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会议日程 

 

一、 会议整体日程： 

2018 年 6月 26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10:00-22:00 嘉宾报到 酒店大堂 

18:00-20:00 自助晚餐（昆明之夜） 酒店一层宴会厅 

 

2018 年 6月 27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7:00-9:00 嘉宾报到 酒店一层宴会厅门口 

8:30-9:00 VIP会见 酒店一层咖啡厅 

9:00-11:30 
2018 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国际论

坛（均可参加） 
酒店一层宴会厅 

12:00-13:30 自助午餐 一层自助餐厅+二层金世纪中餐厅 

13:30-16:30 
2018 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国际论

坛（均可参加） 
酒店一层宴会厅 

13:30-16: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第三届委员会第四次工作会议 
酒店三层第一会议室 

18:00-20:00 自助晚餐 一层自助餐厅 

 

2018 年 6月 28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9:00-12:0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三届汽车测试技术

年会（全体大会） 
酒店一层宴会厅 3厅 

12:00-13:30 自助午餐 一层自助餐厅 

13:30-17: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三届汽车测试技术

年会-智能网联测试技术分会场 
酒店三层国际厅 

13:30-17: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三届汽车测试技术

年会-新能源汽车测试技术分会场 
酒店一层宴会厅 3厅 

13:30-17: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三届汽车测试技术

年会-安全测试技术分会场 
酒店三层首长接见厅 

18:00-20:00 自助晚餐 一层自助餐厅 

 



2018 年 6月 29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9:00-12:00 

整车测试技术——高寒测试规程讨论会 

（需提前报名：崔晓川 13752623169 

cuixiaochuan@catarc.ac.cn） 

酒店三层第九会议室 

9:00-12:00 

主观评价讨论会 

（需提前报名：雷斌 18502276586 

leibin@catarc.ac.cn） 

酒店三层第二会议室 

9:00-15:30 
汽车测试技术 CSAE标准专家组成立会

暨 2018 第一批标准立项审核会 
酒店三层第一会议室 

12:00-13:30 自助午餐 一层自助餐厅 

8:30-22:00 返程  

 

二、 会议详细日程 

6 月 28日上午 全体大会 

酒店一层宴会厅 3厅 

时间安排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9:00—9:05 主持人致辞  

周华/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

限公司 总经理/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

测试技术分会 主任委员 

9:05—9:15 领导致辞 
李洧/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9:15—9:25 领导致辞 侯福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副秘书长 

9:25—9:45 待定 陈虹/吉林大学 教授 

9:45—10:05 
重型柴油车实际运行排放监测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李孟良/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

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10:05—10:25 后补贴时代，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之路 
张晓东/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集

团技术部 部长 

10:25—10:45 全体合影/茶歇 

10:45—11:05 
车身结构动态可靠性设计与评估关键技

术 
姜潮/湖南大学 机械学院 院长 

11:05—11:25 电动汽车能耗开发与验证 
郑广州/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1:25—11:45 先进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测试评价   
王伟/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

限公司 博士 

12:00—13:30 自助午餐（一层自助餐厅） 

 



6 月 28日下午 分会场一 智能网联测试技术 

酒店三层国际厅 

时间安排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3:30-13:35 主持人致辞  
秦孔建/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

有限公司 新项目推进部 部长 

13:35-13:55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建设方法解读 徐志刚/长安大学 教授 

13:55-14:15 智能网联汽车检测评价及试验认证 
郭魁元/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

有限公司 智能汽车室 主任 

14:15-14:35 自动驾驶仿真测试技术现状解析 熊璐/同济大学 教授 

14:35-14:55 自动驾驶智能度测试评价方法分析 朱冰/吉林大学 教授 

14:55-15:15 百度 Apollo 自动驾驶测试技术 刘盛翔/百度 技术经理 

15:15-15:35 茶歇 

15:35-15:55 自动驾驶信息安全测试评估技术 郭斌/360 经理 

15:55-16:15 
我国主要城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

理办法分析 

邹博维/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

有限公司 规划室 主管工程师 

16:15-16:35 智能网联车辆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测试 
张旭/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

限公司  电磁兼容室 项目经理 

16:35-16:50 论文宣讲 待定 

17:50-17:05 论文宣讲 待定 

18:00—20:00 自助晚餐（一层自助餐厅） 

 

6 月 28日下午 分会场二 新能源汽车测试技术 

酒店一层宴会厅 3厅 

时间安排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3:30-13:35 主持人致辞  
任山/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

限公司 电子电器新能源部 部长 

13:35-13:55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检测认证现状及发展

趋势 

王芳/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

限公司 副总师 

13:55-14:15 

The practical methode for the 

internal short（动力电池内短路测试的

实用方法） 

 Mr.Jung Kwanghee/ Senior 

Engineer. SAMSUNG   

14:15-14:35 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测试平台开发及应用 金振华/清华大学 副研究员 

14:35-14:55 新能源电驱系统测评技术与产业化 
刘栋良/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4:55-15:15 电驱动总成可靠性安全性测评 
孔治国/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

有限公司 电气系统室 研究员级高工 

15:15-15:35 茶歇 



15:35-15:55 新能源系统 EMC分析与优化 
陈高/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项目经

理 

15:55-16:15 燃料电池汽车整车性能测试技术研究 
郝冬/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

限公司 电动汽车测评研究中心 博士 

16:15-16:35 新能源整车测试及应用共性技术优化提升 
于洋/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

限公司 乘用车室 高级工程师 

16:35-16:50 论文宣讲 待定 

17:50-17:05 论文宣讲 待定 

18:00—20:00 自助晚餐（一层自助餐厅） 

 

6 月 28日下午 分会场三 安全测试技术 

酒店三层首长接见厅 

时间安排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3:30-13:35 主持人致辞  
白鹏/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

限公司 副总师 

13:35-13:55 主动式约束系统研究 白中浩/湖南大学 车辆系主任 

13:55-14:15 汽车安全测试技术在品牌推广中的应用 

李文强/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

有限公司规划室主任、上海卡壹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14:15-14:35 汽车安全性与舒适性平衡研究 
王鹏翔/吉利汽车研究院 安全性能开

发高级经理   

14:35-14:55 整车 CAE 性能研发能力和发展趋势 
卜晓兵/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

有限公司 CAE性能研发中心 主任  

14:55-15:15 碰撞相容性测试技术研究 
朱海涛/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

有限公司 实车碰撞室 主管工程师 

15:15-15:35 茶歇 

15:35-15:55 THOR假人与 H-III50th假人比对研究 
段丙旭/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

有限公司 实车碰撞室 假人标定专家  

15:55-16:15 THUMS假人在汽车安全领域的应用 
朱育民/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 汽车工程研究院 博士   

16:15-16:35 主动与被动安全集成技术 
王海/天合汽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法规事务与系统验证经理   

16:35-16:50 论文宣讲 待定 

17:50-17:05 论文宣讲 待定 

18:00—20:00 自助晚餐（一层自助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