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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四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学
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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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昆明
张诗敏
18722526639
zhangshimin@catarc.ac.cn

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21 高温、高原测试规程讨论会 讨论高温、高原测试规程制定计划。 6 月 待定
崔晓川
13752623169
cuixiaochuan@catarc.ac.cn

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22 摩托车电喷技术交流会 介绍国内摩托车电喷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电喷发动机开发及排放控制技术
及应用等方面进行技术交流。     6 月 天津

杜春媛
022-27405994
cydu@chinamotorcycle.com

摩托车分会

23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2019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以“共享技术新变革，共建绿色新世界”为主题，
围绕全球可持续交通与转型、汽车产业绿色发展与能源变革、新能源汽车技
术创新、前沿技术及发展趋势、新能源汽车产业跨界融合新趋势等内容展开
讨论。。

6 月 海南
刘国芳
18911615784
lgf@sae-china.org

中国科协主办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负责组
织）

24 燃料电池汽车巡游
通过国内外最新的乘用车、商用车的巡展和试乘试驾，让公众认识体验氢燃
料电池汽车；让公众知道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以及传统燃油
汽车的重要替代方案，燃料电池汽车已经走进人们生活。

6 月
如皋
南通
上海

刘晓双
010-50950112
lxs@sae-china.org

燃料电池秘书处

25
2019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高校汽车院系负
责人工作会议

高校科研资源平台是我会打造的专业化专家服务平台，依托我会优势的专家
资源、平台资源，实现推进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目标。
2019 年，将召开年度院系负责人工作会议，将汇聚国内顶级院校、政府部门、
行业组织、国内外企业等，共同探讨产学研创新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探索
新路径。

6 月 /7 月 待定
吴凡
18600652335
wuf@sae-china.org

（秘书处）零部件部

26 第六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
充分发挥智能网联联盟、智能网联创新中心行业优势，及在智能网联汽车领
域的辐射带动效应，组织国内外政府、学术、产业专家，就智能网联汽车技
术开展交流与讨论，努力推动智能网联技术进步及落地。

6 月 /7 月 待定
官璟
13601231007
guangjing@sae-china.org

（秘书处）学术交流部

27 新能源汽车电气安全技术研讨会 对新能源汽车安全技术进行学术交流。 7 月 广州
黄勇
13651120836
huangyev@tsinghua.edu.cn

电动汽车分会

28 2019 年 APC 联合学术年会 APC 学术交流年会。 7 月 武汉

吴昌林
025-66830679
15895891119
wuchanglinwcl@sina.com

汽车发动机分会

29 2019 全国发动机曲轴及材料强度研讨会 发动机曲轴及材料强度技术研讨。 7 月 西宁
王勇
15971905328
gyyjs-wangy@dfcv.com.cn

汽车材料分会

30 机动车排放控制与监管技术国际交流会 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先进的机动车排放控制技术及机动车排放监管技术进
行深度交流探讨。 7 月 昆明 吕赫

18222120915 lvhe@catarc.ac.cn 汽车环境保护技术分会

31 2019 第四届中国汽车紧固件发展论坛 会议规模 350-400 人，学术交流、CSAE 标准评审。 7 月 常州
黄平
13883447318
huangping1@changan.com.cn

汽车防腐蚀老化分会

32 第二十届中国电动车辆学术年会 1、学术论文征集与交流；2、行业专家技术报告。 8 月 宁波
黄勇
13651120836
huangyev@tsinghua.edu.cn

电动汽车分会

33 第二十二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安全技
术国际学术会议

本次学术会议将邀请汽车安全技术领域的国内外知名学者、企业人士出席。
会议将就目前国内外汽车安全技术研究及应用的最新进展展开研讨。 8 月 保定

何昕
15911095759
hexin1991@tsinghua.edu.cn 

汽车安全技术分会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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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行换届改选。 8 月 待定

魏进
022-68961562
gear@chinagear.com.cn

齿轮技术分会

35 2019 年度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转向技
术分会年会暨学术论文年会 学术论文交流。 8 月 待定

颜尧
13594609796
yanyao@caeri.com.cn

汽车转向技术分会

36 2019 汽车轻量化技术研讨会 汽车轻量化材料、设计、工艺、制造装备技术研讨。 8 月 待定
谢晖
18674882518
danielxie@163.com

汽车车身技术分会

37 全国汽车专业高校院长论坛 召集国内具有车辆工程等与车辆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参加，就相关
专业在新工科时代应该如何开展进行研讨。 8 月 长春 孙平

14504472760，sunping@jlu.edu.cn 汽车技术教育分会

38 新工科教材研讨会 就适应新工科时代的专业教材修订和编撰工作进行研讨。 8 月 长春 孙平
14504472760，sunping@jlu.edu.cn 汽车技术教育分会

39 2019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技术教育分
会年会 召开教育分会年会，增补理事。 8 月 长春 孙平

14504472760，sunping@jlu.edu.cn 汽车技术教育分会

4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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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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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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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空气动力学分会

41 2019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制造分会技术交
流年会 整车制造技术交流。 9 月 南京 胡新意

027-84307905 huxinyi@dfmc.com.cn 汽车制造分会

42 大城市机动车污染防治技术研讨会 围绕汽柴油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污染防治技术展开多维度讨论。 9 月 待定
王计广
15822887672 
wangjiguang@catarc.ac.cn

汽车环境保护技术分会

43 货运车辆行业标准研讨会 组织会员单位的专家及科技人员深入开展行业关键技术标准的制定工作，推
动我国货运车辆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 9 月 待定

齐琦
13772162063
ame365@126.com

货运装备技术分会

44 2019 年度 CSAE 标准征求意见稿评审会
议 会议规模 100-150 人，CSAE 标准征求意见稿评审。 9 月 待定

黄平
13883447318
huangping1@changan.com.cn

汽车防腐蚀老化分会

45 2019 第五届中国国际摩托车技术论坛 介绍最新理念，共同了解和探讨摩托车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为生产企业搭建
最建全最专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平台。 9 月 重庆

杜春媛
022-27405994
cydu@chinamotorcycle.com

摩托车分会

46 2019 年（第十三届）中国汽车轻量化技
术研讨会

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办，国汽（北京）汽
车轻量化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办，将与电动汽车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合作，
同期举办电动汽车相关会议。

9 月 待定
赵宣
13651315115  
zx@sae-china.org

（秘书处）轻量化研究部

47 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大会
聚集全世界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的开发者、燃料电池汽车制造商、氢能燃料
电池领域投资者和政府政策的制定者，旨在加强跨氢能及燃料电池整个产业
链的全球合作，共同促进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商业化发展。

9 月 如皋
 葛莹莹
010-50950090
 geyy@sae-china.org

燃料电池秘书处

48 汽车电子技术交流会 行业专家演讲、新技术交流 10 月 武汉 赵芳勋
027-84306854 zhaofx@dfmc.com.cn 汽车电子技术分会

49 汽车非金属材料分会第八届年会 通过开展技术交流、专题报告等活动，达到分享经验、增进了解、加强合作、
促进我国汽车非金属材料及制品技术水平提供为目的 10 月 未定

李菁华
13844992321
lijinghua@faw.com.cn

汽车非金属材料分会

50 2019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涂装技术分会
学术年会

以“节能、环保、降成本，促进汽车涂装清洁生产技术发展”为主题，围绕
汽车涂装材料、涂装工艺、涂装设备及涂装管理等领域进行技术交流 , 推进
中国及世界涂装技术发展。

10 月 合肥
高成勇
13944833498
gaochengyong@faw.com.cn

涂装技术分会

51 2019 年中国车身大会 邀请世界知名品牌汽车公司展示先进白车身，讲解先进车身设计与制造技术。 10 月 澳门
谢晖
18674882518
danielxie@163.com

汽车车身技术分会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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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2019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 秉承“学会搭台、行业唱戏”的理念，努力为全球汽车行业搭建技术和科研
成果交流、沟通的平台和桥梁。已成为中国汽车技术领域的综合性行业盛会。 10 月 待定

路瑞刚
15110139621
lrg@sae-china.org

（秘书处）学术交流部

54 2019 国际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大会
全球汽车产业正迎来“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革命，新技术和
载运工具的革命正在推动交通运输系统发生重大变革，智能共享出行成为大
趋势。

11 月 广州
冯锦山
18612982461
fengjs@sae-china.org

( 秘书处）产业研究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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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待定

魏进
022-68961562
gear@chinagear.com.cn

齿轮技术分会

56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燃料与润滑油分会
2019 年标准化工作研讨会

“汽车燃料与润滑油”专业领域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研讨。包括在研进展汇报、
技术难点讨论、新立项标准审批和未来发展趋势研讨。 11 月 武汉

孙树仁
0719-8221073
sunsr@dfcv.com.cn

汽车燃料与润滑油分会

57 先进节能减排技术交流会 邀请行业专家和企业高校人员对近年的先进节能减排技术进行交流探讨。 11 月 上海 吕赫
18222120915 lvhe@catarc.ac.cn 汽车环境保护技术分会

58 2019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知识产权分会
年会 年度汽车知识产权盛会，推动行业交流。 11 月 宝鸡

王军雷
13752294233
wangjunlei@catarcac.cn

知识产权分会

59 OBD 技术交流会 介绍 OBD 的发展趋势及标准。 12 月 天津
杜春媛
022-27405994
cydu@chinamotorcycle.com

摩托车分会

60 2019 第五届中国汽车防腐蚀老化和紧固
件年会 会议规模 480-500 人，学术交流、CSAE 标准终评审及立项。 12 月 银川

黄平
13883447318
huangping1@changan.com.cn

汽车防腐蚀老化分会

61 2019 G20 工作会议

会议由学会零部件部主办，面向行业，汇聚 G20 企业高层领导、国内外顶级
企业、行业专家、高校学者及政府官员，围绕新四化背景下中国汽车零部件
产业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实现自主零部件企业做大做强这一主题，聚集行业
各方资源，共同展开探讨。

待定 待定
吴凡
18600652335
wuf@sae-china.org

（秘书处）零部件部

62 关键汽车零部件技术研究
为践行“中国制造 2025”，深入推进《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拟通过
课题研究，梳理关键零部件技术发展脉络、掌握技术发展现状、找到制约技
术发展的瓶颈，为零部件行业技术进步提供有力支撑。

待定 待定
吴凡
18600652335
wuf@sae-china.org

（秘书处）零部件部

63 关键零部件技术与产品巡展
为展示自主零部件汽车最新技术成果，增进零部件企业与整车企业彼此了解，
计划以 G20 成员企业为主，开展走进整车厂活动，活动主要采取产品展示、
技术讲解、人员交流等形式。

待定 待定
吴凡
18600652335
wuf@sae-china.org

（秘书处）零部件部

64 2019 年汽车轻量化技术巡展 主要是邀请国内外材料企业、零部件企业、技术公司等企业，到汽车企业进
行技术交流和对接 待定 待定

赵宣
13651315115  
zx@sae-china.org

（秘书处）轻量化研究部

65 关键零部件技术与产品巡展
为展示自主零部件汽车最新技术成果，增进零部件企业与整车企业彼此了解，
计划以 G20 成员企业为主，开展走进整车厂活动，活动主要采取产品展示、
技术讲解、人员交流等形式。

待定 待定
吴凡
18600652335
wuf@sae-china.org

（秘书处）零部件部

66 第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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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sae-china.org

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

67 第十四届理化检测、失效分析学术交流会 理化检测、失效分析技术研讨。 待定 待定
王勇
15971905328
gyyjs-wangy@dfcv.com.cn

汽车材料分会

68 第四届汽车 - 轮胎跨界发展高峰论坛 汽车轮胎跨界发展技术交流。 待定 待定

张海波
010-88132024
13001910346
13001910346@163.com

汽车经济发展研究分会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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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 待定

张海波
010-88132024
13001910346
13001910346@163.com

汽车经济发展研究分会

70 涂装新技术交流会 针对超临界二氧化碳涂装及高固体低温汽车漆进行探讨。 待定 长春或天
津

高成勇
13944833498
gaochengyong@faw.com.cn

涂装技术分会

71 电器技术分会会员大会 电器技术分会会员代表大会。 待定 待定
陈祥锋
13811137378
chenxiangfeng@chinacapac.com

电器技术分会

72 中国国际智能汽车电器技术研讨会 中国国际智能汽车电器技术研讨会。 待定 待定
陈祥锋
13811137378
chenxiangfeng@chinacapac.com

电器技术分会

73 中国国际专用汽车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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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中国商用车展 全行业新产品、新技术 、新工艺展示和发布，同行交流与学习。 待定 武汉
胡璐
027-84398625
hulu_79@163.com

专用车分会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地点 联系方式 组织单位

1 汽车高寒可靠性测试技术研讨会 召开汽车可靠性技术研讨会，组织整车、零部件、高校、检测机构可靠性领
域人员就汽车在高寒环境下的测试技术进行交流研讨。 1 月 黑河

陈林
15195162226
chenlin@catarc.ac.cn

汽车可靠性技术分会

2 塑料件水性涂装交流会 1. 塑料件水性涂料工艺开发讨论；2. 塑料件水性涂料开发评价基准；3. 塑料
件水性涂料开发评价项目。 3 月 广州 刘洪赐

13632236718 涂装技术分会

3 第十一届国际汽车变速器及驱动技术研讨
会

TMC 每年组织国内整车企业及高校、国内外先进变速器总成制造企业、相关
子系统和零部件企业分享战略和技术经验，深入探讨适应中国政策法规、油
耗标准及市场需求的变速器及驱动创新技术、战略、产品和解决方案。

4 月 上海
邓亚兵
18811579926
dyb@sae-china.org

（秘书处）学术交流部

4 CSAE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校长联席会
2019 年会

由我会发起，全国知名汽车职业院校的校（院）长们自愿成立的民间组织，
主要活动形式为每年一度的年会。通过年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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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待定
王柳
010-50950074
wl@sae-china.org

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

5 《车辆电磁场对于植入式器官防护测量方
法》研讨会 ISO14117 等相关标准讨论与测试计划。 4 月 天津

蒋莉
15222452976  
jiangli2016@catarc.ac.cn

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6 工程建设与装备技术分会技术交流 组织部分会员就工程建设消防等问题进行交流，探讨团体标准事宜。 5 月 武汉
姜占国
0431-85125224
jiangzhanguo_ jy@faw.com.cn

工程建设与装备技术分会

7 2019 汽车空气动力学分会青年精英学术
沙龙—吉林站

分会青年人才特色活动，以“助力汽车产业人才成长，推进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为目标而创立的小型学术会议。2019 年主题待定 5 月 长春 贺晓娜                             

13594695254         hexiaona@caeri.com.cn
汽车空气动力学分会

8 2019 越野车技术分会学术年会暨车辆装
备智能化 , 无人化创新论坛 融合创新，科技强军，车辆装备军民融合创新 5 月 十堰

范朝霞
13911042090
fanzhaoxia@bit.edu.cn

越野车技术分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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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上海 李芬
021-22011751 汽车现代化管理分会

10 车内气味深度解析及评价及改善专题研讨
会 围绕气味评价员培训规范，气味评价标准，气味主客观分析及溯源开展讨论。 5 月 天津

王坤
13682126192
wangkun@catarc.ac.cn

汽车环境保护技术分会

11 2019 年知识产权委员会走进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 相互交流知识产权管理经费。 5 月 宁波

王军雷
13752294233
wangjunlei@catarcac.cn

知识产权分会

12 汽车可靠性技术交流研讨会 召开汽车可靠性技术研讨会，组织汽车行业人员对汽车设计、制造、试验、
仿真多领域的技术问题进行技术研讨。 5 月 杭州

陈林
15195162226
chenlin@catarc.ac.cn

汽车可靠性技术分会

13 第十六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 NVH 控
制技术国际研讨会 1. 分会委员工作会议；2. 大会学术交流，分会技术讨论。 5 月 常州

吴德媛
022-84379777-8020
13114801148
wudeyuan@catarc.ac.cn

振动噪声分会

14 2019 第七届中国汽车防腐蚀与老化技术
VCAP 论坛 会议规模 450-500 人，学术交流、CSAE 标准讨论、汽车工程师评价。 5 月 宁波

黄平
13883447318
huangping1@changan.com.cn

汽车防腐蚀老化分会

15 2019 年中国汽车智能制造大会
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主办，国汽（北京）汽车轻量化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办，
会议主要围绕汽车零部件、系统、整车等制造装备和智能化，邀请行业专家
进行交流和分享。

5 月 待定
杨洁
1851140277 
 yangj@sae-china.org

（秘书处）轻量化研究部

16 2019 年中国汽车碳纤维复合材料技术研
讨会

主要是针对汽车用碳纤维产业政策、关键与共性技术，以及产业链协调合作
等进行交流和技术型研讨 5 月 /6 月 待定

王利刚
13426017381  
wlg@sae-china.org

（秘书处）轻量化研究部

17 第四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年
会安全测试技术分会 分享、探讨最新安全测试技术及未来发展趋势 6 月 昆明

武永强
13662082543
wuyongqiang@catarc.ac.cn

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18 2019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悬架技术分会学
术年会 技术交流 / 特邀专家报告 / 论文征集与交流 / 技术参观 6 月 扬州

陈潇凯
13691578257
chenxiaokai@263.net

悬架技术分会

19 2019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货运装备技术分
会学术年会暨换届大会

作为货运分会的年度盛会，大会将围绕新能源、智能网联等产业热点问题，
邀请院士、国内外知名专家就货运车辆相关的关键技术做主旨报告。同期举
办分会的换届大会。

6 月 待定
齐琦
13772162063
ame365@126.com

货运装备技术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