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2019 第五届中国汽车防腐蚀老化和紧固件年会 

暨新技术新设备展初步日程 

主题：欢聚、交流、联谊、共进 

2019 年 12 月 4～6 日，规模 500 人 

中国.南昌 

 

2019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三） 

1.会议报到 

时间 内     容 

14:00-20:00 会议代表报到，南昌嘉莱特精典国际酒店大堂（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 2 号） 

18:00-20:00 自助晚餐（一楼自助西餐厅），凭餐票用餐 

 
2019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 

1.会议报到 

时间 内     容 

07:50-08:30 会议代表报到，南昌嘉莱特精典国际酒店大堂（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 2 号） 

 

2. 主会场：中国汽车防腐蚀老化和紧固件年会全体大会（四楼精典宴会厅） 

时间 内     容 

上午 
主持人：王纳新女士（部长、正高级工程师/分会副主任委员） 

——众泰汽车工程研究院

08:30-08:4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领导致辞 

08:40-08:50 颁发 2019 年度防腐蚀、防老化和紧固件领域汽车工程师评价证书 

08:50-09:0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防腐蚀老化分会 2019 总结及 2020 年计划 

——China-SAE 防腐蚀老化分会（黄平先生/秘书长、正高级工程师）

09:00-09:25 
PPG 汽车零部件粉末产品介绍 

——PPG 涂料（天津）有限公司（蒋宇先生/亚太区粉末产品经理）

09:25-09:50 
通过改进耐候测试中水的施加，以提高实验室测试与户外结果的相关性 

——美国 Q-Lab 公司（张恒先生/亚洲技术及业务发展总监、高级工程师）

09:50-10:15 
高铁含量锌铁合金在表面处理行业的应用 

——赛德克金属表面处理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李文杰先生/产品专员）

10:15-10:35 茶歇，参观会场外技术展，自由交流 

10:35-11:00 
铸铁件电泳涂装质量的管控与提高 

——沃尔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张伟先生/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11:00-11:25 
阴极电泳涂料新技术进展及应用 

——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方黎明先生/技术开发总监）

11:25-11:50 
基于长期质量控制的整车防腐开发流程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杨文谦先生/科长）



 

12:00-13:30 自助午餐（一楼自助西餐厅），凭餐票用餐 

 

3. 防腐蚀老化分会场：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设计、涂装、电镀、试验、设备等交流会

（四楼精典宴会厅 A+B 厅） 

时间 内     容 

下午 
主持人：叶金堆先生（董事长、高级工程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厦门市宏正化工有限公司

13:30-13:55 
商用车驱动桥关键零部件表面防护探讨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张靖先生/涂装技术主管）

13:55-14:20 
防腐蚀兼耐老化电泳漆发展报告 

——福建优立化工有限公司（李庆山先生/高级工程师）

14:20-14:45 
商用车水性化、集约化、多工艺共线解决方案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吴大成先生/技术总监）

14:45-15:10 
汽车零部件的防腐性能测试及评价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张志松先生/项目经理）

15:10-15:30 茶歇，参观会场外技术展，自由交流 

15:30-15:55 
长安汽车耐候性开发工作介绍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黄旭女士/高级工程师）

15:55-16:20 
商用车标准件的防腐蚀性能开发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陈运爱女士/腐蚀开发主管）

16:20-16:45 
整车防腐发展趋势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宋先志先生/经理）

16:45-17:10 
关于商用车锈蚀零部件关键问题的持续改进提升方案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冯力伟先生/技术主管）

18:00-20:00 
 桌餐晚宴+文艺表演联谊活动（四楼精典宴会厅），凭餐票用餐，PPG 涂料（天津）

有限公司支持 

 

 

4. 紧固件分会场：材料、设计、制造、检测、试验、设备等交流会（四楼精典宴会厅 C 厅） 

时间 内     容 

下午 
主持人：李大维先生（高级主管工程师/CSAE 标准审核专家）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13:30-13:50 
东风汽车公司螺纹紧固件开发与应用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玉龙先生/高级工程师）

13:50-14:15 
压铆紧固件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上的应用 

——苏州工业园区新凯精密五金有限公司（刘斌先生/项目经理）

14:15-14:40 
轻量化连接的铆接技术新思维 

——江苏华盛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宋友才先生/总经理助理&质量部经理）

14:40-15:15 

Lowering the Cost of Assembly While Improving Quality:  Focus on 

Fasteners 降低装配成本并且提供质量-关注紧固件(外宾外文演讲+中文口译) 

——CONTI FASTENERS AG（Mr.Donald Fosmoen/技术总监）

15:15-15:30 茶歇，参观会场外技术展，自由交流 

15:30-15:50 
汽车底盘紧固件与连接副失效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陈欢欢女士/工程师）

15:50-16:15 
中信泰富汽车紧固件钢的研制 

——中信泰富特钢有限公司（张剑锋先生/所长、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16:15-16:35 
紧固件失效分析思路及案例分享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姜起东先生/紧固件工程师）

16:35-16:55 
浅谈螺纹紧固件的成本构成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何长春先生/紧固件主管工程师）

16:55-17:15 
汽车变速箱紧固件开发与应用 

——上海司凯德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高建平女士/技术总监）

18:00-20:00 
 桌餐晚宴+文艺表演联谊活动（四楼精典宴会厅），凭餐票用餐，PPG 涂料（天津）

有限公司支持 

 

 

2019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 

1. 防腐蚀老化分会场：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设计、涂装、电镀、试验、设备等交流会

（四楼精典宴会厅 A+B 厅） 

时间 内     容 

上午 
主持人：金喆民先生（主管工程师/CSAE 标准审核专家）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08:30-08:55 
镁合金制品在汽车轻量化应用领域面临的问题和应对措施的研究进展 

——山西银光华盛镁业股份有限公司（赵李斌先生/表面处理中心主任、正高工）

08:55-09:20 
汽车空腔防锈蜡喷涂技术研究及应用 

——重庆希普瑞机电工程有限公司（饶杰先生/技术部经理）

09:20-09:55 
关于汽车腐蚀试验-白车身腐蚀以及新能源电池腐蚀试验(外宾外文演讲+中文口译) 

——日本板桥理化工业株式会社（设乐正弘先生/会社社长）

09:55-10:20 
我国汽车干湿热自然环境耐候性试验结果分析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张晓东先生/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10:20-10:30 茶歇，参观会场外技术展，自由交流 

10:30-11:05 

Effectiveness of ultra-high accelerated weathering test methods(外宾外文

演讲+中文口译) 

——日本 Suga 试验机株式会社（大関優太 Ozeki Yuta 先生 /主任工程师）

11:05-11:30 
盐雾/复合盐雾试验在材料腐蚀中的应用 

——东莞市众志检测仪器有限公司（孔维良先生/事业部经理）

11:30-11:50 
T／CSAE 98-2019《乘用车铝车轮涂层技术条件》解读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张胜超先生/经理、高级工程师）

11:50-12:10 
T／CSAE 103-2019《发动机零件低摩擦类金刚石薄膜技术条件》解读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斌先生/主任助理、研究员）

12:10-13:30  自助午餐（一楼自助西餐厅），凭餐票用餐 

 

 

2. 紧固件分会场：检测与试验专题技术交流会（四楼精典宴会厅 C厅） 

时间 内     容 

上午 
主持人：张菊香女士（经理、高级工程师/ CSAE 工程师评价专家）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08:30-08:55 
螺母尺寸检测 

——安普达（苏州）贸易有限公司（王利娟女士/工程经理）

08:55-09:20 
失效分析在紧固件行业中的作用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白云岭先生/高级工程师）



 

09:20-09:45 
轮毂螺栓检测及试验专题技术汇报 

——浙江晋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杨春华女士/品保科长、实验室品质主管）

09:45-10:10 
静态扭矩的开发与验证 

——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郭时松先生/整车标准件主管）

10:10-10:30 茶歇，参观会场外技术展，自由交流 

10:30-10:55 
乘用车用高温紧固件检测 

——舟山市 7412 工厂（赵萍丽女士/研发工程师）

10:55-11:20 
螺栓拧紧至屈服点附近时拉伸力范围探究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刘文敏先生/资深主管工程师）

11:20-11:45 
全自动光学尺寸测试在螺栓精益生产的运用 

——上海兹懋仪器科技有限公司（郭林健先生/总监）

11:45-12:10 
螺纹紧固件产品的疲劳断裂 

——浙江国检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孙国峰先生/总经理助理、高级工程师）

12:10-13:30  自助午餐（一楼自助西餐厅），凭餐票用餐 

 
 
3.《汽车紧固件检测实用手册》全书初稿评审会议（四楼精诚厅） 

时间 第一会议室（） 

下午 
主持人：栾俭新先生（CSAE 工程师评价专家/高级工程师）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13:30-14:00 
第 1 章 绪论 

——栾俭新主编（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14:00-14:20 
第 2 章 汽车紧固件常用材料检测 

——李大维副主编（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14:20-14:40 
第 3 章 汽车紧固件成形检测 

——邓建副主编（浙江鼎盛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

14:40-15:00 
第 4 章 汽车紧固件热处理检测 

——靳宝宏副主编（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15:00-15:20 
第 5 章 汽车紧固件表面处理检测 

——张菊香副主编（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5:20-15:40 
第 6 章 汽车紧固件尺寸与螺纹检测 

——王利娟副主编（安普达（苏州）贸易有限公司）

15:40-16:00 
第 7 章 汽车紧固件机械力学性能检测 

——姜起东副主编（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6:00-16:20 
第 8 章 汽车紧固件装配与防松检测 

——梁任锦副主编（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6:20-16:40 
第 9 章 整车紧固件可靠性验证 

——曹鑫副主编（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16:40-17:00 
第 10 章 汽车紧固件典型失效分析 

——白云岭副主编（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17:00-17:20 
第 11 章 汽车紧固件检测常用设备 

——郭林健副主编（上海兹懋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17:20-17:40 
第 12 章 汽车紧固件试验室通用要求 

——杜承斌副主编（吉利长兴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17:40-18:00 参编专家讨论，会议总结，全体编委会合影 

 



 

4、汽车防腐蚀 CSAE 标准 2019 年度终审和 2020 年度立项会议（四楼贵宾厅） 

时间 第二会议室（） 

下午 
主持人： 王振尧（CSAE 标准审核专家/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13:30-14:00 
CSAE 标准《汽车车身铝合金板材复合涂层加速腐蚀试验方法》终评审（待定）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4:00-14:30 
CSAE 标准《新能源乘用车整车强化腐蚀试验评价方法》终评审（待定） 

——奇瑞上海技术中心（/）

14:30-15:00 
CSAE 标准《整车海运外观腐蚀试验及评价方法》终评审（待定）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15:00-15:30 
CSAE 标准《车身防腐密封及排水设计指南》终评审（待定）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15:30-16:00 
CSAE 标准《电镀和涂装实验室通用技术要求》终评审（待定）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6:00-16:30 
CSAE 标准《汽车涂层户外加速腐蚀试验方法》终评审（待定） 

——海南热带汽车试验有限公司（/）

16:30-17:00 新立项标准汇报(待定) 

17:00-17:30 新立项标准汇报(待定) 

17:30-18:0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CSAE 标准专家组评审结果公布，专家组合影 

 
4、汽车防老化 CSAE 标准 2019 年度终审和 2020 年度立项会议（四楼精睿厅） 

时间 第三会议室（） 

下午 
主持人：邢汶平（CSAE 标准审核专家/总监、正高级工程师）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30-14:00 
CSAE 标准《汽车耐老化 太阳跟踪聚光户外加速老化试验方法》终评审（待定）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14:00-14:30 
CSAE 标准《全球典型地区环境老化严酷度分类》终评审（待定）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4:30-15:00 
CSAE 标准《乘用车零部件耐光老化技术要求》终评审（待定） 

——众泰汽车工程研究院（/）

15:00-15:30 
CSAE 标准《商用车整车大气暴露试验评价方法》终评审（待定） 

—一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15:30-16:00 
CSAE 标准《汽车内外饰无铬粗化电镀 ABS(PC／ABS)材料技术要求》终评审（待定）

——上海矶野塑胶有限公司（/）

16:00-16:30 
CSAE 标准《汽车外饰用 PVD 涂层技术条件》终评审（待定） 

——宁波信泰机械有限公司（/）

16:30-17:00 新立项标准汇报(待定) 

17:00-17:30 新立项标准汇报(待定) 

17:30-18:0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CSAE 标准专家组评审结果公布，专家组合影 

 
5、汽车紧固件 CSAE 标准 2019 年度终审和 2020 年度立项会议（四楼商务中心厅） 

时间 第四会议室（） 

下午 
主持人：易超云先生（CSAE 标准审核专家/高级经理、高级工程师） 

——观致汽车有限公司

13:30-14:00 
CSAE 标准《汽车紧固点防水密封性能试验及评价方法》终评审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施天寅先生/紧固件工程师）



 

14:00-14:30 
CSAE 标准《汽车高温连接紧固件技术条件》终评审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袁峰先生/材料工程师）

14:30-15:00 新立项标准汇报(待定) 

15:00-15:30 新立项标准汇报(待定) 

17:30-18:0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CSAE 标准专家组评审结果公布，专家组合影 

 
 
2020 年分会举办会议预告 

会议名称 会议规模 举办时间 会议地点 

2020 第八届中国汽车防腐蚀与老化技术 VCAP 论

坛 
450-500 人 5 月 13-15 日 

初定广州，由广汽承

办 

2020 第五届中国汽车紧固件发展论坛 350-400 人 7 月 9-10 日 
浙江嘉兴，由邢钢承

办 

2020 第六届中国汽车防腐蚀老化和紧固件年会 450-500 人 12 月 2-4 日 初定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