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SYS 公司创立于 1970 年，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仿真技术公司。 

4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新的仿真技术，产品覆盖了结构仿真、流

体动力学仿真、电子设计与仿真、电路和系统设计与仿真、高安全性

嵌入式代码设计、芯片设计与仿真以及光学仿真等多个学科和物理域，

解决实际的工程问题；通过集成化的仿真环境，覆盖产品从系统设计

到系统集成和虚拟验证的全过程，进行多学和多物理场耦合与协同仿

真，实现完备的虚拟原型，从而 减少设计周期、提高设计质量， 实现

动态 CAE 协同。

我们的试验装置以及试验方案服务，促进以“电器・电子相关产业”、“汽

车相关产业”、“航空宇宙相关产业”为首的新产业和尖端技术的发展，

作为提高产品品质、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必要合作伙伴，努力对客户和

环境做出贡献。

ANSYS 将仿真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相结合，构建包含了数字探索、数

字原型和数字双胞胎完整的全数字化工程流程，将仿真技术的应用扩

展至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涵盖工程所有阶段，从概念、设计、制造、

运维直至产品生命终止构建了仿真驱动工程的基础，帮助企业部署企

业级仿真平台，实现更快、更好、更有效的工程，推进企业创新和发展。

电子设备 , 汽车相关配件中常用的

通用电动式振动试验装置。F 系列

设备运用电流切割磁力线产生推力

的原理进行驱动 , 主要由产生振动

的“振动发生机”和电力供应的“电

力增幅器”组成。采用 D 级数码控

制系统 , 可对加振力、速度、位移、

加速度等试验要求进行自由设定 ,

设备操作界面简单快捷 , 大功率电

压增幅器的应用使设备高效率 , 低

发热 , 节能环保。

复合环境试验装置，是指被测物体

在进行振动试验的同时，加以规定

的温度、湿度等复合环境条件，模

拟被测物体真实工作情况的环境评

估试验装置。复合环境试验作为航

天、宇宙产业领域机器的可靠性评

估试验很早以前开始进行至今。而

近年来，随着半导体等电子设备的

迅猛发展及树脂系等复合材料被广

泛应用于汽车产业中，为确保其产

品的可靠性，复合环境试验成为不

可缺少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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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 仿真软件

电动式振动试验装置

温湿度环境复合试验装置

ANSYS 中国

公司简介

エミック株式会社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

爱斯佩克环境仪器（上海）有限公司由爱斯佩克株式会社 100% 投资

组建，目前设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天津、成都、西安

等 11 个分公司。主要经营爱斯佩克集团公司产品以及相关配套产品的

进出口、国内销售、售后服务、零部件调配、物流管理、设备租赁以

及其他相关附加业务。经销产品主要包括各种模拟环境试验设备、汽

车整车舱设备、在线快速可靠性测试评估系统、新能源设备、HALT/

HASS 设备。

销售热线：400-920-3328

技术服务热线：400-920-3628

爱斯佩克环境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安立计器株式会社是专业制造温度计及温度传感器的厂商。主要制造

表面温度测量仪器。广泛应用于汽车，半导体以及食品行业。并且传

感器种类多 1 万余种。也可为客户设计特殊品。

HD-1000 系列产品，精准

度高，信赖性强，使用简单

方便。

AP-400 系列为带打印机式

温度计，且本体轻巧，可实

时打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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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温度计 HD-1000 系列

手持式打印机式温度计 AP-400 系列

安立計器株式会社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钢股份”）是全球领先的现代化钢

铁联合企业，是《财富》世界 500 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核

心企业。

宝钢股份总部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在上海宝山、武汉青山、南京梅山、

广东湛江建有主要生产基地，拥有全流程的炼铁、炼钢、热轧、厚板、

冷轧、硅钢、高速线材、无缝钢管、焊管等生产线，产品出口至世界

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宝钢股份在全球上市钢铁企业中粗钢产量排名第三、汽车板产量排名

第三、电工钢产量排名第一，是全球碳钢品种最为齐全的钢铁企业之一。

宝钢超轻型白车身 BCB Plus 是宝

钢在 BCB 的基础上升级开发的一

款性能更高、成本更合理、技术更

新的白车身，整车 25% 小偏置碰

Good，2018C-NCAP 碰撞五星，

应用了最新工艺和技术，整车在安

全性、舒适性和轻量化方面达到最

新国际先进水平。

整 体 压 铸 式 CCB 设 计 并 工 艺 优

化，整体重量 4.13kg，对于钢方

案实现减重 62%，零件数量减少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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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超轻型白车身 BCB Plus

镁合金仪表盘支架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斗星通”）成立于

2000 年，是我国卫星导航产业首家上市公司。公司以推动北斗产业化

应用、助力导航产业发展为己任，为全球用户提供卓越的产品、解决

方案及服务，目前已形成基础产品、汽车智能网联与工程服务、国防

业务、行业应用及运营服务四大业务板块。

导航产品事业部是北斗星通集团专门从事国际代理产品业务的独立业

务单元，致力于拓展世界优秀的位置相关产品在中国的应用，并提供

相应的支持和服务。目前形成卫星导航、惯性导航、遥感测量 3 大业

务板块。

S P A N - I S A - 1 0 0 C 采 用

Norhrop-Grumman Litef 公

司 生 产 的 一 款 接 近 导 航 级 别 的

光 纤 IMU， 并 与 NovAtel 公 司

PwrPak7 接收机构成分体式组合

导航系统，融合输出 200Hz 高精

度三维位置、速度、航姿。经过

NovAtel 实时 Land_Vehicle 算法

的优化和 IE 后处理软件严格的精

度约束，能为对实时、后处理精度

要求严苛的应用提供卓越的性能，

是高精地图采集和自动驾驶基准。

VLP-16 是 Velodyne 三维雷达产

品系列中小巧新颖、成本优的一款

产品，它的测量范围为 100 米，

具有功耗低，重量轻，体积小，双

波返回模式等特点。VLP-16 保留

了 velodyne 在激光雷达领域突出

的在实时数据、360°视场角、三

维坐标和校准反射率测量方面的性

能，是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技术、

地面三维制图和许多其他应用的理

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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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SPAN-ISA-100C 高精度

闭环光纤组合导航系统

VLP-16 激光雷达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万集科技 股票代码 300552）

是专业从事智能交通系统（ITS）技术研发、产品制造、技术服务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历经廿余载的研发积累和实践经验，公司在车联网、

大数据、云平台、边缘计算及自动驾驶等多个领域积累了大量自主创

新技术，开发了车路两端激光雷达、V2X 车路协同、ETC、动态称重、

汽车电子标识等多系列产品，为智慧高速、智慧城市提供全方面综合

的解决方案、系统、产品及服务。

乘用车一体式前装 OBU 整机，

为 保 证 ETC 收 费 核 心 功 能，

为用户提供更完善的功能和更

后的体验，OBU 提供下列支持

DSRC 交易、设备状态自检、设

备发行、防拆等功能。

万集科技基于 25 年的智慧交通行

业积累及对智慧交通行业的深刻理

解，创新性的提出了基于路测激光

雷达加计算节点加 V2X 的智能基

站理念，并成为全球首家提供路侧

32 线激光雷达的厂商。利用路基

激光雷达及高清摄像机，以“上帝

视角”全方位精确感知道路交通参

与者实时动态信息，利用 V2X 将

信息传递给周边车辆，借助智能基

站实现区域信息汇集、计算、融合、

服务，解决自动驾驶超远视距和非

视距信息感知难题，降低自动驾驶

成本，通过“智能路”服务“智能车”，

用网联化技术路线助力高度自动驾

驶快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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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一体式车载 OBU

车路协同产品 



星云互联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 V2X 产品、新一代智能交通系统、

智能网联技术和服务于一体的创新性高科技企业，北京、上海、长沙

均设研发中心及分支机构。主要产品包括：5G-V2X 的智能车载终端

V-Box、增强型车路协同路侧系统 T-Station、标准 V2X 协议栈软件

以及网联云平台X-Cloud，已为国内多家智能网联测试示范区、整车厂、

自动驾驶企业及公共道路智慧交通升级建设等提供方案支撑和产品应

用。自成立以来，星云互联从一个致力于创新的研究型公司，成为智

能网联汽车与智慧交通产品与技术服务的成熟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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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智能车载终端V-Box

V2X 软件协议栈

博世在中国生产和销售汽车零配件和售后市场产品、工业传动和控制

技术、包装技术、电动工具、安防和通讯系统、热力技术以及家用电器。

博世在 1909 年进入中国市场。博世 2017 年在中国经营着 62 家公司，

合并销售额达到 1134 亿人民币。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

华员工人数约为 60,0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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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长安汽车源自 1862 年，自 1984 年进入汽车领域，已累计为全球消费

者提供了 1200 多万辆长安品牌汽车，并且还与福特、马自达、标致

雪铁龙、铃木、江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长安汽车拥有专业研发人员

6000 余人，形成了由欧洲设计中心、日本设计中心、英国研发中心、

美国研发中心、北京研究院、合肥研究院、重庆研究总院等构建的全

球研发体系。长安汽车现已成功推出睿骋、逸动、逸动 XT、CS75、

CS35、悦翔、奔奔、欧诺、欧尚、CX70 等一系列经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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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大唐高鸿 / 高鸿股份凭借其央企背景和通信行业数十年的技术积累，

致力于开展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C-V2X（包括现阶段 LTE-V2X

以及后续 5G NR V2X）技术预研和产品开发，拥有车路协同解决方案

设计 / 交付能力，拥有完整的端到端产品集合，产品涵盖基于自研芯片

的系列模组、车载终端（VBOX）、路侧终端（RSU）、C-V2X 云

控子系统、C-V2X 安全认证解决方案等；同时拥有专业的团队为业界

提供一流的 C-V2X 技术咨询 / 培训服务及测试联调服务及其他后服务。

大唐高鸿以开放的心态与产业链上下游厂商合作，推动 C-V2X 在中

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化落地。

接口：支持 CAN/UART/Ethernet/USB 等

通信接口，支持 PC5 直连通信；可选配公共

蜂窝网络接入模块；

特点：采用大唐自研芯片，内置 4 核 A7 处

理器，Linux 操作系统，功能简洁，小尺寸、

低功耗、高可靠、易安装、抗震动；

用途：主要用于规模验证和车载后装，提供

V2X 功能预警；

接口：支持以太网网口接口，即插即用，支

持数据到后台服务器的无线回传，便于数据采

集和后期操作维护；

特点：采用高增益天线，覆盖范围可达

1km，一体化设计，体积小，便于安装使用；

支持 DC 与 PoE 两种供电方式；

用途：用于户外路侧环境，防水防尘等级为

IP65，如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搭建，智能交通、

高速公路路侧设施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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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车载终端 DTVL3100 - VBOX

路侧终端 DTVL3100—RSU

dSPACE 是世界领先的硬件和软件工具提供商，其提供的工具可用于

开发和测试复杂电子控制系统。30 多年以来，dSPACE 的高品质现

成软件和硬件工具使工程师可以随心所欲的进行设计和创新，并显著

减少开发时间和成本。dSPACE 的 MicroAutoBox 快速原型系统、硬

件在环 (HIL) 仿真器和自动生产代码生成器 TargetLink 等创新产品已

成为在汽车领域开发电子产品的事实标准。

德斯拜思机电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德 图 集 团 作 为 全 球 测 量 仪 器 领 导 者 之 一， 从 2010 年 开 始， 瑞 士

Matter Aerosol AG 正式成为德图集团的一员。其在纳米颗粒控制研

发领域强大，全面而专业的技术，与德图在专业测量技术方面的市场

领先地位以及超过 60 年的经验有机结合，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客户提

供更加完善的机动车及发动机尾气分析解决方案。德图的车载排放系

统已经连续两届被欧洲联合实验室评选为 PEMS-PN 的“黄金仪器”，

同时，作为 VPR 技术的发明者及专利持有人，以 ViPR 系统为核心，

配合 CPC 计数，德图可对客户的现有系统进行升级。

作为一款便携式固体颗粒计数器。

德图 NanoMet3 能测量直径 10 – 
700 纳米范围内的微粒的数量浓度

和平均粒径。它设计紧凑、便携，

并且支持在线分析。

挥发颗粒去除器符合 PMP 标准 -

对原始尾气颗粒分析的取样、稀释

和调节。与一个符合 UNECE R83

和 R49 规范，在汽车尾气中测量

固体微粒浓度的粒子浓度计连接。

德图仪器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德图便携式固体颗粒计数器 NanoMet3

德图挥发性颗粒取样器 testo ViPR

电计科技研发（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电计科技研发（上海）

有限公司，是由日本电计株式会社与电计中国员工共同出资设立，隶

属电计中国集团，为广大客户，尤其是汽车行业客户，提供各种专业

技术服务的委托试验中心。其中检测业务涵盖环境可靠性试验，电性

能试验，VOC 试验，材料测试，试验失效性分析及新能源汽车检测等

范围，校准业务包括光学设备校准，电气设备校准，试验设备校准等

方面。

电计科技研发（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电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是亚太最大的测试仪器，试验设备销售公

司 -- 日本电计株式会社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兄弟公司有：电计科技研

发（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日本电计（香港）有限公司。在电子测量、

环境测试、精密物理量测量、光学测试、科学分析及系统集成等广泛

的领域内，充分利用公司的营销网络和丰富的供应商及其产品资源的

优势，在众多客户和供应商之间构筑着专业、快捷的一站式采购综合

服务平台。

电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通过充分利用后端的 5000 多家丰富的供应

商资源，给客户提供全方位专业的测试领域各种解决方案，最大程度

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 - 电子测试仪器 - 理化分析仪器 - 图像分析检

测仪器 / 表面检查 - 环境试验装置 - 材料试验机 - 制造 / 加工装置 - 

检查装置 - 工具，生产辅助材料。

电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测试仪器一站式平台

株式会社电装是世界知名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家之一。电装在中国的统

括公司—电装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并于 2006 年在

上海成立技术研发中心。产品涵盖动力传动，空调，行驶安全，信息

通信等领域。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技术中心

公司简介

创立于 1997 年的佛吉亚集团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科技

公司。在全球 37 个国家建立了 300 家工厂和 35 处研发中心，拥有

122,000 名员工。佛吉亚在其四大产品业务领域：座椅系统、内饰系统、

歌乐汽车电子和绿动智行系统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 围绕“智享未来座

舱”和“创赢绿动未来”这两大技术战略方向提供解决方案。2018 年，

集团销售额达到 175 亿欧元。佛吉亚中国总部位于上海，截至 2018 年，

在华拥有近 20,000 名员工，已建立 70 家工厂与 4 个研发中心。

HUA- 智能座椅数字化解决方案，

通过采用数字化座椅调节，来实现

诸如座椅调节按键虚拟化、无极调

节通风 / 加热、音乐摇篮等功能，

并集成多维度 HMI 界面以实现诸如

人脸识别、语音控制等方式；此外，

还可以实现座椅舒适性位置自适应

调节（针对不同人体体型及工况），

并通过云端服务实现座椅与座舱的

人工智能互联及主动安全保障。

佛吉亚歌乐汽车电子的高清双 12.3

英寸冷弯一体屏，使用超薄、耐冲

击的玻璃，并且用冷弯贴合的技术，

实现低反射、弯曲的造型。

佛吉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HUA- 智能座椅数字化解决方案

高清双 12.3 英寸冷弯一体屏

产品特点：
·内置 C-V2X 芯片组；

·30+ 车路协同应用；

·支持中国 ITS 全协议栈；

产品特点：
·多类平台兼容；

·符合中国标准的分层可选架构；    
· 第三方应用开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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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8 公司创业以来以软件包开发为基础，提供支援土木、建筑设

计的软件、技术服务。近年来随着虚拟现实的发展，应用范围延伸到

交通、汽车研发等更广泛的项目领域。

UC-win/Road 作为一款实时虚拟现实软件开发于 2000 年，从初版发

布以来，不断开发完善三维场景建模、驾驶模拟和演示等功能。

这些新产品、新技术获得了外界的高度评价，以软件技术服务、软件

本身为核心的集成业务以及驾驶模拟器系统等不断成长，先后成功拿

下中国交通部公路科学院的大型模拟器的国际投标，丰田汽车公司的

高端研究用驾驶模拟器等业务。

VR Design Studio UC-win/Road」是一款可塑性高且提供二次开发

服务的互动型三维实时虚拟现实仿真软件。该软件可快速创建 3D 空间、

进行驾驶模拟并采集驾驶 LOG，具备独立的且支持导入第三方车辆动

力学模型。它也是一款适合自动驾驶算法验证、高品质工程、ADAS

传感器模拟以及 ITS 研究的设计平台软件，UC-win/Road 可以配合

客户的需求来定制 VR 系统并进行模拟，例如力回馈方向盘自动驾驶

模拟器、搭配头戴式显示器（HMD）的 3 自由度 VR 动态座椅、以及

透过监测脑波活动来控制驾驶的脑波驾驶模拟器等。

A23

富朗巴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VR Design Studio UC-win/Road

导远电子成立于 2014 年，是专注于惯性自主导航技术开发和产品制造

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为客户提供多种组合导航系统及无人平台的解

决方案，公司还具备惯导和高级组合定位系统、理论、设计、组件和

总成全产业链批产能力。

高精度定位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导远电子作为国内

领先的组合定位技术供应商，开发的高精度组合定位设备具有低成本、

高精度的优势，应用于量产车型和多个开发项目中。

基于 MEMS 技术的车载组合导航系统，经过三轴转台全温校准以满足

不同条件的性能需求。数据融合通过高速数字处理器和内置导航计算

机实现，融合 GNSS 数据和车辆信息，同时配备卫导模块和 4G 电台，

可输出实时准确的载体姿态、方位、位置、速度和传感器数据，最终

实现提供稳定、连续的 3D 导航解算。

A25

广州导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INS550D 高精度 RTK 车载组合导航系统

技术特性：
·支持 RTK，双天线快速定位；

·支持轮速信息融合

·支持航位推算

·支持 CAN 输出

·安装简单、标定简易

基于 MEMS 技术的车载组合导航系统，经过三轴转台全温校准以满足

不同条件的性能需求。数据融合通过高速数字处理器和内置导航计算

机实现，融合 GNSS 数据和车辆信息，同时配备卫导模块和 4G 电台，

可输出实时准确的载体姿态、方位、位置、速度和传感器数据，最终

实现提供稳定、连续的 3D 导航解算。

INS570D 高精度车载组合导航定位系统

技术特性：
·融合惯导、卫导（ RTK）、车辆信息；

·支持航位推算、双天线快速定向；

·支持系统辨识，标定简易；

·人机工程优异、状态指示直观；

·车规级设计；

海斯坦普是一家专注于汽车金属组件设计、开发和制造的跨国集团，

目前业务涉及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安全和轻

量化的零部件。

产品业务范围：

- 白车身件

- 底盘件

- 机构组件

海斯坦普是全球最大的热冲压零部件供应商，我们的模压硬化生产模

式覆盖从模具自给制造到生产线的完整价值链。

自 2007 年进入中国市场，海斯坦普集团目前在中国建有 11 个生产工

厂和 2 座研发中心，更好地为中国客户提供本地化服务。

海斯坦普电动车轻量化应用是由一

款专为高续航里程电动汽车设计的

铝制电池盒结构及铝制前后副车架

组成。

当车辆发生后碰时，后纵梁是承受

碰撞力的主要结构件。80 km/h 可

变形壁障碰撞（70% 重叠）是验

证白车身后碰性能的关键法规。 通

过 CAE 分析，海斯坦普能够设计

吸能区域的合理位置和大小，以获

得预期的变形模式，从而确保出色

的安全性能，并控制成本和重量。 

比起传统方案，海斯坦普设计的带

有软区的后纵梁可减重约 20％。

因为在碰撞中发生类似于蛇形的 S

状变形模式，这种设计被命名为蛇

形软区。

A57

海斯坦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海斯坦普电动车轻量化应用

海斯坦普研发带多处软区的后纵梁部件

河钢唐钢是河钢集团的核心企业，我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享有“共

和国转炉故乡”和“世界最清洁钢厂”美誉。

河钢唐钢始建于 1943 年，历经 70 多年的沧桑巨变，主体装备实现了

大型化和现代化，工艺技术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现已成为我国重要

的精品板材和精品建材生产基地。主要产品包括高强汽车板、镀锌板、

彩涂板、中厚板、棒材、线材、型材等，精品板材占产品总量的 60%

以上。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建筑、煤炭、机械、电力、交通

等领域，远销欧洲、美洲、非洲、东南亚等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前纵梁总成作为汽车前舱主要吸能

部件是汽车耐撞性能研究的关键，

吸收了约 50％ -70％的碰撞能量。

前纵梁外板采用 HC340/590DP-

1 . 5 m m 和 H C 4 2 0 / 7 8 0 D P -

1.8mm 的激光拼焊板，内板采用

HC340/590DP-1.8mm 高强钢，

采用激光拼焊与冷冲压技术，将材

料与厚度完美匹配，实现前纵梁渐

进叠缩变形和 Euler 变形的有机结

合。

B 柱与门槛梁作为汽车侧围的关键

结构部件，其在受到侧面载荷下的

抗弯能力对汽车侧面碰撞性能优

劣起到决定作用。B 柱加强板采用

HC550/980DP-1.6mm，B 柱 内

板采用 HC420/780DP-1.0mm，

河钢唐钢先进高强钢能够充分满足

B 柱加强板和 B 柱内板的冷冲压成

形要求及焊接要求。在三点弯曲试

验中，与 HC420/780DP-1.8mm

相比，不仅实现了减薄减重的，而

且总吸能提高了 8%。

B02

河钢唐钢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前纵梁总成

B 柱总成

横河测量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作为日本横河电机株式会社的全资子

公司，全面负责 YOKOGAWA 测试仪器仪表在华销售、技术支持、

售后维修及校正等一条龙业务。主要产品涵盖 YOKOGAWA 波形类、

电功类、光通讯类、记录类及现场在线类测试仪表，是多方位综合通

用仪器销售公司和全方位科技公司。

WT5000 具有无与伦比的精确度和

模块化的构架。WT5000 能够保证

±0.03% 以内的精确度、高达 500

次的谐波比较、用户自定义运算、

可信赖的多通道测量。WT5000 有

7 个插槽，用户可更换功率单元，

还提供多样化选择，便于用户根据

应用和需求变化扩展和更改配置。

此外，还可同时测量 4 台电机的速

度和扭矩。全触屏体验，辅以硬件

按键及功能强大的远程测量软件，

连接、配置和测量功率变得空前简

单。

在 YOKOGAWA 示波器传统机型

的基础上，全新推出的 DLM3000

提供了更高品质、更为灵活和更加

易用的新功能，以提高用户的工作

效率并满足当今机电一体化设计的

前瞻需求。DLM3000 集成了最新

的触摸屏操作、固态存储和高速信

号处理，通过提供干净的信号、全

面的处理和便捷的操作，使工作效

率得到显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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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河测量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高精度功率分析仪 WT5000

混合信号示波器 DLM3000 系列

届时将展出具有 [ 超级慢动作分析 ] 世界级高端拍摄性能的高速摄像机。

在活图隆（上海）的展位上，提供面向研究与开发级别的高速摄像机

[FASTCAM 系列 ] 为主打的，新产品 [ 汽车碰撞安全测试专用拍摄系统 ]

的专业介绍。

通过采用新技术，以小型的耐冲击

摄像头实现了高感光度全高清拍

摄。并且，可在 1 台摄像机主体上

连接最多 6 个摄像头，实现了同步

拍摄。此外，通过业界首创的自动

保存功能存储器，可切实备份拍摄

数据。 专为碰撞安全拍摄而精心设

计的超小型多通道高速摄像机即将

上市。

在具备耐冲击性能的小巧轻便的机

体中，配备了高感光度全高清图像

传感器 (1920×1080 像素，1000

帧 / 秒）。还拥有内置驱动电池和

CFast 卡保存的双重备份功能，可

严密保护拍摄数据。

A65

活图隆（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分离式高速摄像机 FASTCAM MH6

迷你型高速摄像机 FASTCAM Mini CX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是国内唯一同时拥有车辆工程、动力机械及

工程两个国家重点学科的高等院校，是我国培养高层次、高水平汽车

工程科技和管理人才以及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重要基地。学院下设

四个研究所，形成“一院四所”布局。“四所”分别为车辆动力工程

研究所、汽车工程研究所、智能出行研究所和特种车辆与动力研究所。

学院在传统优势学科车辆与动力的基础上，坚持新能源汽车、智能汽

车的发展，同时进一步拓展交通能源、智能出行，布局未来交通，将

学科从 VEHICLE 扩展到 MOBILITY。

A53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

公司简介



日本积水化学集团是一家生产各种工业和消费用途塑料产品的公司，

其主要产品 S-LEC PVB 中间膜，主要用于汽车夹层玻璃，在全球汽

车中间膜市场占有率超过 50%。在安全性和防盗性的基础上，积水公

司不断致力于开发中间膜新的功能，向汽车市场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及

服务。

A55

积水中间膜（苏州）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江苏都万是一家专注于研发和生产数据安全存储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

我司自主研发的防火抗灾数据存储器可应用于各种车载记录设备，尤

其适用于对数据安全要求较高的火车，客车，卡车，自动驾驶车，无

人机等。我司研发的专利技术手段保护了存储器内部芯片所记录的数

据在极端条件下（如 1100° C 高温火燃烧、100 米深水浸泡、穿刺、

冲击、挤压等）也能保持完好。其中防火性能更是超过欧洲飞机黑匣

子标准，达到美国交通部联邦铁路局标准。江苏都万为还原事故真相、

智能网联车辆数据采集以及汽车安全性能改进等方面提供可靠稳定的

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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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都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车载防护存储器

车载行驶记录仪、EDR

菊水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是日本菊水电子工业公司全资在中国设立

的现地法人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总部设在上海，在广州设有办事处。

菊水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有效地利用在中国的各种销售渠道，为客

户提供菊水产品销售，技术支持以及售后维修等各种卓越的服务，成

为中国客户与菊水日本本社之间产品，市场以及技术交流的重要桥梁。

PBZ 系列是在输出端无正负极极性切换，而连续通过 0 点，正负极双

向可变的双极性直流稳压电源。 采用“开关方式”+“线性放大器方式”

既实现了轻量化，也实现低脉动低噪声与高速响应。通过 4 象限动作，

实现了既能提供功率 (source)，也能吸收功率 (sink)，可以驱动电感

性负载和电容性负载。同时，还内置信号发生器，可以自由地产生任

意波形和设置时序控制。

TOS9300 系列是可对电子设备／电子元件进行多种安全测试的电气

安全标准测试多功能分析仪。安全测试种类包括耐电压试验，绝缘电阻

测试，接地导通测试，泄漏电流测试（接触电流测试，保护导体电流测试，

患者泄漏电流测试），局部放电测试。由于机型结构以必要的测试组

合为准，因此１台可充分应对各类安全测试。最适合用于研究开发设备，

质量保证测试及标准认证机构的测试设备，生产线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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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水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PBZ 系列

TOS9300 系列

柯尼卡美能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测量仪器事业部总部位于上海，

在北京、广州设有分公司，重庆、青岛、武汉、深圳设有事务所，在

上海和广州建有维修校准实验室。以“光测技术”为基础，通过提供

各种高精度的测量仪器，一直在为提高各行业的核心价值——“质量

和精度”做着贡献。

凭借我们先进的光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已然成为提高各行业质量控制

与精度的得力助手。我们的显示器色彩分析仪可测量显示器的色彩和

亮度，而分光测色计、色差仪、及其他色彩测量仪器还广泛用于制造

工厂的基色管理，在多种制造行业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级测试、测量与检测解决方案。

ProMetric ® 系列拥有众多型号，

可适应不同的测试对象和客户所

需的定制要求，满足客户从产品

研发到品质检测阶段的速度、分

辨率和光学配置的不同需求。同

时也适用于在不同测试环境条件

下的高分辨率、高动态范围测量

与分析。

A66

柯尼卡美能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ProMetric® I 成像色度计

堀场集团向遍布全球各地的用户大量提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分析仪

器系统及系列产品。应用范围从汽车发动机尾气排放检测的研发到过

程及环境监测，体外医疗检测，半导体制造和计量，以及范围广泛的

科技研发和质量控制测量。

HORIBA 的汽车测试系统部 (ATS) 作为发动机、传动系、制动器、风

洞及排放测试设备的供应商，始终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此外 ,HORIBA 

ATS 还能为客户提供全套解决方案 , 具备交钥匙工程的能力。从简

单的发动机试验到复杂的动力学研究、发动机和传动系的开发 ---

HORIBA 是您全套测试的伙伴。

MEXA-ONE 提供了一个直观的

用户界面和一个高效的硬件和软

件设计。

OBS-ONE 是最新的便携式排

放测量系统，专为在真实道路条

件下进行发动机 / 车辆认证而设

计。

A67

堀场（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汽车尾气排放分析仪

车载排放测量系统

80 多年来，罗德与施瓦茨始终是所有无线通信领域中质量、精准和创

新的代名词。罗德与施瓦茨公司在战略上分为五大业务领域：测试与测

量、广播电视与媒体、网络安全、安全通信、监测与网络测试。公司

为用户提供移动通信、无线、广播、电子和汽车工业、航空航天和国防，

以及政府、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方面的解决方案。在所涉足的业务领

域，罗德与施瓦茨是全球市场的领导者之一。它是世界一流的无线通信、 

EMC 测试与测量及数字地面电视的广播和测试与测量设备的制造商。

罗 德 与 施 瓦 茨 公 司 内 首 发

1000BASE-T1 一 致 性 测 试 方

案， 该 方 案 采 用 高 性 能 数 字 示

波 器 RTO 和 矢 量 网 络 分 析 仪

ZND，支持 TC8 测试用例。

车载以太网联盟（OpenAlliance）

授权做合规测试的新罕布尔大学

互联操作实验室采用罗德与施瓦

茨车载以太网系统作为其测试认

证平台。

罗 德 与 施 瓦 茨 最 新 推 出 的

RTP164 高 速 示 波 器 支 持 高 达

16GHz 带宽， 支持 10GHz 车载

以太网，DDR/PCIe/USB 等面向

未来的接口协议。

罗 德 与 施 瓦 茨 公 司 作 为 全 球 电

磁 兼 容 认 证 与 测 试 领 域 的 领 先

者，提供可定制的交钥匙测试系

统，适用于对所有汽车及组件进

行 EMI 和 EMS 的 测 量， 符 合

主要的汽车电子 EMC 标准 ( 如 

CISPR、ISO、UN/ECE 和 EC

指令 ) 以及制造商和国家 / 地区特

定的测试规范。

R&S®TS9982 和 R&S®TS9975

是开发和认证过程中辐射和传导

测量所使用的基础系统，该系统

可适应所有类型的 EUT ( 包括整

车 ) 所需的频率范围和测试电平。

A16

罗德与施瓦茨（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车载以太网测试系统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电磁兼容测试解决方案

动力电池管理系统 BMS 采用先进的模块化硬件设计，结合优化的控制

策略和 SOC 估计算法，能够实现对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的精确估计和

高效管理，从而达到保护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实现电池系统能量最优、

最大化利用的目的。BMS 系统采用主 - 从模块结构，每个子模块具有

管理最多 48 节单体的能力，SOC 估计精度达到 2%。BMS 系统功能

安全达到 ASIL-C 等级，工作稳定可靠，已通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

并经过大规模产业化装车应用验。

新能源汽车整车控制器 VCU 采用英飞凌 32 位高性能微控制器，能够

适配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可实现车辆的能量优化管理、续驶

里程估计、制动能量回收控制等功能。VCU 采用 V 模式开发流程，符

合 AUTOSAR 标准软件架构，能够实现快速整车匹配与调试，支持模

块化封装定制。VCU 硬件完全采用车规级设计，工作稳定可靠，已通

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并经过大规模产业化装车应用验证。

产品介绍

动力电池管理系统

新能源汽车整车控制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构建了融合航空、车辆工程、

交通运输、机场道路、土木工程等空地信一体化科研平台。现有 8 个

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12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车

辆工程”是国家重点学科，“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

是北京市重点学科，新能源汽车工程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交叉学科。

在教育部学位中心 2016 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中依托学院建设的交通运输

工程一级学科进入 A 类学科。建立了 4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奖项 10 余

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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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5

B51

吉林大学“智能网联汽车理论与关键技术团队”依托吉林大学汽车仿

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吉林大学车辆工程学科建设，交叉融合了

校内的交通、通讯、计算机、医学、管理及法律等相关学科，着力打造“汽

车 + 人工智能 +X”的学术特色。 主要产品为 1、自动驾驶云端管控平台；

2、智能电动小巴；3、红旗 SUV；4、自动作业清扫车。

A76

产品介绍

智能网联汽车理论与关键技术团队

A66

A67

Intrepid 是为车辆网络，测试和嵌入式工程领域的工程师提供创新工具

的全球供应商。 我们的 neoVI，ValueCAN 和 Vehicle Spy 工具得到

了广泛认可，我们还为 1000BASE-T1 和 100BASE-T1 / BroadR-

Reach 的汽车以太网开发了一系列新的解决方案。 Intrepid 支持最

新的网络和协议，包括 AUTOSAR, CAN FD, CAN, LIN, FlexRay, 

Automotive Ethernet, Keyword, UART, J1939, ISO 14229 和

GMLAN。 Intrepid 在美国，中国，日本，英国，德国，印度，韩国

和澳大利亚设有办事处，以提供直接的销售和支持，以及分销网络。 

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

车载以太网的多路动态探测与网

关 工 具， 支 持 CAN, CANFD, 

12 路以太网以及数据记录功能。

支持链路，串入监听功能，支持

DoIP.

面向自动驾驶数据记录仪，可

记录多达 12 TB 的历史数据。 

这意味着视频或雷达流可以记

录 数 小 时， 而 传 统 的 高 带 宽

CAN 网络则可以捕获并保存数

年！

A15

美国英特佩斯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RAD-Galaxy RAD-Gigalog

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布局在汽车工程科技领域专门

从事汽车行业产品开发技术的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依托吉林

大学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核心支撑是吉林大学（原

吉林工业大学）车辆工程学科，并与动力机械及工程、机械电子、交通、

控制、通信及力学等学科形成了学科交叉与优势互补。如今实验室已

经成为我国汽车行业产品开发的基础、共性和前沿技术的主要研究基

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支撑了我国汽车行业产品开发技术自主创

新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并代表中国在国际汽车工程科技领域形成一定

的学术影响力。

A87

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公司简介

汽车噪声振动和安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2010 年经科技部批准，依

托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组

建的，是科技部批准的长江经济带唯一的汽车领域企业国家重点实验

室。实验室于 2015 年通过科技部验收，2017 年通过评估。实验室着

重在汽车噪声振动技术、主被动安全技术、智能安全技术三个研究方

向开展工作，并在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实验室成果广泛用于以长安为代表的国内汽车自主品牌企业，对提升

汽车自主品牌的性能开发能力和产品性能优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支

撑作用。

i-TESTER 道路测试评价系统 ,

旨在为 LDW, 党的 ,BSD ACC,

结合。AEB 等系统在开放道路下

适应性的测试及评价 , 提供从路

试方案 , 试验实施 , 报告输出的

一整套解决方案。该系统具有高

可靠性 , 同时充分考虑了测试需

求及测试环境的特点 , 帮助工程

师高效地发现各类 ADAS 系统

问题。

空气动力学 - 声学风洞试验室由

德国 WBI 设计，喷口面积 28 ㎡，

测试段长度 18m，最大风速可

达 250km/h，140km/h 速 度 下

背 景 噪 声 为 58dB（A）。 试 验

室配备气动六分力天平、移动测

量系统、504 通道麦克风阵列、

球型阵列、人工头麦克风、烟流

发生器、表面测压等测量设备，

可开展汽车风阻、侧风响应、流

场显示、3D 声源定位、汽车风

噪测试、车门静态变形量等测试

服 务， 车 型 涵 盖 轿 车、SUV、

MPV、轻型卡车。

A86

汽车噪声振动和安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i-TESTER 道路测试评价系统

气动 - 声学风洞

千寻位置是全球领先的精准位置服务公司，提供高达动态厘米级和静

态毫米级的定位能力，是 IoT 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

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8 月，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共同

发起成立。

千寻位置基于北斗卫星系统（兼容 GPS、GLONASS、Galileo）基

础定位数据，利用遍及全国的超过 2400 个地基增强站及自主研发的

定位算法，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大数据运算，为遍布全国的用户提供

精准定位及延展服务。

A52

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勤达科技是积极推动高端技术应用的科技公司，自 2004 年成立以来致

力于引进国外高端可靠性分析软件、设备和技术。集团不断地自我提升，

为客户提供可靠性工程技术培训、技术交流会议、技术顾问服务等多

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的高增值服务，与客户互动、合作共同推动着

我国可靠性行业的发展。

主要产品：

·美国 Reliasoft 可靠性分析软件

·法国 Climats 环境试验箱

·美国 Ridgetop 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软件

·美国 Qualmark HALT/HASS 试验系统

ReliaSoft software applications 

p r o v i d e  a  p o w e r f u l  r a n g e 

o f  so lu t ions  to  fac i l i ta te  a 

comprehensive set of reliability 

eng ineer ing  mode l ing  and 

analysis techniques.

Weibull++ performs life data 

analysis utilizing multiple lifetime 

distributions (including all forms 

of the Weibull distribution) in a 

user-friendly interface geared 

toward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A80

勤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可靠性分析及管理软件

Weibull++ 寿命数据分析软件

日本电子株式会社是世界顶级科学仪器制造商，成立于 1949 年，总部

设在日本东京，是东京第一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在中国各地设有分支

机构、演示中心及维修常驻人员。在职员工约 150 人左右。优秀的销

售，应用，售后团队，能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设备和周到的服务。销

售的产品主要有：高性能球差校正透射电镜、场发射透射电镜、Lab6

透射电镜、高分辨场发射扫描电镜、常规扫描电镜、电子探针、核磁

共振谱仪、电子自旋共振谱仪、质谱等高端设备。以创造和开发为本，

不断向世界高水平技术挑战，并通过产品贡献于科学进步及社会发展。

A71

日本电子株式会社

公司简介

我们公司成立于1936年，我们刚刚庆祝了我们在2016年成立80周年。

我们的总部位于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

我们的销售额为 3729 亿日元（= 244 亿人民币）

我们在全球拥有约 15,000 名员工。

主要的汽车相关业务涉及火花塞和内燃机的氧传感器。

本次展会将展出由传感器技术诞生的紧凑型排放测量系统“NCEM”

"NCEM® - 一种简易便携的排放

测量系统 为客户在内燃发动机的

开发与测试提供帮助 < 预研开发

过程中 > 基于国六法规评估尾气

中多种成分的排放量 确认 DPF/

GPF 捕捉效率以及优化颗粒物

捕捉方面的控制 利用独有的实时

信号输出特点，优化发动机工作

条件 < 实际跑车 > 小巧便携：

348(W)×283(D)×284(H)，

15kg 低 能 耗： 能 耗 较 约 为

PEMS 的十分之一 短预热时间：

预热时间约为 PEMS。

A68

日本特殊陶业株式会社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小型多用途尾气测量仪 NCEM-8016

本设备配备以下几个功能： 1. 

只要放大光学像就能观察 SEM

像的 Zeromag 功能 2. 即使不

切换到 EDS 模式也能知道图片

视野中的元素的 Live analysis

功能 3. 可对 SEM 像进行 3 维

观察的 Live3D 功能 如果在光

学显微镜旁边放置一台 JCM-

7000，可以更快速、更详细地

进行杂质分析和品质管理。

产品介绍

台式扫描电子显微镜 

NeoScope JCM-7000

辽宁工业大学始建于 1951 年，坐落于辽宁锦州。校园占地面积 1000

余亩，建筑面积 63 万余平方米，全日制在校生近 14000 人，是一所

以工为主，理、工、经、管、文、法、艺术协调发展的省属全日制多

科性大学。2013 年 5 月，学校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

重点建设高校。学校现有 21 个教学院、部、中心，10 个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42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2 个专业学位授权领

域，56 个本科专业，汽车是学校的特色专业，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

兼有研究生、留学生等多层次办学格局。

辽宁工业大学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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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化学是对各类产业和人类生活提供助力的综合性化学品制造商。

为实现常保人类、社会和地球环境和谐的 KAITEKI，针对环境和社会

直面的各项课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创造新的价值。

以乙烯基酯树脂和 1inch 碳纤维为原料的片状模塑料制成的后尾门内

板。具有优异的成形性可适应各种模具形状，可实现可成型部件的高

强度，高模量以及轻量化。在本车后尾门内板上可实现与铝相比降重

40%。

「DURABIO®」是一款生物工程塑料。比起传统塑料 , 不仅在耐冲击性、

耐热性、耐候性上有着明显优势，而且色彩表现力强，，具有表面硬

度高，耐划伤等特质，可以免去喷涂工序从而达到减少 VOC 排放的

目的。这次和马自达共同开发的新牌号，通过改性树脂构成在耐冲击性，

耐候性以及成形性上比原有牌号体现出更高的平衡性，实现了在进气

格栅等大型外饰装饰件上的应用。

A62

三菱化学株式会社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碳纤维增强 SMC 材料制丰田普锐斯后尾门内板

生物工程塑料 DURABIO 制马自达 CX5 进气格栅

保隆科技（股票简称）成立于 1997 年，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

市公司，股票代码 603197.SH。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市松江区，致力于

汽车智能化和轻量化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在上海松江、安徽宁国市、

湖北武汉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德国布雷腾、匈牙利埃尔德、奥地

利贝恩多夫等地有生产基地或研发销售中心。

公司立足于汽车行业，向汽车智能化与轻量化方向发展。公司产品包

括气门嘴、平衡块、智能空气悬架等橡胶金属部件；排气系统管件、

汽车结构件等汽车金属管件；汽车胎压监测系统、汽车传感器、基于

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技术的汽车驾驶辅助系统等汽车电子产品。

轮 胎 气 压 监 测 系 统（Tire 

P r e s s u r e  M o n i t o r i n g 

System， 简 称 TPMS） 能 够

实时监控轮胎的压力和温度，

对轮胎气压、温度的异常给出

报警，提醒用户保持合理的胎

压。TPMS 主 要 包 括 传 感 器、

ECU。传感器安装在汽车轮胎

内，用于监测汽车轮胎气压和

温度的大小； ECU 隐藏安装于

车身内，用于接收传感器信号

和 ABS 信号，通过计算实现轮

胎定位并将轮胎数据信息通过

CAN 总线传输在仪表中显示。

应用于无人驾驶的基础环境感知

传感器。77G 及 24G 毫米波雷

达体积小，测量精度高，环境适

应性强，在雨天、雾、黑夜等环

境下拥有较强的穿透性以及较高

的目标鉴别能力，帮助汽车安

全、平稳运行，可实现 ACC 自

动巡航中传感器功能、AEB 主

动刹车传感器功能和 BSD 盲点

探测、RCTA 车后横越交通警示、

FCW 前车防碰撞。

B03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轮胎气压监测系统

毫米波雷达

上海卡达克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地处上海陆家嘴金融

核心区，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现隶属于中

汽中心检测认证事业部，是中汽中心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服务中

国汽车产业的前沿阵地。

近年来，公司聚焦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培训咨询与高端汽车检测

装备、汽车后市场、投融资等前瞻性领域，致力推进汽车新旧动能转

换和产业结构升级，为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

OBD 快 速 检 测 仪 根 据

GB3847-2018、GB18285-

2018 功能要求研发，可实现不

同时期（国三至国六）、不同对

象（汽柴油车）、不同场景（新

车下线、注册登记、年检及路检

等）的 OBD 功能检查，自动生

成分析报告，为机动车 OBD 排

放管理提供诊断、分析于一体的

综合产品服务。

CANBOX 是一款专为新能源汽

车应用设计的远程监控和车辆数

据采集的终端。具有北斗 /GPS

定位监控、4G 网络传输、高速

CAN 通讯、超低功耗等特点。

完 全 符 GB/T 32960 标 准。 能

为整车厂和相关配套企业提供数

据积累，同时也可以满足政府部

门对新能源车辆的监控要求。

A78

上海卡达克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OBD 快速检测仪

车载移动设备

上海蓝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位于上海浦东张江康桥先进制造技术

创业园，主要从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内混合动力汽车用锂电池的

研发和制造。

作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一员，蓝诺兼容并序、博采众长，锐

意创新，充分研究混合动力汽车系统效率，造就了技术先进，能效甚

佳的混合动力汽车用锂电池产品，并在 48V 产品系列采用了独特的钛

酸锂电池材料体系，力求更高的系统节油效果，更长的寿命，更好的

性能。蓝诺产品线包括：48V 电池、HEV 电池、PHEV 电池、BMS

电池管理系统，目前已与国内外多家主机厂建立合作关系。 

A17

上海蓝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上海磐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汽车信息安全解决方案

及咨询服务的引领企业，作为拥有多项中外专利及自主研发技术的中

国本土公司，它由央企，民企等三大股东组成，通过引进国际标准的

汽车信息安全核心技术，在北京及上海成立软件研发中心，以满足我

国 C-V2X 产业技术及应用的落地需求。

为 了 实 现 智 能 汽 车 安 全 的 新

纪 元， 以 提 高 交 通 安 全 性，

AutoCrypt 提供了全方位一站式

的汽车通信安全解决方案组件，

从而解决 V2X 通信和自动驾驶

（CAV）环境中的各种安全漏洞。

B58

上海磐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AutoTrust

我们的技术支持你应付各种领域的技术难题，并提供专门应付生产现

场需要的传感、检测、控制、数据处理、精密机械等各种技术，以及

如何将这些技术融合在一起应用，并帮助你解决具体问题。从现在起

让我们多彩的技术应用到你的产品和系统开发，挑战创造出超出业界

更令人瞩目的高附加价值的产品。

A74

上海小野测器测量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上海芯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智能应用及信

息安全的体系构建。公司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车联网整体信息安

全防护产品体系、自主可控国产密码算法芯片和基于云计算的平台设

计、研发、运行维护等技术能力。公司注册资金 5291 万元，拥有一支

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技术团队，在产品研发、项目管理、技术体系

构建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核心骨干具有多年汽车电子及信息安全

行业的从业经历，借助多年的技术经验积累，形成了针对智能网联汽

车完整的产品体系。

性能方面：产品集成了专用的超高

性能密码运算协处理加速单元，包

括了国际和国密两种算法的加速单

元，V2X 消息验证 >4000TPS，

V2X 消 息 签 名 >6000TPS 可 靠

性 方 面： 产 品 达 到 AEC-Q100 

Grade 1 标准 （-40° C~125° C） 

安全方面：产品符合国家密码局安

全芯片等级 2 的安全防护标准 应

用方面：I/O 接口丰富，支持多路

高速 SPI 接口，芯片提供成熟的

SDK 套装，方便上层的安全议栈。

车联网云安全服务平台：为车联网

应用提供完整的云端系统安全解决

方案，全面支撑车联网下的 V2N

车云认证、FOTA 安全、数字钥

匙、第三方内容认证等应用安全

需求。同时支持 5G 车联网 V2X

应用的证书体系、高性能 V2X 认

证证书发布等功能。 车载控制器

ECU 安全子系统（VSS）：为各

类车载控制器（ECU）提供完善

的安全子系统功能，支撑车辆控制

器的安全管理、软件保护、安全通

信 SecOC 等应用安全需求。

B55

上海芯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Mizar 系列车规级安全芯片

基于硬件信任根的汽车 V2X 安全解决方案

HIOKI 日置自 1935 年创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开发、制造、销售

专业电气测试仪器设备。我们具备世界级别的先进测试技术，我们的

质量为客户带来测量的保障。

至今为止，我们向客户提供超过 200 种型号 4 大类产品，并自 2007

年起，在中国成立了 4 个分公司，7 个联络所以及 1 个维修中心。     

我们将持续专注于客户的需求，不断优化测试方案，为中国客户提供

最佳测试设备。

为 了 追 求 功 率 转 换 效 率，

高 精 度（ 功 率 基 本 精 度

±0.05 ％）、 最 大 12ch 的

HIOKI 功率分析仪。高精度、

宽频带且高稳定性。兼备功

率测量中重要的三要素，内

含卓越技术的基本性能实现

详细的功率分析。

功率分析仪 PW3390 的读取

误差是 ±0.04％，满量程误

差是 ±0.05％，实现了顶级的

功率精度。200kHz 的测量带

宽和到高频的平稳的振幅·相

位特性。非常适用于功率转换

效率的评估或 EV/HEV 变频

器马达分析、谐波分析。

A70

日置（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功率分析仪PW6001

功率分析仪 PW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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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专业的物联网技术

的研发者和无线通信模组的供应商，可提供包括蜂窝通信模组、物联

网应用解决方案及云平台管理在内的一站式服务。2019 年 7 月 16 日，

移远通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603236。

作为全球领先的 5G、LTE/LTE-A、NB-IoT/LTE-M、车载前装、

安卓智能、GSM/GPRS、WCDMA/HSPA(+) 和 GNSS 模组供应商，

移远通信拥有的多样性的产品及其丰富功能充分满足了不同市场智能

终端的需求。公司立足移动通信模组领域近十年，客户遍及各行各业，

产品广泛应用于无线支付、车载运输、智慧能源、智慧城市、智能安防、

无线网关、工业应用、医疗健康和农业环境等众多领域，为全球市场

物联网终端提供了通信模组解决方案。

移 远 通 信 RG500Q 是 一 款 专 为 IoT/

M2M 应用而设计的 5G Sub 6GHz 模

块。采用 3GPP Release 15 技术，同

时支持 5G NSA 和 SA 模式。

RG500Q 内 置 多 星 座 高 精 度 定 位

GNSS（GPS/GLONASS/BeiDou/

Galileo/QZSS）接收机；在简化产品

设计的同时，还大大提升了定位速度和

精度。

RG500Q 内置丰富的网络协议，集成

多个工业标准接口，并支持多种驱动和

软件功能（如 Windows 7/8/8.1/10、

Linux、Android 等操作系统下的 USB

驱动等），极大地拓展了其在 IoT 和

eMBB 领 域 的 应 用 范 围， 如 工 业 级

路由器、家庭网关、机顶盒、工业级 

PDA、加固型工业平板电脑、视频监

控和数字标牌等。

AG520R 是移远通信严格按照 IATF 

16949:2016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

标准而制造的一系列车规级 LTE+C-

V2X 通信模块。这些模块可经受严苛

环境的考验、具有优越的防静电和防电

磁干扰功能，满足车辆安全驾驶、汽车

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系统等应用需求，

是专为汽车行业和其他有恶劣环境应用

需求的物联网应用领域而设计的解决方

案。

A51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RG500Q

AG520R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2 月，是全球领先的激

光雷达及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 致力于以稳定、可靠的激光雷达环境感

知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服务覆盖无人驾驶及汽车辅助驾驶、智慧交通、

机器人、物流、安防、测绘、港口和工业自动化等八大产业生态圈。

秉持着“让驾驶更安全，让机器更智能，让生活更美好”的使命，镭

神智能一直以来立足技术核心，用世界级战略眼光和创新能力成长发

展，坚持用科技创新改变生活！

CH 系 列 激 光 雷 达（128/32/16 线）

是镭神智能按照车规级标准设计，专

为 L2-L5 级别的半自动、自动驾驶系

统精准感知环境而重磅推出的产品。其

采用混合固态结构，探测范围可达 200

米之远，测量精度精确至 ±2cm，视

野宽广，点云密集，可轻松应对高速、

低速等不同道路场景的环境感知需求，

极大提升汽车半自动、自动驾驶的安全

系数。

镭 神 MEMS 固 态 激 光 雷 达

905nm/1550nm, 采用了 MEMS 技术

方案来替代传统的机械旋转方式，通过

自主研发的高速微振镜系统，由可以旋

转的微振镜来反射激光器的光线，从而

实现高清三维扫描 , 使得机器更紧凑、

更加稳定，镭神 MEMS 固态激光雷达 

905nm 探测距离可达 200 米、MEMS

固态激光雷达 1550nm 探测距离更是

高达 500 米之远，是目前市面上探测

距离最远的 MEMS 固态激光雷达。

A13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车规级 CH 系列激光雷达

镭神 MEMS 固态激光雷达

思佳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汽车电子领域的公司，提供世界一流的开发工

具和技术服务，支持客户进行高效可靠的研发工作。公司的愿景是让

开发更轻松，公司的理念是诚信，负责，公正，可持续。

目前，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或与 Technica，BOSCH,ViGEM,TCN 等

公司的紧密合作关系，为中国客户提供功能安全，车载以太网，高速

数据记录，信息娱乐测试，车载网络评估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思佳科技提供车载以太网的全系列解决方案，从 IOPT, 到仿真测试，

以及 EMC 测试等性能测试。提供成熟的仿真测试分析软件，数据库

软件，提供针对 100Base-T1 和 1000bASE-T1 的转换器，基于

Switch 和 TAP 的硬件，针对车内网络数据捕获的 Capture Module。

以及世界领先的高达 25Gbit/s 的针对 ADAS/ 无人驾驶的高性能记录

解决方案。

A81

思佳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苏州壹心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由吉林大学管欣教授及其技术团队创立，

作为吉大汽车驾驶模拟器技术的产业化公司，拥有其模拟器技术的独

家使用权。公司生产的高性能研究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可以结合虚拟现

实 （VR）、增强现实（AR）技术 提供高逼真度（90%）的汽车虚拟

驾驶试车场环境，将驾驶员的主观评价及与人交互动态形 成的复杂交

通环境引入到新一代汽车产品开发中，结合动力总成、转向制动等硬

件在环子系统，可以用于对整车及智能辅助驾驶等电控系统的测试、

验证和标定；结合物理台架试验， 可以替代实车道路试验实现不同驾

驶工况下 RDE 测试，大幅缩短汽车产品开发周期（减少 约 12 个月）、

降低开发成本，是国际汽车工业领域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开发、测

试和验证 的必备工具。

壹心汽车研发了开发型、研究型、紧凑型等模拟器系列产品。

开发型驾驶模拟器特性：实车一致的驾驶座舱，1:1 还原真实驾驶过程；

360°可视角 7/8/9/13 自由度运动系统 ；完全沉浸的驾驶体验高精度

运动模型

研究型驾驶模拟器特性：实车一致的驾驶座舱  ；210°可视角，  六自

由度运动；高度沉浸感的驾驶体验，高精度运动模型 

紧凑型驾驶模拟器主要特性：拆装及使用便捷，实车一致的零部件；

六自由度运动部件可选配；高逼真度的触感系统；高性价比。

A24

苏州壹心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我们提供专业的测量洞见信息，旨在帮助您提高绩效以及将各种可能

性转化为现实。泰克设计和制造各种测试和测量解决方案，从而突破

复杂命题，促进全球创新。泰克推出的各种解决方案在过去的 70 年间，

为许多人类重大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采 用 InstaView ™ 技 术 的 

AFG31000 系列为内置波形发

生应用程序、具有已获专利的

实时波形监测功能并采用智能

用户界面的首款高性能任意波

函数发生器。

Keithley 2400 系 列 SMU 仪

器提供四象限精密电压和电流

源 / 负载，外加触摸屏用户界

面上的测量。 这些仪器可同时

提供 10 fA - 10 A 脉冲电流

和 / 或 100nV - 200V 电压、

1000W 脉冲和 100W 直流总

功率的源和测量。

A75

泰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AFG31000 任意波函数发生器

AFG31000 任意波函数发生器

天津市松正电动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天津市空港经济区，注

册资金 8927 万元，员工 500 多名，其中科技研发人员近 200 人，是

一家致力于提供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解决方案及核心部件的民营高新

技术企业。

累计取得授权专利 640 余项，是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知识产权

试点单位、天津市新能源汽车驱动技术工程研发中心。

A82

天津市松正电动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180 系列发卡电机

P2 系列发卡电机

产品特点：
·槽满率提升：圆线变成扁线，填充铜量增加，槽满率

提高 25% 以上；

·温度性能更好：扁线使定子有效接触面积增大，   绕

组温升比圆线电机低 10%，散热和热传导更好；

·性价比更高：电机直径减小 10%，轴线长度（高度）

减小 15%，性能提升，用料减少 10%。

产品特点：
·参数化设计槽型，提高 10% 槽满率，提高功率密度，

提高效率降低发热，优化层间导热，提高散热能力；

·降低端部尺寸 40%，节省电机轴向空间，预留更多铁

芯长度，方便安装布置；

·采用可布置在轭部、端部或者转子部分的预制

busbar，灵活适应已有的不同安装空间；

·最大直径 270mm 的定子外径，最大直径 210mm 的

转子内部空间，可方便的安装布置离合器结构，同时提

供 254N.m 的峰值转矩，是 P2 方案电机的优先之选。

立洲集团成立于 1993 年，总部位于厦门，兄弟公司位于福州、青岛。

3 家公司均为一体化研发制造生产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均已获

得 IATF16949、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 认 证。 工

厂内设模具研发中心，为快速制样提供优势保障。

立洲致力于精密金属弹性件的研发与制作，主营专业化、多样化、差

异化的产品系列：涵盖精密弹簧、弹片、冲压、组装等。为高端客户

提供定制化、一站式服务。

立洲产品广泛应用于医疗、航空、汽车、轨道交通、电力、电子电器、

工程机械等领域。依靠持续地以市场为驱动力的独立技术创新与研发

和专业的服务，立洲已成为众多世界五百强制造品牌的核心零部件供

应商和战略合作伙伴。动力的独立技术创新与研发和专业的服务，立

洲已成为众多世界五百强制造品牌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和战略合作伙

伴。

成型产品为体积较小的冲压部

件，圆线及扁线材料皆可，过

程主要包括弯曲和切割，相比

传统冲压，成型机组模具费低，

可降低材料损耗率。同时可接

受小批量生产。是我司特色优

势产品。

特别适用于需要减重和受较小

安装空间制约的应用，相对常

规的圈线螺旋弹簧，取得相同

的弹力，波形弹簧可以最多节

省 50% 的安装空间和 70% 的

弹簧重量。

A12

厦门立洲五金弹簧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成型产品 

 波形弹簧 

A70



Living up to our corporate philosophy of "Employing light technology 

to create a comfortable societ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 we at 

Iwasaki Electric Co., Ltd. have always aimed high and striven steadily 

to achieve our business objectives by fully exerting our foresight and 

creativity.  Iwasaki Electric, EYE, a worldwide supplier of lighting 

products and industrial systems, will be renowned for its highly reliable 

and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products.

岩崎電気の高速度撮影用光システム

は、従来のメタルハライドランプ方

式から LED へと変遷を図り、省エネ

はもちろん、発熱量も少なく試験対
象物への熱的影響も抑えることがで

きます。照明メーカーならではの配

光設計で照度ムラを最小限に抑え、

進化する高速度撮影機器を最大限に

活用できるライティングシステムで

す。

A65

岩崎电气株式会社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高速摄像机专用照明

一浦莱斯精密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铆接技术、紧固件、

智能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试制和技术咨询服务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

公司从 2013 年就通过 ISO/ IATF16949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轻量

化车身锁铆 SPR 全面解决方案全球主要提供商之一 , 智能铆接工具在

质量监控及数据可追溯性管理方面全球领先，也是铆接大数据服务的

主要提供商，同时本公司完善快捷的售后服务体系和可靠的锁铆铆钉

生产供应体系，是新能源汽车车身制造的可靠保证。

B01

一浦莱斯精密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智能铆螺母安装系统 UQ-F2D

 伺服锁铆铆接设备 EP-VTF

主要技术参数：
·适用于 M3~M12 拉铆螺母；

·由智能拉铆枪、质量数据采集系统质量数据存储

系统组成；

·功能一 :  铆接全过程质量监控，让每一个铆接点

质量 100% 得到监控；

·功能二 :  计数防止漏铆，当设定铆接数量与实际

铆接数量不一致时，发出漏铆报警；

·功能三 :  质量数据存储和追溯，质量数据采集，

分析和存储，用于区分责任和优化设计；

·功能四 :  人机交互和故障自诊断报警，当铆接一

致性出现问题或者发生设备操作故障时，智能系统

停止，三色灯报警；

·功能五 :  外部通讯对接智能制造系统数据库，具

备多种通讯接口，满足不同 MES、QCOS 系统数

据交换和自动化总线控制要求。

主要技术参数：
·适用于 3mm，5mm 创新型锁铆铆钉；

·高效快速的送料方式；

·可与机器人自由对接，实现工业自动化；

·锁铆质量可进行无损伤检测；

·带全程锁铆过程质量监控及数据追溯系统，自诊

断功能，易于维护；

·一次成形的连接方式，不需预先打孔。

嬴彻科技成立于 2018 年 4 月，是一家专注于自动驾驶卡车网络运营

的公司。公司业务聚焦于干线物流运营场景，自主研发 L3 和 L4 级自

动驾驶技术，和汽车产业紧密合作，为物流客户提供更安全、更高效、

更优成本的资产服务，成为最值得信赖的自动驾驶卡车网络。

嬴彻科技取名于秦皇汉武，寓意于自动驾驶技术将为物流运输开创全

新格局，寄托了对科技赋能物流产业这一重大机遇的美好期许。

嬴彻科技由中国领先的物联网科技公司 G7 联合普洛斯和蔚来资本共同

出资创建。

嬴彻科技在中美两地拥有自主研发中心。

自主研发 L3 和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和汽车产业紧密合作，为物流客

户提供更安全、更高效、更优成本的资产服务，成为最值得信赖的自

动驾驶卡车网络。

B52

嬴彻科技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A56

吉林大学

产品介绍

智能移动无人驾驶平台

智慧四轮卡丁车

产品特色：
·开源线控底盘、四轮转向、高精度控制、

模块化对称设计、尺寸灵活配置；

应用场景：
·自动驾驶算法验证测试、安防巡逻专用底

盘、无人配送车、ADAS 测试靶车；

智能移动无人驾驶平台以汽车级标准打造，采用模块化设计，上下车

体分离，支持多种转向模式，纯线控转向、制动、驱动协同控制，操

控灵活、控制精度高、拓展性强，与自动驾驶系统无缝链接；产品可

应用于高校科研机构算法开发及测试，同时可搭载自动驾驶上装车身，

衍生为自动驾驶配送车、自动驾驶观光车等多种自动驾驶车辆。

智慧四轮卡丁车全正向开发设计，

本着轻，快，舒适三大目标正向

开发，全车仅重 60KG，四轮减

震，四轮碟刹，舒适与安全并存，

转向灵活，整车配置后轮双轮毂

电机，整车功率 1KW，速度最高

可达 45km/h, 适应多种地面。

合肥科威尔电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测试领域的创新型科技公司，

面向多领域提供专业测试电源及测试系统解决方案（ATE）。

公司产品应用于新能源发电（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纯电动、

混合动力、燃料电池）、通用器件测试、航空军用、轨道交通等。

“专业、价值、服务”是公司的核心文化，科威尔以专业的产品和服务，

为客户创造价值，让测试更精准、便捷！

A72

合肥科威尔电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上海光机所）成立于

1964年5月，是我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激光科学技术专业研究所。经

过五十余年的发展，已形成以探索现代光学重大基础及应用基础前沿、

发展大型激光工程技术并开拓激光与光电子高技术应用为重点的综合

性研究所。研究所重点学科领域为：强激光技术、强场物理与强光光学、

空间激光与时频技术、信息光学、量子光学、激光与光电子器件、光

学材料等。2018 年，上海光机所获批建设中国科学院“超强激光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是中国科学院在光电空间领域的第一个卓越创新中心。

博士隆公司创立于 1990 年，注册资本 5000 余万元，是一家致力于各

类中高端铆接紧固连接技术及产品，集生产、经营、研发、服务于一

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博士隆公司匠心立业，专注铆接技术 29 年，坚持锁定高端产品、高端

市场、高端客户，定制开发，以“小铆钉大世界，坚守主业谋发展”

为思路，紧紧围绕铆接件行业做唯一、做特色的发展目标，力求成为

全球同行业的独角兽企业！

威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隶属于上市公司无锡威唐工业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代码 300707）, 公司团队掌握结构轻量化设计与多目标优

化技术，混合材料连接技术与工艺，电池包热管理智能温控等关键技术，

在动力电池系统安全结构件及车身轻量化零部件领域具有丰富的设计、

仿真、检测等研发项目经验 , 并专注于动力电池系统结构件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 ,  主要产品包括轻量化模块化铝合金箱体、混合材料轻量化

结构件、液冷板和热管理智能温控系统，力争成为行业领先的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及车身轻量化技术引领者和产品供应商。

B06

A27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湖北博士隆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威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针对型材结构强化连接 针对钣

金结构形成连接 针对钣金结构

高强度连接 针对厚实体材料结

构连接 针对耐久性、内饰件等

连接。

产 品 材 料 采 用 铝 型 材， 结 合

FSW/CMT/TIG/MIG 等 多 种

先进工艺，设计 / 仿真 / 加工三

位一体，轻量化，高强度，高

寿命，提高电池包能量密度及

散热效率，降本增效，其中下

托盘总重 40.5kg，水冷板单件

4.5kg，性能优于标准要求。

为乘用车、大巴、电池箱体铝

型材提供强有力的螺纹加强或

支撑 全球仅有宾科、博士隆具

备套筒研发设计能力，博士隆

独家具备冷镦套筒生产能力。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

轻量化结构连接成套化解决方案

轻量化电池下箱体及水冷板

框架（型材）结构连接整体

解决方案（专利产品）

B20
-
6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是一所具有深厚工程背景、全国唯一一所以汽车命

名的普通本科高校，依托东风，立足湖北，面向全国，服务于汽车行

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正朝着汽车工程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

学前进。有 32 个本科专业，6 个硕士学授权点，28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

13 个省级科研团队。在汽车、机械、材料、电子等方面具有较突出的

学科优势与特色，近三年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600 余项。学校毕业生协

议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4% 以上，居省属高校前列，迄今已为汽车行业

和社会发展培养了 10 万多名毕业生，学校被誉为“汽车工程师的摇篮”。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公司简介

A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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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是中国知名的机械类专业学院，综合实

力处于国内同类高校前列，为中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培养了大批杰

出人才。学院的科研工作始终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科技发展

前沿，在车辆总体、车辆传动、车辆电子、车辆悬架、新概念车辆、

车辆结构强度与振动噪声、大功率柴油机总体技术、发动机燃烧与排

放、发动机增压、数字化制造、工业工程、激光微纳制造、检测与控制、

机电系统与装备、交通规划与控制等方向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在车

辆传动、电动车辆、智能车辆、大功率柴油机等研究方向上形成了鲜

明的特色和优势。

北京理工大学主导与酷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涵道分体

式智能城市飞行汽车将智慧城市大数据调度技术、路上自动驾驶技术、

空中自动驾驶技术、空天地一体智能网联技术、分布式电涵道推进技术、

高功率密度高能量密度新能源动力总成技术、共享出行理念等智能科

技集于一体，是面向未来城市立体交通出行的智能装备解决方案，此

装备为我国首个面向未来立体交通的研发机构“未来立体交通研究院”

产学研用的核心载具装备项目。目前已经完成全尺寸样机制造，将在

本年度内完成首次试飞。

北京理工大学双创团队酷黑科技与百度 Apollo 联合研发推出的全球首

款自动驾驶开发套件，包含适配 Apollo 开源软件的线控底盘及整套传

感器硬件，“软硬车一体”的产品架构帮助开发者快速进入算法实车

验证，加速自动驾驶研发进程。此款自动驾驶套件集纯电线控底盘、

高扩展硬件结构平台、多传感器套件、多冗余安全机制和开源的开发

资源于一体，可充分满足自动驾驶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实车试验测试的

所有需求。车辆底盘为专为自动驾驶而设计的纯线控纯电驱动底盘，

对标乘用车辆运动学与动力学特性，6 小时超长续航，可快速换电满足

全天候不间断测试需求。配备车辆遥控器与碰撞传感器急停系统，方

便车辆位置调度，同时可一键快速接管车辆控制权，保障研发过程的

安全。结合 Apollo 开源软件资源和丰富的线上文档、教材、课程，将

帮助开发者大大缩短自动驾驶从 0 到 1 的路径，先人一步。

A65

北京理工大学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酷黑科技智能飞行汽车

Apollo 自动驾驶开发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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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科技是一家向客户提供最优的激光传感器和解决方案的创业公司，

掌握了激光雷达研发所需光、机、电、热等专业方向的多项核心技术。

研发了激光雷达的核心零部件阵列激光器和阵列探测器，能够很好的

解决目前多线激光雷达光学调整复杂的问题，极大降低了成本、提高

了产品的可靠性。

技术方案具有很好的扩展性，能够很迅速的扩展到更高线数的产品，

例如 256 线。

以线阵芯片为基础的面阵芯片能够实现高分辨率的全固态激光雷达。

同济大学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坐落于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十五”、

“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中心承担了国家 863、973 专项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一大批国家及地方科技项目，同时也为奥运会、世

博会期间新能源汽车的示范运营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机械式多线（16-64）激光雷达，

采用独特的芯片化设计方案，体积

小， 重 量 轻， 功 耗 低， 能 够 覆 盖

0-120 米 的 探 测 距 离， 实 现 360

度的全视场扫描。

EHB 是一种先进的新型制动系统，

具备高性能主动制动、高效率制动

能量回收、高集成度、高安全性等

诸多优势。彻底解决了传统制动系

统的一系列缺陷，成为汽车新四化

（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

至关重要的核心零部件。

同济双模增程混动系统是基于同济

大学专利的一种新型高性价比车用

增程混合动力系统，由高效率专用

发动机、驱动电机、起动发电一体

机、离合器、同步器和变速器等组

成。本系统根据驾驶员需求、车辆

实际工作状态及实际工况等边界条

件，通过优化的控制策略，实现多

种混动工作模式的平稳切换。整车

具有综合效率更高、动力性更好、

成本低等优势，满足在不同情况下

整车的动力性及经济性要求。

北京饮冰科技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

多线激光雷达

同驭汽车科技“线控电子

液压制动系统”

同济双模增程混合动力系统

NIRA Dynamics AB (NIRA) 是位于瑞典林雪平的一家软件公司，靠

近与其有着稳固合作关系的林雪平大学。NIRA 的远景是为汽车工业提

供创新且经济的基于软件的解决方案。TPI( 间接式胎压监测 ) 是 NIRA

的主要产品。

NIRA 与各个世界级合作伙伴以及电子和车辆设计室拥有多年合作实践

经验。NIRA 能够立项并提供详细测试计划和其他适用于个性化需求和

产品开发流程的支持。NIRA 能够完成以上，或者对制造商或主系统供

应商提供从项目规划到文档编制阶段的支持。

是德科技（NYSE：KEYS）是一家领先的技术公司，致力于帮助企业、

服务提供商和政府客户加速创新，创造一个安全互联的世界。从设计

仿真、原型验证、生产测试到网络和云环境的优化，是德科技提供了

全方位的测试与分析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深入优化网络，进而将其电

子产品以更低的成本、更快地推向市场。我们的客户遍及全球通信生

态系统、航空航天与国防、汽车、能源、半导体和通用电子终端市场。

2018 财年，是德科技收入达 39 亿美元。

清研精准由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重点孵化，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

的汽车新技术测试设备及方案，基于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为整车

企业、各级零部件供应商及科研机构提供完备的解决方案，积极响应

国家对汽车工业转型升级的号召，促进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新

技术行业健康发展。

苏州清研微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5 月，是一家专注于

汽车主动安全技术和智能网联技术的创新型企业。公司聚焦车载机器

视觉、行车参数实时获取与动态分析、多功能辅助驾驶、智能化决策、

远程信息处理与监控平台等核心技术的应用研究与产品开发，致力于

科技与创新的深度融合，不断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技术、产品和服务。

苏州速显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汽车液晶仪表系统设计的高

新技术企业。成立于 2015 年，座落于江苏省苏州市清华大学苏州汽车

研究院内。在安徽省合肥市中国声谷人工智能国家产业园设有研发基

地。

北京瑞特森传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中关村科技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公司以高清激光 3D 成像雷达产品为核心，

为客户提供软硬件一体的场景精细感知解决方案。产品应用领域广泛，

包括智能交通，机器人，安全，无人机，教育，物流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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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RA Dynamics AB

是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苏州清研精准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清研微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速显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瑞特森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是德科技布局新能源、智能驾驶，网联汽车及网络安全四大测试场景，

能够提供车载以太网测试、雷达信号生成与分析、雷达目标模拟器、电

池测试、功率半导体参数分析、C-V2X 车联网测试、车联网安全等测

试测量解决方案。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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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清华大学与苏州市政府签署共建“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

院”合作协议，同年 7 月研究院正式登记成立，面向汽车产业重大需求，

定位于汽车应用技术研发、高端产业服务和科技成果产业化。

研究院聚焦汽车“安全、节能、环保”三大主题，围绕新能源汽车、

汽车电子与信息、汽车 NVH 与轻量化设计、汽车新材料与制造、汽车

产业发展战略等领域，联合共建开放式科研平台和检测平台，为汽车

及零部件企业提供研发、设计、检测、咨询等综合服务。与地方政府

合资成立科技发展公司和创投基金公司，利用科技与金融杠杆，大力

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和高科技企业孵化。力争未来在苏州形成高端人

才汇聚、高科技企业云集、高端服务业繁荣、科技金融市场活跃的中

国汽车“硅谷”。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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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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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是一所坐落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镇江市的全国重点大学。至

今为止，学校占地面积 3000 余亩，建筑面积 120 万余平方米；设有

25 个学院；拥有 1 所直属三级甲等医院；拥有 2 个国家重点学科，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6 个学科进入 ESI 排名全球前 1%；《2019

中国大学评价》中学校综合排名列全国第 41 位。

江苏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现有车辆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交通工程和交通运输四个本科专业。车辆工程

专业是在国内首批建立的汽车拖拉机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具有近

50 年的办学历史，在国内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

江苏大学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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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也是世界一流大学 A 类建设高校。

大连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是辽宁省第一所汽车工程学院。学院拥有

以双聘院士、国家杰青、千人计划学者及优秀青年教师为主的科研教

学团队，车辆工程目前是双一流建设学科建设专业，设有车辆工程专

业博士点、硕士点、专业硕士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学院建设有 1 个国

家级教学中心，2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 9 个专业技术研究所，目前为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单位、房车与营地工程技术分会主任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是首批列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教育部直属重

点大学，首批列入国家“双一流计划”建设高校。

汽车工程学院是武汉理工大学的特色学院，学院负责的“新能源和智

能汽车关键材料与技术”作为 6 个重点建设领域之一进入国家“双一流”

建设行列。

学院围绕汽车设计、制造、集成匹配、试验、服务、循环利用全产业链，

面向汽车轻量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开展研究。承担

了大批国家级科研项目和企业合作项目，获得了国家级、省部级科技

奖励多项。

大连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上海佳雪车用空调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和制造车用空调器的高新

技术企业 . 产品包括客车空调 . 新能源电动客车空调 . 卡车用变频驻

车空调 . 挂车冷冻机组 . 特种车空调等 . 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2 月 . 位

于上海市闵行区陪昆路 233 号 . 是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物资工作委

员会会员单位 . 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 以科技为龙头 . 质量为主

线 . 服务为保障 . 建立了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 . 通过了 ISO/TS16949-

2016 体系认证 . 并配备完善的测试和检验设备 . 公司拥有高素质技术

研发队伍和丰富的生产制造经验 . 高品质的产品 . 合理的价格和完善的

售后服务而享誉市场完善的售后服务而享誉市场

机械与装备工程学院是河北工程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学院拥

有“机械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机械工程”学科现为河北省“国

家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在机械设计理论、机械制造及自动化、车辆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材料成型加工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设机械设计制造

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工程、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测控技

术及仪器、车辆工程 6 个本科专业。学院近 5 年承担国家项目 40 余项，

学生竞赛团队在 2018 年全国机器人大赛中获得全国亚军，在中国大学

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中连续三年进入全国十强。

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1986 年经国家计委批准开始建设，

1989 年建成并对外开放，是我国内燃机学科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现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为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金红光院士，实验室主任

为尧命发教授。

实验室以国家“能源、环境”战略需求为目标，瞄准内燃动力学科国

际前沿，围绕燃料及燃料燃烧，内燃机燃烧过程及其优化控制，内燃

机节能新技术等问题，开展基础理论、新技术创新以及填补国家空白

的系统集成创新的研究，在我国内燃动力工程领域发挥着“开拓和牵引”

作用，是我国内燃动力工程领域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合肥工业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教育部、

工信部和安徽省政府共建高校，国防科工局与教育部共建高校。学校

创建于 1945 年，1960 年被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刘少奇、

朱德、董必武、陈毅、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来校视察

指导工作，邓小平同志在 1979 年亲笔为学校题写了校名。2005 年成

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09 年成为国家“985 工程”优

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 年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

北京九州华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提供电控系统解决方案的高

科技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地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

亦庄。公司致力于为汽车、机械、船舶、航空、智能交通、教育等领

域的用户提供更专业的电控系统一站式解决方案。采用华海科技所提

供的解决方案，使我们的客户能够快速地将先进的控制技术集成到他

们的产品，快速形成电控开发的能力，显著提高开发效率并大幅降低

成本。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大通”），是上海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3 月 21 日，总部位于

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 2500 号，注册资本 58.2 亿元人民币。

上汽大通始终坚持技术与业务模式创新，率先将 C2B 大规模个性化智

能定制模式引入汽车行业，成为第一家实施 C2B 战略部署的车企。通

过互联网和云计算，实现企业与用户及伙伴的数字化直联，用户参与

全价值链的数据化互动和决策，与用户建立终身相伴的有温度的关系，

为消费者打造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引领汽车行业用户驱动的全新企

业发展模式。

德尔福科技集团是动力推进技术的全球供应商，为传统动力、混合动

力及电动乘用车和商用车提供先进的推进系统解决方案，致力于更清

洁，更美好，更长远的出行未来。 德尔福科技以其原始设备专业知识

为基础，同时为售后市场提供领先的服务解决方案。 集团总部位于英

国伦敦，在 24 个国家设有技术中心、生产基地、客户支持服务中心，

在全球拥有 21,000 多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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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佳雪车用空调有限公司

河北工程大学机械与装备工程学院

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北京九州华海科技有限公司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德尔福科技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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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公司简介

驻车变频空调就是停车时也能

依靠电瓶工作的空调，相比传

统车载空调，驻车变频空调无

需依靠车辆引擎动力，可以大

大节省燃料和环境污染。

磁化式无级变速器是一种针对新能源汽车设计的具有无极调速功能的

新一代电机随动装置；它以磁化效应为核心原理，核心传动部件即为

磁环、阴体、阳体三大部件，机构形式新颖，结构设计简单巧妙，充

分利用永磁铁磁化充能原理，使得磁力成为传动系统的力矩传递桥梁。 

本产品一机多能，产品使用价值广泛，同时具备无级变速器、自动变

速器、中央差速器、软起动耦合器、制动器等多种机械设备的功能。

天津大学自主研发的《内燃机主动抗

扰智能控制关键技术与应用》2018

年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技

术发明一等奖，基于该研究成果，天

津大大学自主研发了智能驾驶域控制

器、超级智能信息终端、GDI 汽油机

ECU、混合动力车辆控制器、高压共

轨柴油机ECU等多种发动机控制器，

目前已用于高原大坝工程车辆智能驾

驶作业，多车道路工况数据分析、天

津市新能源智能监控平台等多领域应

用。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

汽车空调

磁化式无级变速器

内燃机主动抗扰智能控制

关键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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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6 年开始 , 美国国家仪器 (www.ni.com) 就为工程师和科学家提

供各种工具来加速生产、创新和探索。NI 的图形化系统设计方法为工

程界提供了一个将软硬件结合在一起的平台 , 有助于加速测量和控制系

统的开发过程。公司的长期愿景和通过技术提高社会发展水平的理念

为客户、员工、供应商和股东的成功提供支持。

目前，电动汽车的电池电压不断增加。当从电机到后视镜的所有部件

供电电压超过 800V 时，就必须对动力总成和电力电子组件进行全面

的测试，以验证其功能性并提高其效率。但是目前工程师们不得不使

用昂贵又不灵活的电力仪器来完成新的高压测试。RM-26999 功率分

析仪为测试工程师提供了一个经济实惠的选择，帮助他们在预算内轻

松完成测试。

- 通过使用 Danisense 传感器，该功率分析仪可以直接连接 ±2000V

高压信号，间接读取高达 ±2000A 的电流

- 可以轻松通过 PXI 平台与其他汽车关键数据（如振动、温度和 CAN

总线）集成和同步

-RM-26999 已通过 UL-61010-1 测试、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

的安全认证

- 具有四个电压输入通道和四个电流测试的传感器端口，最多可支持四

个功率测量。最高采样速率可达 14 MS/s，最高模拟输入分辨率为 18 

bits。

您可以录制来自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传感器的现场数据，并回到实验室

进行回放来模拟驾驶，提高测试可重复性和测试覆盖范围。采用真实

现场数据进行测试，是因为测试算法是基于真实场景开发而成，如果

采用 3D 渲染的场景，则算法无法准确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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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仪器

公司简介

产品介绍

使用 RM-26999 功率分析仪进行电动汽

车功率级测试率分析仪进行电动汽车功率

级测试

ADAS 数据录制与回放

NI 解决方案：
·实现汽车网络、各种摄像头、雷达

以及通用 I/O 接口微秒级同步采集 ;

·高达 15GB/s 的 NI 或第三方 RAID

磁盘整列与 PXI 的传输速率 ;

·轻松标记和管理数据文件，并使用

数据管理软件对其进行快速分析，以

便后续回放 ;

NI 的优势：
·利用相同硬件平台进行数据记录和

回放，缩短部署时间，降低资金成本 ;

·通过模块化和软件定义的 PXI 平台，

保持系统与时俱进，以满足不断变化

的测试需求 ;

·无需担心数据丢失：PXI 的性能可

以确保您的数据完整地传输到硬件上 ;



B62

B61

A28

A35

A22

蜂巢易创科技有限公司所属四家子公司业务涵盖动力系统、传动系统、

电驱动系统及智能转向系统，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度节能环保的系统

化解决方案，现有员工 1.5 万余人，年产值 200 多亿。蜂巢易创致力

于打造“共创、共享、共赢”良性发展生态圈，做稳做优传统业务、

快速发展新能源汽车业务、深耕智能互联汽车业务，打造全球领先的

汽车零部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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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巢易创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