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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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月 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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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展览部）

2 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4 月 上海

3 青岛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5 月 青岛

4 中国 ( 长春 ) 国际汽车博览会 7 月 长春

5 哈尔滨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7 月 哈尔滨

6 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 8 月 大连

7 2017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 10 月 上海

8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展 11 月 上海

9 广州国际汽车展 11 月 广东琶洲

10 中国国际商用车展览会
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商用车展，展会全面展示商用车行业的
最新技术和产品，显示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11 月 武汉

胡璐
15926385566
027-59756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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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中国（长春）国际汽车技术论坛 将以节能减排为主题，围绕新能源、智能汽车等节能环保技
术展开研讨会。 7 月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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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学术交流部） 
秘书处（汽车工程） 
代用燃料汽车分会

2 第九届国际汽车变速器及驱动技术研讨会
（TMC 2017）

针对中国市场需求，交流创新技术和方案，涵盖传统动力和
新能源汽车。 4 月 上海

贾倩倩
15001021545
010-50950040
jqq@sae-china.org

秘书处（学术交流部）

3 2017 商用车自动驾驶技术 将探讨商用车领域的辅助驾驶、自动驾驶技术，促进中国商
用车智能化和网联化的发展。 5 月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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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7 中国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研讨会暨创
新展（2017 ADAS & CICV）

将围绕 ADAS、智能汽车、网联汽车相关热点技术和产业发
展展开研讨。 6 月 上海

5 2017 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示范论坛 为国内外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搭建交流平台，交流测试
技术、示范区的建设与测试方法、数据采集标准等。 10 月 上海

6
第十九届亚太汽车工程年会（2017APAC）
&2017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
(SAECCE）

将围绕智能网联、混合动力及电动车、轻量化、内燃机、变
速器、悬架制造、NVH 等多技术领域展开研讨。 10 月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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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国汽车轻量化技术（国际）研讨会 举办第十一届中国汽车轻量化技术（国际）研讨会，会议分
为一个主会场，6-7 个分会场 9 月 苏州

杨洁
18511402779
010-50950066
yangj@sae-china.org

秘书处（轻量化研究部）

8 2017 国际电动汽车示范城市及产业发展论坛 该会议是 EVI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 年在中国举办，将邀
请政府、示范城市、产业和研究机构代表参加。 待定 上海

赵立金
13811682151
010-50950079
zlj@sae-china.org

秘书处（技术发展部）9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研讨会

拟邀请国内外汽车及汽车相关产业院士专家围绕汽车低碳
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方向、最新趋势及年度进展等热点
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发布 2017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
图年度评估报告。

8 月 待定

冯锦山
18612982461
010-50950088
fengjs@sae-china.org

10 第 19 届上海工博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高峰论坛 论坛主要围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整车及关键零部件技术、充
电设施、商业模式等领域开展交流研讨 11 月 上海

王鹏飞
18911635186
010-50950082
wpf@sae-china.org

11 第十一届中国（花都）汽车论坛—暨汽车与
装备制造跨界融合

邀请行业专家、汽车及制造技术权威探讨汽车关键零部件制
造的前沿技术，加速推进汽车与装备制造跨界融合 9 月 广州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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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零部件部）

12 2017 第五届中国汽车防腐蚀老化技术论坛 汽车行业展示和交流 5 月 待定 官璟
13601231007
010-50950047
guanjing@sae-china.org

秘书处（展览部）
13 国际汽车关键技术论坛 汽车行业展示和交流 4 月 上海

14 2017 数字化工厂国际研讨会 2017 数字化工厂国际研讨会搭建智能制造技术交流平台，
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4 月 上海 胡志强

13161224687
010-50950071
hzq@sae-china.org

秘书处（装备部）
15 2017 自动化工厂的智能化改造与升级技术研

讨会
帮助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提升自动化工厂的效能，实现智能化
改造与升级。 11 月 上海

16 第十四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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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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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科技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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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校长联席会 2017 年会 通报分会在汽车职业教育领域的工作设想，听取校长意见，
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工作 4 月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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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科技咨询部）

18 2017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制造分会学术年会
暨学术交流会

制造分会委员会；制造技术交流论坛；优质制造、智能制造、
绿色制造等 9 月 长春

胡新意
13986159290
027-84307905
huxinyi@dfmc.com.cn

汽车制造分会

19
2017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经济发展研究
分会年会暨全国汽车企业信息联盟 2017 年
年会

暂定：十三五以来主要宏观政策对汽车产业的影响；汽车行
业信息收集与企业相互共享的方式方法 9 月 北京

暂定

张海波
13001910346
010-88132024
13001910346@163.com

汽车经济发展研究分会

20 理化检验与失效分析 2017 年会 理化检验与失效分析 2017 年会，大会报告，分组论文宣读】
讨论，关注行业热电问题以及组织机构建设。 6 月 待定

刘柯军
15948763211
0431-85789405
gyyjs-wangy@dfcv.com.cn

汽车材料分会

21 发动机结构强度与材料 2017 年会 发动机结构强度与材料 2017 年会，大会报告，分组论文宣读】
讨论，关注行业热电问题以及组织机构建设。 9 月 待定

李满良
15972062539
027-84305202
gyyjs-wangy@dfcv.com.cn

22 汽车电子创新论坛 汽车级集成电路、智能化与汽车电子的融合发展 4 月 上海
郑柍
021-22011751
yuangcongl@apsis.com.cn

汽车现代化管理分会23 汽车产品回收利用运营管理研讨会 如何形成合理的回收利用管理机制及推进其市场化运行 6 月 待定
郑柍 
021-22011251 
zhengying@saicmotor.com

24 制造系统集约智能化 跨地域制造系统的集中管理、维护及任务下达于控制 9 月 上海
陈家来 
021-22011363 
chenjialai@saicmotor.com

25 2017 年 APC 联合学术年会 和中国内燃机学会汽油机煤气机分会、湖北省内燃机学会一
起、举办 2017 年 APC 联合学术年会 7 月 待定

吴昌林
15895891119
025-87112280
wuchanglinwcl@sina.com

汽车发动机分会

26 2017 中国专用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 主要邀请我国专用汽车行业主管部门各地政府专用车企业零
部件企业参会共同研究探讨行业发展现状及走势。 11 月 武汉

胡璐
15926385566
027-59756959
hulu_79@163.com

专用车分会

27 应对国Ⅳ摩托车电喷技术研讨会 介绍第四阶段摩托车排放法规标准；介绍关于国Ⅳ法规中
OBD 等核心技术。 5 月 天津 杜春媛

13752376998
022-27405994
cydu@chinamotorcycle.com

摩托车分会
28 模拟分析技术会议 基于国Ⅳ摩托车的整车模型的建模与仿真研究以及基于国Ⅳ

排放标准的发动机燃烧过程的仿真分析计算。 8 月 天津

29 第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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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北京

田光宇
13910302190
010-62795045
tian_gy@tsinghua.edu.cn

电动汽车分会30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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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请
报告 8~10 个。 7 月 北京

31 2017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电动汽车技术
分会场

参与 2017SAECCE 的论文征集、论文评审、专家邀请、
论文宣读邀请和分会场组织、分会场现场安排。 10 月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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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能源汽车新型车身结构设计优化技术研讨会 面向新能源汽车需求，以汽车正向设计理念，研究新型车身
结构的设计方法和技术，打破传统改装模式。 5 月 上海 谢晖

18674882518
731-88821445
danielxie@163.com

汽车车身技术分会
33 2017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汽车车身技术分

会场
组织年会车身分会论文征集、评审，确定分会专家报告，组
织会议相关活动。 10 月 上海

34 2017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智能汽车与交
通分会场 智能汽车技术；车联网与智能交通；车联网共性研究。 10 月 上海

陈慧
13818479239
021-69589112
hui-chen@mail.tongji.edu.cn

汽车智能交通分会

35 汽车用塑料及复合材料技术交流会 围绕汽车用塑料及复合材料与国际、国内先进的塑料材料供
应商和汽车零部件生产厂技术研讨 1 月 待定

滕腾
13844996260
0431-85789489
tengteng@rdc.faw.com.cn

汽车非金属材料分会36 汽车用橡胶材料及零部件技术交流会 围绕汽车用橡胶材料与国际、国内先进的橡胶材料供应商和
汽车零部件生产厂技术研讨。 1 月 待定

37 汽车非金属材料分会年会 围绕汽车用低碳、环保、轻量材料主题，对汽车用非金属材
料进行深度技术交流 9 月 待定

38 汽车电子技术分会技术交流会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发展趋势；智能汽车大数据及应用；智能
汽车的信息安全。 9 月 武汉 赵芳勋

13986159231
027-84306854
zhaofx@dfmc.com.cn

汽车电子技术分会
39 2017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汽车电子技术

分会场 学术交流；技术论坛；论文宣读；产品展示。 10 月 上海

40 2017 年中国汽车工程汽车安全技术国际学术
会议

会议将国内外汽车安全技术研究及应用的最新进展展开讨论
智能安全，汽车碰撞安全性及轻量化等 8 月 安徽

何昕
15911095759
010-62781639
hexin1991@tsinghua.edu.cn

汽车安全技术分会

41 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技术研讨会（系列
会议）

研究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控制新技术和新方法，包括 OBD/
ORVR/RDE 等，形式为系列会议 待定 天津

周博雅
15900320115
020-84379666 转 6152
Mengliang_li@163.com

汽车环境保护技术分会

42 机动车环保标准专项会议 研究第六阶段环保标准相关的技术、方法、限值和实施等相
关议题，根据主题可设立系列会议 待定 天津

43 中国工况验证及修订研讨会 进行新工况的能耗排放验证，并进行多轮的工况曲线修订工
作，形式为系列会议 待定 天津

北京

44 先进柴油机排放控制及测试评价技术国际研
讨会

深入交流政策改革、生产一致性和市场监管、柴油车后处理
技术和装置生产等问题 7 月 待定

45 第八届大城市机动车污染防治技术研讨与成
果展示会

针对机动车排放政策、法规、技术、油品的深入交流，探讨
符合我国大城市机动车污染控制的有效措施 9 月 待定

46 2017 年度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转向技术分会换
届年会暨学术论文年会 分会换届暨学术论文年会 9 月 待定

颜尧
13594609796
023-68967943
yanyao@caeri.com.cn

汽车转向技术分会

47 2017 年度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越野车技术分会
学术年会暨车辆装备平台发展论坛 换届预备会；第二届委员会工作会议；军用车辆技术交流。 9 月 南京

范朝霞
13911042090
010-68911172
fanzhaoxia@bit.edu.cn

越野车技术分会

48 2017 年汽车测试技术研讨会 针对排放节能、主动安全、智能网联、新能源等行业热点领
域的先进技术进行研讨与交流。 5 月 待定

张诗敏
18722526639
022-84379666-6118
zhangshimin@catarc.ac.cn 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49 2017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汽车测试技术
分会场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汽车测试技术分会负责的汽车仿真
与测试分会场。 10 月 待定

张诗敏
18722526639
022-84379666-6118
zhangshimin@catar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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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涂装技术分会学术年会 围绕汽车涂装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组织
涂装及相关行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交流。 9 月 长春

高成勇
13944833498
0431-85789504
gaochengyong@rdc.faw.com.cn

涂装技术分会

51 2017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货运装备技术
分会学术年会

会议将围绕商用车后市场模式创新、商用车技术创新与发展
趋势等热点话题，深入探讨产业整合与创新大趋势。 10 月 上海

齐琦
13772162063
029-86956007
247783100@qq.com

货运装备技术分会

52 2017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悬架技术分会学术
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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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广州 栗娜

13811082619
010-56631340
lina@baicgroup.com.cn

悬架技术分会
53 2017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分会场悬架技

术分会场
参与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悬架技术论文征集、论文评审、
专家邀请、论文宣读邀请和分会场组织。 10 月 上海

54 2017 汽车 NVH 控制技术国际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行业专家做主题演讲，通过分会形式与参会者进
行沟通交流 5 月 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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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动噪声分会

55 2017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齿轮技术分会学术
年会

召开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齿轮技术分会第二十一届学术年会，
围绕主题齿轮行业先进技术、产品等内容进行学术交流 7 月 青海

孙丽丽
13920067559
022-68609782
sunlili@tanhas.com

齿轮技术分会

56 碳纤维房车复合材料与结构一体化技术研讨会 对房车技术领域涉及的碳纤维、玻纤、合金等复合材料应用
现状和关键技术及房车结构化设计方面开展技术研讨。 11 月 大连

张明恒
15542361218
0411-84706475
gloriazhang@163.com

房车与营地工程技术分会

57 2017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汽车产业与技
术管理专题分会

由整车、零部件企业领导、高校知名教授及咨询公司资深专
家，共同为广大汽车技术管理者奉献一场思想盛宴 10 月 上海

徐小玲
18610246889
010-62797400
tasri01@mail.tsinghua.edu.cn

技术管理分会

58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技术首脑闭门峰会 主要整车厂和零部件企业的 CTO、新入汽车企业的代表等
共聚一堂，共同探讨行业发展热点和技术动向 10 月 上海

徐小玲
18610246889
010-62797400
tasri01@mail.tsinghua.edu.cn

59 2017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防腐蚀老化分
会年会

召集各汽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材料企业、检测机构、科研
院所、大专院校等汽车防腐蚀老化领域科人员召开年会 12 月 长沙

黄平
13883447318
023-67921826
13883447318@163.com

汽车防腐蚀老化分会60 2017 中国汽车零部件防腐暨表面处理评估标
准研讨会

评审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特殊过程汽车零部件电镀生产
系统评估规范》，研讨汽车零部件防腐 4 月 重庆

黄平
13883447318
023-67921826
13883447318@163.com

61 汽车腐蚀老化分标委会立项研讨会 汽车防腐蚀老化分标委会梳理国内外汽车腐蚀老化标准，研
讨 2018 年需立项标准 5 月 柳州

62 2017 中国汽车紧固件暨标准研讨会 评审学会标准 - 紧固件摩擦系数标准征求意见稿，研讨汽车
紧固件设计及测试 7 月 无锡

63 第三届汽车可靠性技术研讨会 探讨汽车可靠性工程全球趋势、技术路线及实现方法，有效
促进了汽车可靠性技术的深入交流。 9 月 上海

王鹏飞
18911635186
010-50950082
wpf@sae-china.org

可靠性分会

2017 — 学术交流活动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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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新能源汽车技术技能
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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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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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科技咨询部）
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

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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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待定

3
2017（第四届）全国职业院校汽车专业教师
能力大赛

两年一届，旨在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与教学能力，与产业变革
充分衔接，为汽车职业教育培养双师型教师

10 月 待定

4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油车）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电车）

培养汽车人才

10 月 待定
高华
13601115161
010-50950035
gaohua@sae-china.org

秘书处（科普文化中心）

5 中国巴哈（BAJA）大赛 8 月 待定

6 第十四届 CAD/CAE 竞赛 针对 Catia\UG 设计软件应用的设计竞赛 9 月 上海

陈家来
021-22011363
yuangcongl@apsis.com.cn

汽车现代化管理分会

7 汽车创意设计大赛 汽车造型及功能创意竞赛 11 月 待定

8 节能减排宣传活动
开展“节能减排”的宣传及技术支持工作，促进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源的车辆

5 月 天津

杜春媛
13752376998
022-27405994
cydu@chinamotorcycle.com

摩托车分会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地点 联系方式 组织单位

1
电控系统高效开发技术—集成化的智能测试
与虚拟 ECU

通过自动化智能测试平台 TestWeaver 和虚拟集成平台
Silver 对控制软件进行测试和验证的技术

4 月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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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学术交流部）2 V2X 应用层标准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已制定了 V2X 应
用层标准，本课程将对此标准进行全面介绍

6 月 上海

3 信息安全技术培训
随着智能网联技术的发展，信息安全成为汽车界新的挑战。
本培训将着重培训信息安全技术方案。

8 月 上海

4 理化检验与失效分析培训班
理化检验与失效分析的基本原理，案例，实际零件分析，以
实际失效零件为例，剖析失效分析的基本步骤。

10 月 待定

刘柯军
15948763211
0431-85789405
gyyjs-wangy@dfcv.com.cn

汽车材料分会

5 2017 电喷发动机工程师系列技术培训
先进发动机性能优化控制；电喷发动机控制基础知识；电喷
系统 ECU 硬软件开发；ECU 控制策略及标定与评价

1 月 待定

杜春媛
13752376998
022-27405994
cydu@chinamotorcycle.com

摩托车分会

6 2017 国际电动汽车测试开发人员高级培训班
2017 国际电动汽车测试开发人员高级培训班以电动汽车测
试开发为培训内容

3 月 上海
张诗敏
18722526639
022-84379666-6118
zhangshimin@catarc.ac.cn

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7 2017 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培训班
2017 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培训班以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为
主要培训内容。

6 月 常州

8 悬架新技术培训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对汽车悬架新技术发展状况和趋势等
进行培训

7 月 北京
栗娜
13811082619
010-56631340
lina@baicgroup.com.cn

悬架技术分会

9 悬架轻量化技术培训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对汽车悬架轻量化技术发展状况和趋
势等进行培训

10 月 长春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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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