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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展览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地点 联系方式 组织单位

1 潍坊金宝汽车博览会

汽车行业展示和交流

04/10 月 潍坊

官璟 
13601231007 
010-50950047 
guanjing@sae-china.org

秘书处（展览部）

2 北京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04 月 北京

3 青岛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05/11 月 青岛

4 中国 ( 长春 ) 国际汽车博览会 07 月 长春

5 哈尔滨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07 月 哈尔滨

6 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 08 月 大连

7 广州国际汽车展 11 月 广州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地点 联系方式 组织单位

1 CSAE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校长联席会 2018
年会

交流推进汽车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提出下一步的行
动方向。 04 月 待定

王柳 
010-50950074 
18610272152 
wl@sae-china.org

（秘书处）科技咨询部 
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

2 第十届国际汽车变速器及驱动技术研讨会
（2018TMC）

TMC 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变速器技术会议，预计
TMC2018 将有 50 位专家演讲、60 多家公司参展及 700
多位专业人士参会，内容将涵盖重要的传统动力变速器、
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传动及驱动技术。更多信息登陆 www.
transmission-china.org 查看。

04 月 北京

陆丽俐 
010-50950036 
13910779907 
lll@sae-china.org

（秘书处）学术交流部

3 2018 年先进安全测试技术交流会

了解安全测试技术发展的动向，针对安全测试领域新的测试
技术进行充分沟通交流，帮助会员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先进测
试技术，并在碰撞相容性、美国安全标准和试验方法解析、
多场景碰撞测试技术等方面进行充分交流。

04 月 待定 马伟杰 
15822589401 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4 2018 汽车ＮＶＨ控制技术国际研讨会 邀请国际行业专家进行大会主题报告，根据行业关注主题进
行分会场研讨。 04 月 苏州

吴德媛 
022-84379777-8020 
wudeyuan@catarc.ac.cn

振动噪声技术分会

5
第二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器技术分会会员
代表大会暨中国国际新能源汽车电器技术研
讨会

电器技术相关学术交流活动。 04 月 北京
陈祥锋 
010-82604898 
chenxiangfeng@chinacapac.com

电器技术分会

6 高校资源创新论坛

拟在前期高校科研资源平台工作基础上，通过论坛或大会的
形式，加强学会与高校之间的互动，建立紧密型的联系，探
索发挥高校科研资源在零部件技术进步的作用，同时建立和
丰富我会高校科研团队及专家资源库。

05 月 广州

马立港 
010-50950115 
13701247691 
mlg@sae-china.org

（秘书处）零部件部

7 第五届中国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
（CICV 2018）

CICV 是行业领导者联合缔造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国际盛会，
预计 CICV2018 将有 750+ 位参会嘉宾。网站：www.cicv.
org.cn

05 月 杭州

贾倩倩 
010-50950111 
15001021545 
JQQ@sae-china.org

（秘书处）学术交流部

8 节能润滑油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研讨会
组织国内外行业专家，针对汽车节能润滑油的发展现状和趋
势、节能型润滑油评定技术及对建设节能型社会的贡献度等
进行交流与研讨。

05 月 武汉
孙树仁 
0719-8221073 
sunsr@dfcv.com.cn

汽车燃料与润滑油分会

9 2018 全国汽车涂装技术交流会 汽车涂装新工艺、新设备、新型“三废”处理设备等交流。
05 月 上海

高成勇 
13944833498 
gongjinbao1210@126.com

涂装技术分会
10 第 20 届全国涂料与涂装技术信息交流会 涂装新材料、新工艺、新管理措施等、新设备等交流。

11 2018 年第六届中国汽车防腐蚀与老化技术论
坛 VCAP 汽车行业防腐蚀老化技术展示和交流。 05 月 杭州

黄平 
13883447318 
huangping1@changan.com.cn

汽车防腐蚀老化分会

12 轻量化技术专业培训与技术标准宣贯会 结合正在编写和已经编写完成的轻量化相关技术标准，联合
行业资源进行宣传和宣贯。 06 月 待定

杨洁 
010-50950066 
13811104858 
yangj@sae-china.org

（秘书处）轻量化研究部

13 汽车产品回收利用运营管理研讨会 如何形成合理的回收物流体系，推进其市场化运行。 06 月 待定
郑柍 
021-22011751 
zhengying@saicmotor.com

现代化管理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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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汽车非金属材料技术交流会 汽车用橡胶、塑料、复合材料技术交流。 06 月 长春
腾腾 
0431-85789489 
tengteng@rdc.faw.com.cn

汽车非金属材料分会

15 先进柴油机排放控制及测试评价技术国际研
讨会 柴油车 OBD 监管、后处理技术的发展。 06 月 待定

李菁元 
18602691873 
lijingyuan@catarc.ac.cn

汽车环境保护技术分会

16 国六排放测试技术研讨会 轻型车国六排放测试方法、蒸发排放测试方法、RDE 测试
方法探讨。 06 月 待定 宫宝利 

15902386963 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17 2018 年度 APC 联合学术年会暨分会委员工
作会议

交流 APC 论文，编辑出版《2018 年 APC 联合学术年会论
文集》。 07 月 南京

吴昌林 
15895891119 
wuchanglinwcl@sina.com

汽车发动机分会

18 第十届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 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就电动汽车关键技术做主题演讲。 07 月 北京 黄勇 
13651120836 电动汽车分会

19 2018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越野车技术分会学
术年会暨换届会

越野车技术分会换届会；第三届委员会工作会议；通过征集
论文进行军用车辆技术交流。 07 月 长春

范朝霞 
010-68911172 
fanzhaoxia@bit.edu.cn

越野车技术分会

20 第三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年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年会是每年一度的汽车测试
领域的行业会议。会议致力于打造汽车测试技术交流的权威
平台，搭建起整车企业、关键零部件企业、测试设备企业和
技术集成与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沟通交流桥梁。

07 月 待定
张诗敏 
18722526639 
zhangshimin@catarc.ac.cn

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21 2018 第三届中国汽车紧固件发展论坛 汽车行业紧固件技术展示和交流。 07 月 宁波
黄平 
13883447318 
huangping1@changan.com.cn

汽车防腐蚀老化分会

22 可靠性技术研讨会 组织可靠性技术研讨会，邀请行业专家进行演讲，广大可靠
性工作者参会。 07 月 待定

陈林 
15195162226 
chenlin@catarc.ac.cn

可靠性技术分会

23 摩托车先进技术研讨会 针对摩托车排放、先进燃烧技术、减摩节能、新能源应用等
热点话题进行学术交流与探讨。 08 月 天津

杜春媛 
022-27405994 
cydu@chinamotorcycle.com

摩托车分会

24 第二十一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安全技术
分会年会

汽车碰撞安全性及轻量化，碰撞生物力学及智能乘员约束系
统，交通事故深度分析及汽车安全性能评价，智能汽车安全
技术，电动汽车安全技术等方面。

08 月 广州
张金换 
13601331036 
zhjh@mail.tsinghua.edu.cn

汽车安全技术分会

25 2018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货运装备技术分会
学术年会

年会将邀请商用车整车及零部件供应商、物流企业的代表，
围绕商用车最新技术趋势进行交流探讨。 08 月 西安

齐琦 
029-86956007 
247783100@qq.com

货运装备技术分会

26 2018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学术年会悬架技术
分会分会场

年会主要包括学术论文征集评审、会议交流、技术展示、技
术参观等。 08 月 待定

刘尚鸿 
18514476448 
liushanghong@baicmotor.com

悬架技术分会

27 自动变速器和产业化推进会
组织优秀企业介绍技术成果和经验，目的是充分发挥学会助
推作用，联合攻克关键共性技术，突破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
零部件。

08 月 待定
魏进 
022-68961560 
gear@chinagear.com.cn

齿轮技术分会

28 汽车整车可靠性耐久性评价专题研讨会 专题研讨汽车整车可靠性评价中的技术原理与工程实践，尤
其聚焦试验场、实验室与用户环境的技术关联。 08 月 盐城

陈林 
15195162226 
chenlin@catarc.ac.cn

可靠性技术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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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18 年（第十二届）中国汽车轻量化技术研
讨会

选取苏州，设立汽车用钢（板材）、汽车结构钢、非金属及
其复合材料材料、轻量化设计、轻量化连接技术、商用车轻
量化、模具与装备、研究生论坛等 12 个左右会场，组织轻
量化专业技术研讨会。

09 月 苏州

杨洁 
010-50950066 
13811104858 
yangj@sae-china.org

（秘书处）轻量化研究部

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制造分会焊接技术交
流会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焊接技术交流。 09 月 武汉 崔厚学 

13971308479 汽车制造分会

31 汽车电子创新论坛 汽车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与汽车电子的融合发展。 09 月 上海
郑柍 
021-22011751 
zhengying@saicmotor.com

现代化管理分会

32 第八届大城市机动车污染防治技术研讨与成
果展示会 推进汽车污染防治技术，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09 月 待定

李菁元 
18602691873 
lijingyuan@catarc.ac.cn

汽车环境保护技术分会

33 2018 全国汽车涂装人才高峰论坛 国内 12 家汽车集团涂装人才技术交流、管理论坛。 09 月 待定
高成勇 
13944833498 
gongjinbao1210@126.com

涂装技术分会

34 2018 年度中国汽车腐蚀与老化单项标准评审
会议 腐蚀与老化各单项标准征求意见稿评审。 09 月 待定

黄平 
13883447318 
huangping1@changan.com.cn

汽车防腐蚀老化分会

35 2018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空气动力学分
会学术年会

分会品牌年会，是国内汽车空气动力学领域的行业盛会，
2018 年会将围绕汽车空气动力学、热管理、风噪、虚拟风洞、
风洞测试技术、CFD 先进仿真技术等主题面向行业征集学
术论文并开展现场研讨，计划设立主会场 1 个、专题分会场
3 个，预计主会场时长半天，专题分会时长 1 天，会议研讨
及闭幕式半天。

09 月 待定
贺晓娜 
13594695254 
hexiaona@caeri.com.cn

汽车空气动力学分会

36 2018 年（第六届）中国轻量化车身会议 根据汽车工程学会的统一安排，继续组织中国车身会议和其
他轻量化相关的分会场。 10 月 上海

杨洁 
010-50950066 
13811104858 
yangj@sae-china.org

（秘书处）轻量化研究部

37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青年工程师论坛 利用学会年会的平台为广大青年工程师提供一个学术与技术
交流、分享知识、跟踪行业热点、展示技术的技术平台。 10 月

上海
孙平 
13504472760 
sunping@jlu.edu.cn

汽车技术教育分会
38 汽车人机交互技术论坛

以“面向驾驶体验的智能汽车人机交互设计”为主题，聚焦
研讨交流“智能网联汽车 HMI 用户体验评价、AI 驱动下的
汽车人机交互技术、驾驶人因工程及在 HMI 设计中的应用”
等主流技术与最新发展趋势。

10 月

39 2018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学术年会电动汽车
分会分会场 参与 2018SAECCE 的论文征集、评审、分会场安排。 10 月 上海 黄勇 

13651120836 电动汽车分会

40 2018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学术年会汽车智能
交通分会分会场

智能汽车技术驾驶员模型与人机交互环境感知与定位技术线
控技术先进驾驶辅助系统自主驾驶与车路协同驾驶。 10 月 上海

陈慧 
021-69589112 
hui-chen@mail.tongji.edu.cn

汽车智能交通分会

41 第十八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燃料与润滑
油分会学术年会

将重点交流汽车、燃料和润滑油等开发应用领域国内外最新
研究成就、发展趋势及相关政策法规等。会议将公开进行论
文征集及编辑论文集；同时会议将特邀国内外汽车行业及油
品研发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就汽车工业的发展现状、油品
行业的发展趋势等热点问题做专题报告。

10 月 待定
孙树仁 
0719-8221073 
sunsr@dfcv.com.cn

汽车燃料与润滑油分会

42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方法研讨会 交流目前智能网联汽车的主要测试方法，测试技术，常见问
题，技术难点，需要标准化项目的研讨等。 10 月 天津 石娟 

13642116935 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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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程建设与装备技术交流与研讨 组织工程建设与装备技术中相关制造技术、数字化工厂技术
进行技术交流与研讨。 10 月 上海

谷乔 
0431-85125223 
Qiao.gu@cjxjy.com

工程建设与装备技术分会

44 2018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商用车
专题分会

依托中汽学会年会暨展览会平台，承办商用车专题分会，探
讨商用车前沿技术。 10 月 上海

齐琦 
029-86956007 
247783100@qq.com

货运装备技术分会

45 第二十二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齿轮技术分会
学术年会 进行主题演讲、论文发表、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 10 月 待定

魏进 
022-68961560 
gear@chinagear.com.cn

齿轮技术分会

46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技术首脑闭门峰会 行业技术首脑共聚一堂，共商中国汽车产业与技术发展大计。 10 月 上海
刘宗巍 
010-62797400 
liuzongwei@tsinghua.edu.cn

技术管理分会

47 2018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学术年会汽车空气
动力学分会分会场

总会年会期间，分会承办时长半天的专题分会，研讨主题及
形式待定。 10 月 上海

贺晓娜 
13594695254 
hexiaona@caeri.com.cn

汽车空气动力学分会

48 2018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知识产权分会学术
年会

暨中汽学会知识产权分会年会，打造中国汽车知识产权合作
交流平台，顺应行业知识产权发展需要，推动汽车知识产权
领域交流与合作，服务我国汽车行业自主知识产权发展，促
进汽车产业升级。

10 月 待定
张琳琳 
13820470924 
zhanglinlin@catarc.ac.cn 

知识产权分会

49 2018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
（2018SAECCE）

SAECCE 是汽车行业最受认可的技术年会和展览会，参会
代表超过 3000 人，技术展示面积超过 10000 平米。网站
为 www.saecce.org.cn

11 月 上海

路瑞刚 
010-50950037 
15110139621 
congress@sae-china.org

（秘书处）学术交流部

5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制造分会检测技术交
流会 汽车整车及动力总成零部件检测技术交流。 11 月 上海 蒋治成 

18971459662 汽车制造分会

51 第二十一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材料分会
学术年会 汽车材料相关学术交流。 11 月 淮安

王勇 
15971905328 
gyyjs-wangy@dfcv.com.cn

汽车材料分会

52 摩托车电控技术应用研讨会 摩托车电控系统电磁兼容技术、排放控制技术等学术交流研讨。 11 月 天津
杜春媛 
022-27405994 
cydu@chinamotorcycle.com

摩托车分会

53 2017 年中国车身大会 中国车身方向探讨研究。 11 月 澳门
谢晖 
0731-88822076 
danielxie@163.com

汽车车身技术分会

54 重型车 PEMS 联合研究平台工作讨论会 总结前面工作，研究 2018 年工作计划，调整平台组织结构，
计划将平台并入到测试分会内。 11 月 待定 王长园 

15822439715 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55 2018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可靠性技术分会年
会

可靠性技术分会委员工作讨论，总结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并推
进下一步工作开展。 11 月 上海

陈林 
15195162226 
chenlin@catarc.ac.cn

可靠性技术分会

56 第二十届中国电动车辆学术年会 面向行业工程技术人员征集论文，就电动汽车关键技术安排
主题演讲和论文宣读。优秀论文编辑出版。 12 月 待定 黄勇 

13651120836 电动汽车分会

57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智能交通分会换届暨
智能汽车测试标准研讨会 智能汽车测试标准研讨。 12 月 上海

陈慧 
021-69589112 
hui-chen@mail.tongji.edu.cn

汽车智能交通分会

2018 — 学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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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VOC 测试技术研讨会 车内空气质量测试评价探讨。 12 月 待定 宫宝利 
15902386963 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59 第四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防腐蚀老化分会学
术年会

汽车防腐蚀老化领域和汽车紧固件领域人员，交流行业发展
热点和技术动态。 12 月 西安

黄平 
13883447318 
huangping1@changan.com.cn

汽车防腐蚀老化分会

60 第十五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
由我会主办、教育部重点支持的汽车产业与职业教育对话平
台；通过国家政策解读，行业信息导入，校企对接交流，推
进现代汽车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待定 待定

董杰 
010-50950073 
18500840172 
dj@sae-china.org

（秘书处）科技咨询部 
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

61 2018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新能源汽车技术技能
大赛

我会于 2016 年创办的同时面向汽车企业和职业院校开展的
一项技能性赛事。通过此项赛事，意图增进新能源汽车领域
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促进企业一线技术技能人才成长，引
领职业院校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建设。

62 汽车工程师专业水平评价

在中国科协的指导下，我会于 2004 年启动汽车工程师专业
水平评价工作，十余年间，建立起了完整的水平评价工作体
系和与国际接轨的评价标准，得到了汽车工程师、用人单位
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2018 年评价工作全年滚动进行。

待定 待定

王永环 
010-50950096 
18618281913 
wyh@sae-china.org

（秘书处）培训认证中心 
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

63 首届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大会
聚焦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趋势，邀请国内外专家和
代表围绕汽车产业技术发展方向、关键技术预见、发展路线、
最新进展等进行战略研讨。

待定 待定

冯锦山 
010-50950088 
18610271728   
fengjs@sae-china.org

（秘书处）产业研究院

64 后补贴时代新能源汽车政策研讨会

在国家有关部委指导下，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汽车技术
研究中心、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联合启动了《后补贴时代新
能源汽车政策体系研究》课题研究 ,2018 年，将根据课题研
究进展召开 1-2 次政策研讨会。

待定 待定

陈敏 
010-50950087 
13810027168   chenmin@sae-
china.org

（秘书处）产业研究院

65 2018 第三届国际燃料电池汽车大会

已于 2016 年、2017 年举办了两届，2018 年将继续聚焦燃
料电池政策、关键技术、法规标准、产业链及示范应用，由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筹）联合举办，
搭建国内外合作交流平台。

待定 待定

刘新洋 
010-50950089 
15711340921 
lxy@sae-china.org

（秘书处）技术发展部

66 动力电池技术研讨会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在每年 10 月份学会年会期间聚焦动
力电池关键核心技术（电池热管理、集成技术、轻量化技术等）
召开动力电池技术研讨会。

待定 待定

刘国芳 
01050950072 
18911615784 
lgf@sae-china.org

（秘书处）技术发展部

67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大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一直大力推进汽车领域团体标准研制工
作，并分别承担了国标委和中国科协两次团体标准试点工作，
每年底技术标准部将聚焦汽车领域团体标准研制情况召开大
会，搭建交流平台。

待定 待定

丁彦辞 
01050950086 
13141368250 
dyc@sae-china.org

（秘书处）技术标准部

68 2018 年（第四期）汽车轻量化技术与产品巡
展

一是在前期技术巡展的基础上提升巡展服务水平和项目；二
是结合汽车企业需求定期组织 2018 年轻量化技术巡展。 待定 待定

杨洁 
010-50950066 
13811104858 
yangj@sae-china.org

（秘书处）轻量化研究部

69 汽车 - 轮胎跨界产业论坛 汽车轮胎跨界产业研究。
待定 待定

张海波 
13001910346 
13001910346@163.com

经济发展研究分会
70 智能制造下的技术经济新方法及应用研讨会 智能制造下的技术经济新方法及应用学术交流。



2018 — 学术交流活动

71 中国国际专用汽车发展论坛 打造中国最大、最权威、最高端的专用汽车行业峰会，为业
内人士提供学习、交流、借鉴、互动的机会和场所。

待定 武汉
胡璐 
027-84398625 
hulu_79@163.com

专用车分会

72 2018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专用车分会年会 促进科技工作者的学术交流，组织编撰论文集。

73 2018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矿用汽车分会年会 开展矿用车领域学术交流。 待定 待定
闫富荣 
13654844517 
gcysjxfh@163.com

矿用汽车分会

74 基于“中国工况”的国六车辆及新能源车能
耗和排放测试方法研讨会

国六技术及新能源车在中国工况的技术适应性，基于中国工
况的排放及能耗测试方法修订建议。

待定 待定
李菁元 
18602691873 
lijingyuan@catarc.ac.cn

汽车环境保护技术分会
75 世界标准体系研讨会 美国标准内容及认证流程。

76 2018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转向技术分会
学术年会 汽车电动助力转向 4 项标准宣贯会。 待定 乌鲁木齐

颜尧 
13594609796 
yanyao@caeri.com.cn

汽车转向技术分会

77 检测机构技术研讨会 检测机构工作组检测机构技术研讨会。 待定 待定 邹博维 
15222327220 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78 商用车工艺技术调研活动 通过调研商用车整车厂涂装等工艺技术现状，形成调研报告。 待定 待定
齐琦 
029-86956007 
247783100@qq.com

货运装备技术分会



2018 — 科普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地点 联系方式 组织单位

1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汽车营
销赛项

教育部等 30 多个部委主办的全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技
能型赛事，每年一届。我会从 2014 年开始承办中职营销赛项。

05 月 待定

董杰 
010-50950073 
18500840172 
dj@sae-china.org

（秘书处）科技咨询部 
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

2
2018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乌兰察布
站）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创办于 2015 年，主要面向职业
院校和本科院校开展的小型越野汽车设计和制作赛事。BSC
大赛是一种全新的技术教育和工程实践过程，使得参与其中
的学生能够以兴趣为导向实现人才培养。

07 月 乌兰察布

高华 
010-50950035 
13601115161 
gaohua@sae-china.org

（秘书处）科普文化中心 
（秘书处）科技咨询部

3 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活动
对青少年进行为期一周的国家重点试验室开放日活动，培养
青少年热爱科学的兴趣。

07 月 长春
孙平 
13504472760 
sunping@jlu.edu.cn

汽车技术教育分会

4 2018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襄阳站）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创办于 2015 年，主要面向职业
院校和本科院校开展的小型越野汽车设计和制作赛事。BSC
大赛是一种全新的技术教育和工程实践过程，使得参与其中
的学生能够以兴趣为导向实现人才培养。

08 月 襄阳

高华 
010-50950035 
13601115161 
gaohua@sae-china.org

（秘书处）科普文化中心 
（秘书处）科技咨询部

5 2018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简称“FSC”）是一项由高等
院校汽车工程或汽车相关专业在校学生组队参加的汽车设计
与制造比赛。赛事着重产业相关人才的培养。

10 月 襄阳

高华 
010-50950035 
13601115161 
gaohua@sae-china.org

（秘书处）科普文化中心

6 2018 中国大学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

中国大学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简称“FSAC”）创立于
2017 年，是一项由高等院校汽车工程或汽车相关专业在校
学生组队参加的汽车设计与制造比赛。赛事着重智能网联汽
车汽车技术人才、信息安全人才培养。

10 月 襄阳

殷兴吉 
010-50950061 
15010369858 
yxj@sae-china.org

（秘书处）科普文化中心

7 2018 国际大学生方程式邀请赛

科普文化中心拟于 2018 年开展国际大学方程式邀请赛。赛
事基于大学生方程式油车赛基础拟邀请德国、英国、日本、
美国、奥地利、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等国优秀的大学生
方程式车队来华参加该项赛事。

10 月 襄阳

高华 
010-50950035 
13601115161 
gaohua@sae-china.org

（秘书处）科普文化中心

8 2018 中国大学生电动方程式大赛
中国大学生电动方程式汽车大赛（简称“FSEC”）是一项
由高等院校汽车工程或汽车相关专业在校学生组队参加的汽
车设计与制造比赛。赛事着重电池、电控相关人才的专项培养。

11 月 待定

高华 
010-50950035 
13601115161 
gaohua@sae-china.org

（秘书处）科普文化中心

9 未来汽车工程师 与团中央及其所属机构合作，尝试性启动少年工程师项目。 待定 待定

罗慧姝 
010-50950059 
13439809598 
lhs@sae-chna.org

（秘书处）科普文化中心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地点 联系方式 组织单位

1 汽车风振噪声系列技术培训（第三期）
培训主要内容：风振噪声形成机理（亥姆霍兹谐振腔、漩涡
脱落）及控制技术。

04 月 重庆
贺晓娜 
13594695254 
hexiaona@caeri.com.cn

汽车空气动力学分会

2 知识产权专项培训系列活动
备选内容：专利复审和无效实务讲解；专利申请和审批中专
利文献的应用；实用新型专利制度和实务；专利文献与专利
复审无效；技术领域专利技术综述等。

04 月 待定
张琳琳 
13820470924 
zhanglinlin@catarc.ac.cn 

知识产权分会

3 悬架轻量化技术培训 培训悬架轻量化技术发展状况和趋势。 05 月 北京
刘尚鸿 
18514476448 
liushanghong@baicmotor.com

悬架技术分会

4 2018 年汽车轻量化青年人才培养计划
通过联盟平台，组织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在校学生与汽车
行业轻量化推动过程中遇到的相关的技术问题对接，培养汽
车轻量化青年人才。

07 月 北京

杨洁 
010-50950066 
13811104858 
yangj@sae-china.org

（秘书处）轻量化研究部

5 悬架新技术培训 培训悬架新技术发展状况和趋势。 07 月 北京
刘尚鸿 
18514476448 
liushanghong@baicmotor.com

悬架技术分会

6 可靠性知识培训 组织进行可靠性技术专场培训，组织学员参加。 09 月 上海
陈林 
15195162226 
chenlin@catarc.ac.cn

可靠性技术分会

7 汽车热力学技术培训（第二期） 分会组织的热力学系列培训的第二期：具体内容待定。 11 月 重庆
贺晓娜 
13594695254 
hexiaona@caeri.com.cn

汽车空气动力学分会

8
2018 年电喷发动机标定工程师系列技术培训 
（5 期）

1. 先进发动机性能优化及控制；2. 内燃机电控原理与应用；
3. 电喷发动机控制基础知识； 
4. 电喷系统 ECU 硬软件开发；5.ECU 控制策略及标定与
评价；6.Workshop 上手实习。

待定 待定
杜春媛 
022-27405994 
cydu@chinamotorcycle.com

摩托车分会

9 汽车人才继续教育与培训

经过 50 多年的探索，我会逐步形成了由秘书处培训认证中
心和各业务部门、专业分会、地方学会、由我会授权的第三
方培训机构共同组成的庞大组织体系，以技术培训为主、其
他培训为补充的业务体系，覆盖制造业和后市场，每年开办
培训班数十场，参训人员数千人。其中，由我会秘书处和汽
车轻量化等五大联盟常年开办的培训班涵盖汽车研发、制造、
轻量化、新能源、智能网联、诊断、营销等前沿领域，已成
为汽车专业技术人员了解、掌握先进技术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待定 待定

王永环 
010-50950096 
18618281913 
wyh@sae-china.org

（秘书处）培训认证中心 
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

2018 — 继续教育活动

注：1. 所有活动以组织单位为序排列
 2. 所有活动以具体通知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