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2022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征文介绍 

一、论文征集范围与提交要求 

论文征集范围请参见附件 2。 

提交要求： 

1. 论文应符合主题，内容充实，学风严谨，未曾公开发表； 

2. 作者了解科技论文保密审查的要求和内容，所投稿的论文

已完全按照要求履行保密审查义务，不涉及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如有泄密，作者承担一切责任； 

3. 论文字数不超过 8000 字或 6000个单词，包含空格及图

表； 

4. 论文语言可以为中文或者英文。其中，中文论文需提供中

英文题目、中英文作者信息、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 

5. 论文需在 2022 年 4 月 25 日前通过论文投稿网站：

http://cnpapers.saecce.org.cn/paper/提交。 

※ 论 文 模 板 请 到 年 会 官 网 投 稿 页 面 下 载  ( 访 问

www.saecce.org.cn-导航栏“会议信息”-点击“年会征文”) 。  

二、论文发表 

凡经评审通过的论文，需安排论文作者参加年会，方可正式录

取发表，所有录取论文将被推荐至以下渠道发表： 

⚫ 中文优秀论文将推荐至：《汽车工程》（核心期刊，EI

检索）、《汽车技术》（核心期刊）、《汽车工程学报》（核

心期刊）、《汽车工艺与材料》（期刊）。 

⚫ 英文优秀论文将推荐至：《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文

集精选（Proceedings of China SAE Congress: Selected 

Papers）》（电子出版物，具有 ISBN 号，EI 检索）、

《Automotive Innovation》（英文期刊，EI 检索）。 



⚫ 所有录取论文将统一发表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

文集》（电子出版物，具有 ISBN 编号），优秀论文仅刊登摘

要。 

三、重要日期 

⚫ 2022 年 4 月 25 日：征文截止 

⚫ 2022 年 11 月：2022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召

开 

四、论文联系人 

联系人：周伯阳 

电话：010-50911035 

邮箱：zby@sae-china.org 

会议网址：www.saecce.org.cn 

  



附件 2：2022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征文主题 

1.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开发、测试与评价 

感知，地图与定位 

决策、规划与控制 

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 

V2X 技术及智能网联交通 

信息安全与功能安全 

智能座舱与人机交互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2.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 

电动汽车 

混合动力汽车 

燃料电池汽车 

整车控制及能量管理 

燃料电池及系统技术 

电机及电驱动技术 

动力电池和车载能源技术 

充电技术与基础设施 

电动汽车消防安全技术 

电动汽车远程监控与运行评价 

电动车热管理 

退役电池及梯次利用 

电池换电模式 

3.商用车 

商用车新技术(包括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

共享化） 

商用车整车技术（含动力学与 NVH等） 

商用车零部件及可靠性技术（含动力传动系统

等） 

商用车电子电器及控制技术 

商用车车身技术 

商用车制造技术 

4.越野、飞行与特种车辆 

高通过性车辆技术 

飞行车辆技术 

多栖跨域等新构型车辆技术 

矿山、极地、高原等特殊环境车辆技术 

园区、机场等封闭环境车辆技术 

特殊功能作业车辆技术 

高机动性推进技术 

智能化操控、调度与作业技术 

平台-作业交互动力学与控制技术 

特殊环境和功能仿真、测试与评价技术



 

5.发动机及润滑 

先进柴油机技术 

先进汽油机技术 

先进气体燃料发动机技术 

氢/氨燃料及其发动机技术 

可变配气技术及增压技术 

混合动力发动机技术（增程器及混合动力用发

动机技术） 

燃料喷射与雾化 

进气流动与燃烧诊断及控制 

发动机设计与仿真技术 

新概念内燃机技术 

传热与废热利用回收 

燃料与润滑（低碳及碳中性燃料/低粘度润滑技

术） 

发动机关键零部件与可靠性技术 

发动机电控&测试技术 

动力总成（集成）工程应用技术 

发动机标杆分析技术 

动力系统优化控制与整车 RDE 

发动机无污染/零环境影响排放技术 

6.环保与排放控制 

内燃机缸内排放控制技术 

内燃机后处理系统与排放控制 

清洁燃料机排放控制技术 

燃料品质与污染物控制技术 

汽车能耗排放模型与排放清单技术 

刹车制动和轮胎磨损颗粒物排放控制 

汽车排放能耗数字化测试与评价技术 

车内空气及内饰件材料有机挥发物检测与控制 

非燃油系统的蒸发污染物排放控制 

混合动力排放测试与评价技术 

报废拆解环保技术 

排放 OBD与环保一致性技术 

排放标准及规范研究 

7.车辆动力学及其系统集成 

转向系统开发、评价与验证技术 

转向系统建模、仿真、测试方法 

智能汽车的车辆动力学控制方法 

制动系统开发、评价与验证技术 

制动系统建模、仿真、测试方法 

悬架系统开发、评价与验证技术 

悬架系统建模、仿真、测试方法 

车辆动力学性能开发、评价、验证与调校技术 

车辆动力学理论、建模、仿真与测试方法 

车辆动力学控制系统的策略、标定与验证 



8. 振动噪声控制（NVH） 

整车噪声振动控制 

振动噪声主动控制技术 

噪声振动测试技术 

声学包设计开发技术 

进气系统和排气系统噪声振动控制 

隔振技术及控制 

风噪控制技术 

底盘噪声振动控制 

传动系统噪声振动控制 

车身结构噪声振动控制 

路噪控制技术 

车用空调系统振动噪声控制技术 

异响测试评价与控制技术 

车内主动发声（声浪）设计优化技术 

动力系统噪声振动控制 

9.整车产品与性能开发 

整车产品设计开发技术 

整车性能开发技术 

汽车数字化开发技术 

整车标定技术 

健康生态（车内空气质量+禁用物质）关键技术 

10. 汽车空气动力学 

整车空气动力学性能开发 

整车热管理控制与开发 

风噪性能开发 

水管理技术 

造型与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 

汽车风洞试验技术 

汽车 CFD仿真技术 

赛车空气动力学性能开发  

整车低风阻智能仿真优化技术 

数字风洞开发技术 

11.汽车热系统 

热系统架构与性能  

热泵空调及部件设计与开发   

车内热湿环境与舒适性评价 

环保制冷剂替代技术 

控制策略、标定与验证 

建模、仿真与测试方法 

12. 汽车可靠性技术 

虚拟试验场技术 

汽车可靠性试验及评价 

汽车可靠性设计 

汽车可靠性生产制造 



汽车可靠性管理 

汽车可靠性仿真分析 

汽车可靠性用户关联技术 

13.先进变速器及动力传动系统 

电动汽车传动与驱动技术 

传动系统创新设计 

变速器开发与测试技术 

HEV/PHEV变速器智能能量管理 

HEV/PHEV/EV 变速器技术 

14. 汽车电子技术 

整车控制技术 

整车电子电器架构 

新型电子元器件的应用及典型电路方案 

软件及硬件系统 

汽车传感器及执行器 

平台化、模块化设计方法 

控制策略 

多媒体系统/资讯娱乐系统 

动力总成/底盘/车身电子控制 

电子产品产业化思路 

电器及电子系统设计方法 

电控系统控制方案 

电磁兼容性（EMC） 

车载以太网技术及应用 

电控售后诊断技术及软件空中升级（OTA等） 

车联网后的汽车网络信息安全策略 

满足未来电子电器架构的域控制器构想及方案 

15. 先进汽车车身设计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车身结构及制造工艺 

车身 CAD/CAE/CAM/CFD分析优化 

先进车身材料成型及连接技术与装备 

16. 汽车轻量化技术 

轻量化设计。包括：各向同性和异性材料零部件拓扑优化、线性和非线性拓扑优化；尺寸、形貌、

多目标、多学科优化方法 

轻量化成（型）形和连接·技术。包括：异种和同种材料零部件连接技术、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成

形，高强钢、轻合金和工程塑料成形（型）技术 

轻量化材料。包括：高强钢、铝合金、镁合金、工程塑料及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在汽车上应用与性能

调控技术 

17.汽车新材料 



先进电池材料 

先进表面处理材料 

塑料材料 

橡胶材料 

密封材料 

复合材料 

织物、皮革材料 

汽车高性能胶 

耐腐蚀材料 

先进非金属工艺 

18. 制造技术 

冲压技术 

热成型技术 

铸造、锻造等成型技术 

模具技术 

连接技术 

整车装配技术 

动力总成零件机加工技术 

动力总成装配技术 

检测与测量技术 

数字化与智能制造 

复合材料成型技术 

先进制造工艺管理技术 

汽车涂装技术 

19. 汽车防腐蚀老化、紧固件 

汽车典型腐蚀与环境 

防腐蚀选材与设计 

电镀、涂覆、磷化、氧化等表面处理技术 

防锈油脂、包装、储运、保养等技术 

腐蚀试验与评价 

汽车典型老化与环境 

防老化选材与设计 

老化试验与评价 

紧固连接与设计 

紧固件工艺与制造 

紧固件装配与防松 

紧固件验证与失效 

20.工程建设与装备 

智能制造应用与实践 

数字化工厂 

智能装备技术与应用 

汽车工厂设计与建设 

机器人与自动化控制 

21.安全技术 

汽车协同安全 结构安全与轻量化 



损伤生物力学 

交通参与者保护 

辅助驾驶与自动驾驶安全 

新能源汽车安全技术 

交通事故深度分析 

安全标准、测试与评价 

22.汽车仿真与测试 

整车及零部件仿真与测试技术和装备 

仿真与试验验证 

CAD/CAE/CAM/CFD 工程分析技术与优化 

23. 技术管理 

产业发展战略 

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 

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 

汽车产业供应链 

产业新生态与跨界融合 

产品与市场趋势 

研发方法论 

产品开发体系与流程 

技术评价与决策方法论 

产品设计方法论 

创新商业模式 

出行服务探索 

24. 大学生方程式技术论文（本领域是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技术论文，本领域论文有机会被邀请

到年会期间的大学生方程式技术论坛进行演讲）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发动机系统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三电系统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底盘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制造工艺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流体动力学分析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无人驾驶策略及控制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车队管理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其它话题 

25. 全球青年科学家论坛（本领域是全球汽车领域青年科学家论坛的主题征文领域，本领域论文有

机会被邀请到年会期间的全球青年科学家论坛进行演讲，本领域论文要求第一作者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 

智能网联汽车感知定位技术 

智能网联汽车决策规划与控制 

网联汽车与车路云协同 

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出行与安全 

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 

新能源汽车先进底盘及车身结构 

新能源汽车新型能源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