管理系统布置设计技术研究 邹星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PP-062 面向尺寸公差的三踏板结构优化研究 贺志瑛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PP-065 某电动汽车真空源匹配性能优化研究 牛思杰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PP-067 提升A柱视野主观评价的方法及应用研究 陈婧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研究院
2021SAECCE-PP-068 基于铰链倾角布置的车门关闭力优化研究 陈婧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研究院
2021SAECCE-PP-073 PHEV乘用车的驾驶性主客观测试评价分析 杨建军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2021SAECCE-PP-077 正碰台车试验转向管柱提前溃缩的影响研究 李成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PP-078 安全带卷收器预紧功能对100%正碰后排AF05假人的保护效果研 邓强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PP-082 汽车仪表板出风口设计探讨 徐思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ST-001 基于C-NCAP目标的正面碰撞乘员保护性能开发 黄强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ST-003 板料成型对汽车侧面碰撞工况仿真分析结果的影响 王士彬 一汽研发总院
2021SAECCE-ST-004 正面全宽碰撞试验假人腿部伤害优化 吴祥君 中国一汽研发总院
2021SAECCE-ST-012 正面碰撞前排乘员安全带保护效果研究 彭洪梅 中国一汽

2021SAECCE-ST-014
Research on crash simulation technology of carbon fibre
reinforced plastic vehicle body

姚宙 中国一汽研发总院

2021SAECCE-ST-015 面向aPLI腿型某轿车前端结构参数化设计 何强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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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勇 厦门理工学院
2021SAECCE-ST-019 基于交通事故数据的汽车底部防护工况定义与验证 杨震 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
2021SAECCE-ST-021 MPDB工况能量传递研究 陈晓杰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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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ST-024
基于焊点断裂的局部碰撞模型在B柱耐撞性仿真与试验中的应用研
究

李忠超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心

2021SAECCE-ST-025 不同工况AEB系统避撞算法研究及仿真验证 喻阳梅 北京理工大学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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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ST-028 基于吸能率的车辆碰撞相容性分析及优化设计 王杰 重庆交通大学
2021SAECCE-ST-030 侧碰工况车门外钣金变形模式研究和优化 李传幸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ST-034 一种基于MPDB工况的车辆前端碰撞传力路径设计 杨广宇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2021SAECCE-ST-035 正碰工况下安全带限力过冲问题研究 施志平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ST-036 门洞线与侧面碰撞假人伤害值关系研究 郑沛池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ST-040 整车侧碰工况下前排远端假人响应研究 陈子潇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ST-042 基于SID-IIs 5th 假人的整车侧碰远端假人响应研究 李万历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ST-044 气袋总成对侧气帘保压性能的影响研究 李昌鹏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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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TM-007 传统零部件技术趋势与转型升级策略 朱云尧 中汽院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2021SAECCE-TM-011 汽车产品需求价值分析模型建立和应用研究 袁恒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TM-013 智能网联汽车关键专利技术分析及经济评价研究 兰利波 长安大学
2021SAECCE-TM-014 多角度燃料电池汽车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研究 兰利波 长安大学
2021SAECCE-TM-018 台车RFID电子标签自动识别技术应用推广 韩思国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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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TM-025 浅谈汽车开发的通用化 王传进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TM-029 汽车入厂物流看板响应环节均衡化技术应用研究 张庭 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2021SAECCE-TM-032 基于三维建模的汽车产品图样画法标准研究 黄晨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TM-037 影响配置准确性的若干因素及解决方法 单辉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TM-038 汽车制造中局部基准体系的设计及检测 王茜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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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2021SAECCE-TM-040 汽车产品敏捷开发过程中的设计变更管控 江咏甜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岚图汽车科技分公
2021SAECCE-TM-041 汽车电控系统FMEA应用研究 李畅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TM-046
Research on Software Project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Iterative Development

马云林 Changan Auto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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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TM-049 基于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整车及系统匹配开发进度管理研究 赵亚东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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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TM-053 区块链及其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朱光钰 清华大学
2021SAECCE-TM-055 智能网联汽车保险行业发展现状及建议 张泽忠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TM-056 智能网联汽车网络安全挑战与发展建议 张泽忠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1SAECCE-TT-001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FUNCTIONAL
VERIFICATION OF A NOVEL ELECTRIC VEHICLE
TORQUE VECTORING DRIVE-AXLE

王军年 吉林大学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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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TT-006 采埃孚6FQ40自动变速器挡位扩展 及传动比分析 董志峰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1SAECCE-TT-007 乘用车用变速器轻量化设计研究 荣王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2021SAECCE-TT-008 两挡变速器效率台架试验及综合效率仿真分析 赵迁 北京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2021SAECCE-TT-009 湿式双离合变速器驾驶性评价工况研究 李阳 东风鼎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2021SAECCE-TT-010 乘用车混动变速器齿轮点蚀失效分析研究 Liu Huan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TT-011 液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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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VE-003 C2C通信天线设计与电磁兼容性分析 陈亚亮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VE-004 用于电磁兼容测试可切换式梳状谱发生器设计与实现 刘芳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VE-008 新能源车高低压布线间距EMC分析 王洪武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VE-010 一种低功耗车机上下电控制策略设计 赵亚军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VE-012 汽车蓝牙钥匙系统及精准定位方案研究 夏宝华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SAE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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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SAECCE-VE-014
Research on Boost Control Method for Turbocharged
Gasoline Engine

秦龙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VE-021 车辆发动机抗强电磁辐射效应研究及防护提升 吴起 东风越野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VE-024 燃料电池汽车EMC问题定位方法浅析与应用 王健 东风汽车技术中心
2021SAECCE-VE-029 某商用车TFT彩屏仪表抗电磁干扰改进研究 程春林 东风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
2021SAECCE-VE-031 基于电平盲区检测原理的LED失效故障分析方法 李祥兵 神龙汽和有限公司

2021SAECCE-VE-032 前大灯自适应远光技术实现方案研究 李祥兵
Technical center, Dongfeng peugeot and
Citroen Automobile Co.Ltd

2021SAECCE-VE-033 重型半挂汽车列车AEB控制策略研究 郭祥靖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东风商用车技术中心
2021SAECCE-VE-034 NvM双重机制备份设计与实现 姜珊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1SAECCE-VE-035 指针式油量表计算及显示准确性研究 王一婷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VE-036 自适应多工况的PHEV变速箱换档策略设计 李游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2021SAECCE-VE-037 前摄像头控制器下线标定和故障检测设计 武姗 东风商用车技术中心
2021SAECCE-VE-040 基于24GHz雷达的车内活体检测应用 张吉 南京楚航科技有限公司

2021SAECCE-VE-042
Functional Safety Development of Vehicle Control System
for Electric Four-wheel Drive Vehicle

李嘉石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开发院

2021SAECCE-VE-048 喇叭超声波干扰前雷达原理及改善研究 马松彬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VE-050 驱动电机加载设备对电磁辐射测试数据一致性的影响 张浩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VE-051 机械触点式喇叭瞬态干扰特性及抑制方法 王龙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VE-054 整车自动驾驶工况下电磁抗干扰测试方法研究 田野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技术中
2021SAECCE-VE-058 汽车后风挡玻璃加热丝EMC设计 阳欢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021SAECCE-VE-059 IGBT开断动作致某车型辐射骚扰超标的案例分析 阳欢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021SAECCE-VE-061 车辆控制器OTA升级任务部署问题分析 李志宁 一汽解放商用车开发院
2021SAECCE-VE-068 汽车电子控制器EMC设计方法概述 储祖江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VE-070 基于汽车仪表照明控制系统的研究及设计 谭小刚 东风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
2021SAECCE-VE-073 芯片电磁兼容仿真技术研究 郭军朝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2021SAECCE-VE-074 车载红外柴油含水量检测传感器设计 赵剑 大连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