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部署，跨行业整合资源，促进两化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协同创新，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联合汽车、通信、交通、互联网等领域的企业、

高校、研究机构，发起成立“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工业和信息化部已于

2016年9月复函作为联盟的指导单位。

        目前，联盟已经成为国内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重要平台。受工信部委托，联盟组织汽车和相关产

业40 余家单位、近百位专家，编制完成”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将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和产业

的发展发挥重要引导作用。

        根据路线图研究的技术架构，联盟设立车载感知、智能决策与控制、V2X 通信、数据平台、信息安全、

政策法规、测试示范、商用车等工作组（部分筹备中），并在每个工作组开展政策法规研究、关键共性技术

研发、标准法规、示范和产业推广、交流合作、人才培养等工作。

        www.caicv.org.cn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秘书处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张楠 先生

        电话：010-50950042

        电子邮箱：zhangnan@sae-china.org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简介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黄毅 先生

        电话：010-68594906

        电子邮箱：huangyi@caam.org.cn



主    任：

苗    圩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副主任：

辛国斌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委    员：

李    东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司长

钱    航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

卢    希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巡视员

乔跃山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

谢少锋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

陈立东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副司长

刘    杰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长

陆建文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副局长

阚润田   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巡视员

程建军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指导委员会



理事长：

付于武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

董    扬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副理事长： 

李    骏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技术中心主任

刘    波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李开国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志新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克强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

李    斌   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孙正良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余晓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

邬学斌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秘书长：

公维洁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许艳华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理    事：（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云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

王震坡   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

韦    东   高德软件有限公司副总裁

田    锋   中兴智能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成    波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院长

曲亚文   河南护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卫国   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资深总工程师

刘法旺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常务副主任

关景成   深圳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严茂胜   中国移动交通行业解决方案部总经理

李高鹏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监

余卓平   同济大学校长助理

辛    泉   沃尔沃汽车集团政府事务总监

辛克铎   联通智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闵照源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    程   上海汽车集团前瞻技术研究部总经理

陈青山   北汽福田汽车工程研究总院院长

陈典全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陈俊峰   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车联网总监

陈效华   北京汽车集团新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周剑光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胡金玲   大唐电信无线移动创新中心副总工程师

施正堂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秦泗强   梆梆安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车联网事业部副总裁

钱湘江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徐    健   上海国际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衷俊华   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高振海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黄少堂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总工程师

曹    斌   东软睿驰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蒋学锋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中心长

詹德凯   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电气部部长

理事会



主    任：

李    骏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技术中心主任

副主任：

郭孔辉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志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

张相木    原工信部装备司司长

王富昌    原工信部巡视员

李克强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常务副主任）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兆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标准所副总工程师

孔凡忠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

冉    斌    东南大学物联网交通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朱西产    同济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

朱敦尧    武汉光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任卫群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工程师

刘    奋    上汽集团前瞻技术部智能驾驶系统总工程师

刘卫国    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资深总工程师

刘法旺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常务副主任

杜江凌    通用汽车中国研究院院长

李    斌    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李红建    一汽集团技术中心智能网联汽车部部长

杨    景    原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杨殿阁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主任

吴甘沙    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兼CEO

余    凯    地平线机器人技术创始人兼CEO

余贵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运输系主任

余晓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

张    硕    高德软件有限公司高级技术专家

胡金玲    大唐电信无线移动创新中心副总工程师

姚丹亚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

袁建华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高振海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黄少堂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总工程师

谢    飞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黎予生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总工程师

专家委员会



理事长单位：

1.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副理事长单位

3.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4.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6.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7.清华大学

8.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9.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10.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1.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12.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东风汽车公司

14.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5.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17.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8.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9.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20.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1.沃尔沃汽车集团

22.江铃汽车集团公司

23.吉林大学

24.同济大学

25.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6.北京理工大学

27.高德软件有限公司

28.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9.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中兴智能汽车有限公司

31.联通智网科技有限公司

32.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33.上海国际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

34.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35.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

36.深圳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7.梆梆安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8.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9.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40.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41.中国软件评测中心

42.东软睿驰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43.河南护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员单位



普通会员单位

44.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

45.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46.中瑞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47.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48.合肥工业大学

49.长安大学

50.武汉理工大学

51.北京交通大学

52.东南大学

53.江苏大学

54.西北工业大学

55.上海交通大学

56.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57.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航天2院206所）

58.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59.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0.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61.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2.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63.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5.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保时捷工程技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67.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云度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8.乐视汽车（北京）有限公司

69.乐卡汽车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70.上海蓥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71.威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72.杭州云动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73.大陆汽车电子（连云港）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

74.法雷奥汽车内部控制（深圳）有限公司

75.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76.普天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77.上海品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8.上海博泰（集团）公司

79.江苏中科天安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80.北京远特科技有限公司

81.重庆思建科技有限公司

82.深圳威易森科技有限公司

83.中国位置网集团公司

84.中交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5.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北京欧百拓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7.上海辇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8.北京展讯高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89.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90.彩虹无线（北京）新技术有限公司

91.深圳联友科技有限公司

92.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93.捷德（中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4.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95.上海圣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6.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7.天津清智科技有限公司

98.天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研究院



www.caicv.org.cn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秘书处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张楠 先生

电话：010-50950042

电子邮箱：zhangnan@sae-china.org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黄毅 先生

电话：010-68594906

电子邮箱：huangyi@caam.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