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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车展的主题为“定义汽车新生活”，全世界的汽车制造商带来了最前沿的理念、技术以及创新产品。全球汽车领袖

精英也云集京城，共同探讨汽车行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新能源、智能互联、新造车势力云集让本届北京车展成为世界车

坛的焦点。 

Official Show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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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中国汽车市场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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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高速发

展，北京车展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演

进。1996年，北京车展接轨国际车

展；2000年，众多国际品牌悉数亮相

北京车展；2002年，北京车展跃居国

内最大规模车展；2006年，北京车

展成为国际A级车展……如今，经历

了近30年的北京车展更加专业、更加

丰富，记录着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和 

腾飞。

本届北京车展，有来自全球14

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参

展，展出的汽车超过1000辆。其中

仅新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

力车就有约170辆之多。从展会可

以看出，在传统汽车领域无法突破

发达国家技术包围的中国汽车希望以

新能源汽车为契机展示中国力量。

新能源汽车遍地开花

在各个展馆中的纯电动汽车引人

注目。北汽新能源公开了通过人工智

能提高能源效率和安全性的电动车

型。北汽董事长徐和谊表示，要以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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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作为增

长战略核心，希望以此跻身于全球顶

尖水平。日本车企中，日产宣布2018

年下半年在中国推出本地生产的纯电

动汽车，丰田透露了到2020年在中国

新增10款电动车的计划。德国大众首

席执行官赫伯特·迪斯在车展期间表

示：“中国将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特别

是电动汽车的关键市场”。

零部件展区更加国际化

零部件技术是汽车的核心。本届

北京车展，零部件展区展览面积约7

万平方米，10余个国家1000多家零

部件企业参展，除汽车驱动和底盘、

车身及附件、电子电器、汽车用品等

产品展示外，主办方还特设新能源零

部件、配套设备及智能网联专馆，充

分展示中外汽车零部件行业最新变革

成果与发展趋势。

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零部件展区

更加国际化，除了海内外丰富的参展

商，国际专业观众量明显增多，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的展馆内处

处皆是国际面孔。在本次车展开展之

前，组委会就已经与各驻京使馆经商

处取得了联系，并开展合作。组委会

邀请到了白俄罗斯、巴基斯坦、斯里

兰卡、老挝、阿富汗、尼泊尔、塔吉

克斯坦、埃及、尼日利亚、埃塞俄比

亚、也门、伊拉克、伊朗、墨西哥、

波兰等20余个中亚、东盟、南美及阿

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观众到场采

购。另外，各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等领

导携本国汽车及配件行业企业代表、

采购商等相关人员到场参观。

全球媒体争相报道北京车展盛况

海内外媒体积极报道本次车展，

各大门户网站、专业媒体网站、微

信、微博、推特等平台均能看到丰富

的报道。值得一题的是，视频直播在

今年异常火爆，不能到现场的观众均

能通过各直播平台看到老国展和新国

展的新车和创新零部件。

2018北京车展，精彩正在进行！

动力总成技术和工艺的有益探讨

动力总成作为汽车的核心技术，一直是中国汽车产业振兴计划的着

力突破点，也是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品牌发展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汽车动力总成技术、工艺与装备高峰论坛暨2018

中国绿色汽车动力发展高峰论坛”于4月25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

庄）成功举办。

本届论坛由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以汽车行业绿色

发展为主线，围绕“创新、合作、共享”的主题，以数字化、智能化和

低碳化为出发点，探讨了汽车动力总成方面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装

备。论坛全程安排了13场高水平的演讲，各位演讲嘉宾分享了先进的解

决方案和成功案例，并共同认为：动力总成技术不断进步，传统工艺技

术不断创新，节能环保势在必行，业界会共同努力，开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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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天竺）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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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老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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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展商名录 Exhibitors' List No.2 ・ 2018-04-27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老馆展商名录
1B165 Wallbox Chargers
1B168 重庆龙润汽车转向器有限公司
1B171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B178 埃比电子传感器（苏州）有限公司
1B180 浙江三叶机械有限公司
1B191 广州随尔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B198 联通智网科技有限公司
1B201 昆山美仑工业样机有限公司
1B21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B235 慈溪市宜美佳铝业有限公司
1B25 裕进科技(株)
1B27 青岛鑫盈鑫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B41 Dongnam Precision Co., Ltd.
1B45 Enerbio Co., Ltd.
1B46 Kukdo Precision Co., Ltd.
1B48 KOLON INDUSTRIES, INC.
1B49 Duckyang Ind. Co., Ltd.
1B51 IL Kwang Corp.
1B52 SIS 株式会社
1B53 PLK TECHNOLOGIES CO LTD
1B61 YOOIL RUBBER CO., LTD.
1B62 东样活塞株式会社
1B63 一志技术
1B64 JinYoung Prototypes
1B70 Korea Wecosta Co Ltd
1B71 GSM Co. Ltd
1B72 常州博帝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B74 弗莱克斯菲柏（东莞）橡胶制品
 有限公司
1B75 Flexfab (Dongguan) Rubber Products Co.,Ltd
1B76 DAEYONG INDUSTRY CO.
1B81 认知控制器有限责任公司
1B85 宣晋技术(株)
1B86 AIN GLOBAL FOUNDATION
1B88 上海仁善进出口有限公司
1B90 BIOLIGHT CO., LTD.
1B91 威海爱思特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1B93 NEXTCHIP CO.,LTD

2号馆

2002 深圳市力辉电机有限公司
2005 河北迎辉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2006 任丘市双楼电碳制品有限公司
2008 长沙宇名汽车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2009 河北长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10 株洲易力达机电有限公司
2013 威海新光电碳制品有限公司
201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
              电子委员会
2014 中国汽车电器信息网
2017 瑞立集团瑞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18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浙江炬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22 河北星辰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2025 宁波精成车业有限公司
2025 宁波精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9 河间市中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30 浙江得业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2034 常州市凯程精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038 江苏超力电器有限公司
2039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40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
2041 江苏宝时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2042 中国汽车新能源电机电控产业联盟
2046 湖南江麓容大车辆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47 河间市久久机电有限公司
2048 上海仪电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2049 玉环普天单向器有限公司
2050 瑞安市阳宇机动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52 北京为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53 上海永荣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2054 汽车与驾驶维修传媒
2061 浙江银星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62 江苏文光车辆附件有限公司
2065 浙江朝日减振器有限公司
2066 山东聊城鲁岳汽车电机有限公司
2067 合肥佳讯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68 上海朕廷实业有限公司
2071 温州同力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2072 中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网
2073 温州环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074 怡和网（北京赛汗科技有限公司）
2076 深圳市鲲鹏展翅广告有限公司 
2077 广研传媒《汽车零部件》杂志社
2078 中国汽车纵横网
2104 创意电子有限公司
2105 即享影像|即刻分享信息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2106 武汉市格力浦电子有限公司
2108 浙江永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118 广州优创电子
2133 天下机械

1A馆

1A101 上海磁雷革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1A11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1A121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1A141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146 安徽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1A151 玉环锐利机械有限公司
1A153 Obrist Powertrain Gmbh
1A155 林州市鼎鑫镁业科技有限公司
1A161 欧梯克工业（天津）有限公司
1A173 百世（香港）环保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1A174 河北康奥电力汽配有限公司
1A175 泉州国胜汽车部件实业有限公司
1A177 常州市瑞福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A179 东莞市赛歌汽车零配件有限公司
1A181 温州市剑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A182 浙江开拓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1A191 重庆国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A193 立洲（青岛）五金弹簧有限公司
1A195 宁波京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A20 吉林省林田科技有限公司
1A215 上海晨臻机械有限公司
1A222 保定市格瑞机械有限公司
1A223 瑞安市正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A224 玉环麦琪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A226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1A228 上海易矩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1A230 清河县万通拉索胶业有限公司
1A231 邢台远拓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1A280 长春富晟汽车创新技术有限公司
1A31 宁波市鄞州益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A32 合肥思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A33 朗高(香港)有限公司
1A35 温州纳川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A36 苏州阳屹沃尔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A37 上海麦之华密封件有限公司
1A38 科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A41 TOYODA GOSEI CO LTD
1A42 捷太格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A43 松下电器机电 （中国） 有限公司
1A44 爱信集团
1A45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A46 丰田纺织（中国）有限公司
1A50 烟台润蚨祥油封有限公司
1A56 连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58 实盈股份有限公司
1A63 常州市武进红光无线电有限公司
1A64 上海正扬轴承有限公司
1A65 力野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1A66 河间市恒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A67 梅州市日昇橡胶传动带有限公司
1A68 重庆砹石科技有限公司
1A71 健和兴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1A75 上海奈那卡斯电子配件有限公司
1A81 万宝至马达（上海）有限公司
1A86 富雅乐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A87 帝龙有限公司
1A88 联合报股份有限公司
1A89 湧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A92 台州精超力模塑有限公司
1A93 唯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A95 奇美車電股份有限公司
1A96 硅卡有限公司
1A97 晟祥电子有限公司
1A98 台湾区车辆工业同业公会
1A99 右忠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B馆

1B01 瑞安市锐迪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1B02 河间市亚代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B03 瑞安市欧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B04 A2MAC1 AUTOMOTIVE BENCHMARKING
1B06 福州联泓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1B101 宁波易沃得汽配有限公司
1B102 山东裕隆金和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B103 珠海市钧兴机电有限公司
1B105 山东莱阳市昌誉密封产品有限公司
1B108 江门联丰爱橡胶五金工业有限公司
1B109 CERAMET PTY LTD
1B11 MOROCCAN INVESTMENT AND
              EXPORT DEVELOPMENT AGENCY
1B110 邢台洁力滤清器厂
1B111 上海住丰实业有限公司
1B113 广州彩虹五金弹簧有限公司
1B121 裕克施乐塑料制品（太仓）有限公司
1B126 克恩-里伯斯（太仓）有限公司
1B13 CARCOUSTICS INTERNATIONAL GMBH
1B131 北京顺恒达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B141 崇德碳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1B145 浙江稳达减振器有限公司
1B148 余姚市恒威卡箍有限公司
1B150 聊城市德通交通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1B161 武汉蓝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5 精进电动
6006 北京亿马先锋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6007 温州瑞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8 上海大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010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011 珠海新烯科技有限公司
6012 北京图新智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014 元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6015 北京大陆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
6016 汽车电子产业联盟
6020 普天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6020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6020 国联汽车动力电池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6020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6022 北京北方必摩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6023 北京赛诺金科技有限公司
6024 锦州市博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6026 北京海涛鑫源进口汽车配件公司
6027 海涯传奇（北京）科贸有限公司
6028 北京亚德盛世商贸有限公司
6029 北京奔宝源通商贸有限公司
6030 北京益达宏昌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6032 中嘉润德（北京）进出口有限公司
6033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电能质量专业
            委员会
6034 QC检测仪器
6035 北京思源政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37 苏州智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040 《汽车技术》
6040 《汽车工艺与材料》
6040 《汽车文摘》
6041 可附特汽车零部件制造（北京）
 有限公司
6042 福建祥鑫股份有限公司
6043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44 北京善义善美科技有限公司
6045 常州新创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6049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51 天津安捷励电控技术有限公司
6053 常州九创气弹簧科技有限公司
6057 浙江鑫可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6059 萨帕铝型材(上海）有限公司
6060 内蒙古稀奥科镍氢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6061 广州溢滔钱潮减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62 雅士电业（深圳）有限公司
6064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6065 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7号馆

7021 东莞正扬电子机械有限公司
7028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029 怡利电子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7030 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7031 广州飞歌汽车音响有限公司
7032 雄创（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044 芜湖森思泰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046 北京嘉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7051 深圳市速腾聚创科技有限公司
7055 南京中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7056 沈阳美行科技有限公司
7057 杭州富特科技有限公司
7061 北京木牛领航科技有限公司
7062  北京理工大学特种无人车辆学生
 创新基地
7063 北京中云智车科技有限公司
7070A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70B 保定市舜能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7072A 隆尧县庆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7072B  北京凯跃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号馆

EVB01 比亚迪
EVB02 上汽
EVB03 长安
EVB04 保时捷
EVB05 腾势
EVB06 奔驰
EVB07 宝马
EVB08 广汽
EVB09 雷克萨斯
EVB10 众泰
EVB11 安途
EVA01 威马
EVA02 华泰
EVA03 吉利
EVA04 江淮
EVA05 奇瑞
EVA06 现代
EVA07 北汽
EVA08 长城

2134 《汽车电器》杂志社
2135 eBay
2136 浙江上优刀具有限公司
2138 北京慧联世纪国际传媒广告
              有限公司
2139 荣格工业传媒有限公司
2141 天津生隆纤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143 世界汽车
2145 浙江巨跃齿轮有限公司
2146 浙江康信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2147 上海徽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148 瑞安时博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149 河北鼎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150 惠州市世纪佳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号馆

3003 广州维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04 安徽冠顺凸轮轴制造有限公司
3005 常德大恒机械有限公司
3006 苏州安若特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3007 温州市维顾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008 车主之友 
3009 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3010 广州市宝勒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11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012 汇润机电有限公司
3013 浙江向隆机械有限公司
3014 浙江路得坦摩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3015A 浙江创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15B 浙江华邦机械有限公司
3016 北京星光俊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017 长春振宇机电成套有限公司
3018 瑞安市联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18 慈溪市昊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20 玉环盛大汽摩部件工业有限公司
3021 河间市智德天密封件有限公司
3022 河南省狼牌轮胎科技有限公司
3023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3024 江西澳力特缸套有限公司
3026 浙江锦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27 苏州通锦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3028 瑞安市创典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029 清河县久翼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30 玉环津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031 汽车用品报
3033 成都阿泰克特种石墨有限公司
3034 廓坊市庆发工贸有限公司
3035 惠州洛上设计有限公司
3036 北京热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037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38 无锡惠臣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3041 常州市南挂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3042 廓坊市热地水暖工具有限公司
3043 温柔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046 浙江显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047 北京安怀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48 苏州百思迈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049 电动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3050 劲开环境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3051 玉环津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3052 无锡贝尔特胶带有限公司
3053 台州和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54 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有限公司
3055 盖世汽车
3057 河北华密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58 吉门保险丝制造（厦门）有限公司
3059 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60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3062 佛山市胜雅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63 邢台一诺橡胶密封件有限公司
3064 天津市环宇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3065 北京爱月白科技有限公司
3066 安徽省诚恒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3067 北京广电韵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3068 浙江轩孚自动变速器有限公司
3069 秦皇岛视听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3070 苏州斯瑞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071 帝发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3072 温州科强经贸有限公司
3073 鑫精合激光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4号馆

4002 台州向庆汽车配件工业有限公司
4004 台州恒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4005 北京优卡动力贸易有限公司
4006 华夏邓白氏中国
4007 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
4008  重庆敏驰塑胶有限公司
4009 江苏彤明高科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4010 福州瑞融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4011 芜湖荣基密封系统有限公司
4012 宁波依必艾轴承汽配实业有限公司
4013 上海冠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4014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4020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4020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4020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4020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4022 国机联合（北京）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4023 国机联合（北京）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4024 浙江精湛化油器有限公司
4025 温州市恒驰传感器有限公司
4026 宁波力品格工业机械有限公司
4027 天津市大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28 成都正恒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4029 商用车与零部件
4030 卡盟联众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4031 北京华业恒威油品新技术有限公司
4034 AI《汽车制造业》
4036 常州天诺模塑有限公司
4037 北京中视赢家广告有限公司 
          《汽保专刊》杂志  赢家网
4039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4040 中国汽车动态网 www.chinaauto.net
4041 苏州拓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046 瑞安市乔英特万向节有限公司
4047 玉环臣菱汽车泵业有限公司
4048 玉环欧旭机械有限公司
4049 汽车市场网
4055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4058 浙江利中实业有限公司
4059 浙江骆氏减震件股份有限公司
4060 广州亨龙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4061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4062 上海万安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4063 瑞安市智摩泵科技有限公司
4064 广州市友业电子有限公司
4065 清河县鸿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4066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4068 福建坤孚股份有限公司
4069 文安县福利工业公司
4070 苏州新沣复合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4071 重庆南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072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4073 沧州鑫泽铸造有限公司(河北五矿集团)
4074 武汉搜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4075 山东安途制动材料有限公司
4076 青岛泰德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4078 中联精工（天津）有限公司

5号馆

5002 北京明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003 玉环市汽摩配行业协会
5004 漳州国全工业有限公司
5005 深圳市德尔电子有限公司
5006 宁波兴马油嘴油泵有限公司
5008 钱江弹簧
5009 上海励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5009 北京中材汽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5009 山东丰泽游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9 浙江杉盛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5009 依工聚合工业（吴江）有限公司
5009 上海克劳斯玛菲机械有限公司
5009 浙江律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5009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009 重庆益迪鑫科技有限公司
5009 迪芬巴赫公司
5009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11 大连润德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5016A 芜湖禾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5016B 南昌恒长久实业有限公司
5016C 国机环球（北京）展览有限公司
5016D 中信银行
5017 深圳市工业人快速成型技术有限公司
5018 山东美晨先进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019 广东英得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027 北京城环城国际汽车配件城有限公司
5027 机器人汽配联盟
5027 名车之家汽配联盟
5027 聚智联汽配联盟
5027 奥迪汽配联盟
5030 北京运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31 苏州科柏印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5032 河北安闻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5033 车智汇汽车产业联盟
5037 河北省任县三利橡胶密封厂
5048 波兰汽车集团
5049 上海善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5050 温州市丽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5055 中国汽车及配件行业国际交流沙龙

6号馆

6001 江苏恒义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6002 南京越博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6003 湖南沃森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6004 索密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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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车展同期活动日期 时间 日程内容 地点 主办单位 

4 月 27 日
开展时间（老馆）
（10:00-17:00）

09:00-17:00 2018 国际汽车轻量化及轻型零部件技术论坛 亮马河饭店 
德国弗戈汽车媒体集团、AI《汽车制造业》
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组委会

09:00-17:00
电动车和混动车的动力总成架构、控制及能量
管理系统专题研讨会 (D2）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综合服务楼 203 会
议室

SAE International - 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
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组委会

10:00-17:00 中国汽车及配件行业国际交流论坛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 5 号馆 5055 号展位
中国海洋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专家
咨询委员会、北京阿中文化传播中心、北京国际汽车展
览会组委会

10:00-17:00 北京车展同期盖世汽车采购配对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展馆现场活动三区
（3 号馆）

盖世汽车 Gasgoo International、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组委会

10:00-12:30 新能源汽车前沿技术培训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展馆现场活动一区
（5 号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电子委员会、中国汽车
新能源电机电控产业联盟、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组委会

13:30-17:00
中国汽车行业电机电器电子标准化工作委员
会成立大会暨轮毂电机标准起草工作会议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展馆现场活动一区
（5 号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电子委员会、中国汽车
新能源电机电控产业联盟、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组委会

10:30-12:00 把握趋势赢在高端——高端润滑油研讨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展馆现场活动二区
（2 号馆）

国机联合（北京）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0:30-12:00 整车企业交流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展馆 VIP Lounge
（2 号馆）

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组委会

09:30-12:00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规则委员会会议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综合服务楼 204
会议室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09:30-16:00 智能交通与自动驾驶发展论坛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综合服务楼 201
会议室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09:30-16:00 “CSAE 标准编写与审查质量提升”研修班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综合服务楼 205
会议室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09:30-12:00 汽车轻量化工程系列书籍编写启动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综合服务楼 202
会议室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4 月 28 日
开展时间（老馆）

（10:00-17:00）

开展时间（新馆）

（10:00-18:00）

10:00-17:00 中国汽车及配件行业国际交流论坛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 5 号馆 5055 号
展位

中国海洋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专家
咨询委员会、北京阿中文化传播中心、北京国际汽车展
览会组委会

10:30-17:00
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国际化暨美国艾里逊变
速器国产化项目介绍会 (D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展馆现场活动二区
（2 号馆）

车智汇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组委会

10:00-12:00 大数据驱动下的汽车产品和营销创新研讨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展馆现场活动一区
（5 号馆）

中国车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电商车联网分会
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组委会

4 月 29 日
开展时间（老馆）
（10:00-15:00）

开展时间（新馆）
（10:00-18:00）

10:30-15:00
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国际化暨美国艾里逊变
速器国产化项目介绍会 (D2)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展馆现场活动二区
（2 号馆）

车智汇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组委会

10:00-15:00 中国汽车及配件行业国际交流论坛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 5 号馆 5055 号
展位

中国海洋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专家
咨询委员会、北京阿中文化传播中心、北京国际汽车展
览会组委会

其他同期论坛活动 

4 月 25 日 -27 日 09:00-17:00 2018 中国汽车论坛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 此表格信息统计截止至 2018 年 4 月 19 日，同期活动以现场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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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换向器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002823.

SZ）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精密零部件供应商，

中国换向器行业龙头企业。专注于定制开发各类高

技术要求的换向器、集电环和连接器等精密零部

件。客户遍及欧洲、亚洲、美洲，拥有博世集团、

戴姆勒、德昌电机、博泽、电产、法雷奥、万宝

至、大陆集团和阿斯莫等全球知名客户。

公司坚持长期、持续的研发投入，保持行业

领先地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已获数十项发明专

利；拥有工学博士领衔，数十名硕士组成的专家

组，为客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数次获得博世、

博泽、法雷奥等企业优秀供应商、质量荣誉奖。

上海日用友捷汽车电气有限公司

汽车发动机冷却风扇总成

日用一友捷由德昌汽车电气有限公司与上海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而成。德昌汽车电气的

母公司是在香港上市的驱动子系统的国际领先制造

商。日用—友捷是一家在汽车发动机冷却风扇总成

和冷凝器风扇总成领域提供专业解决方案的集研

发、服务、制造为一体的合资企业。公司产品在汽

车散热器风扇总成和冷凝器风扇总成及汽车空调鼓

风机与特殊交、直流微电机领域享有较高的知名

度，产品多次荣获国家级、地市级各项荣誉和国际

发明展览会金奖。在同步开发的过程中，可根据不

同的发动机舱布局来调整产品汽车流场，为汽车制

造商提供建议以改善舱内热分布。

2039

W1-W02

宁波精成车业有限公司                                    

09-3镜面驱动器

精成09-3驱动器是为调节乘用车后视镜的角

度而设计研发的，其特征为安装简便和卓越的抗

振动性能。产品优势具体为：1.空位角小，齿条使

用插轴固定，防止齿条脱出。2.采用行星齿轮箱传

动，运行稳定且到位打滑磨损小。3.浮动板结构，

螺丝固定稳定可靠，增加弹簧弥补了耐久后磨损

的虚位 。4.电机采用插脚式的设计方式，密封性

好，插脚接触性能稳定。工作电压：DC(9.0-16.0)

V；测试电压：DC(13.0±0.1)V；运行电流：Inom

＜ 100mA  ；阻塞电流：Islip＜ 150mA；运行角速

度：Horizontal：（2.5-4.5）°/S、Vertical：（2.5-

4.5）°/S。产品适用领域：汽车后视镜。

2025

新车展示 New Models

特斯拉 MODEL 3 在本次北京车展上面对

中国市场正式发布。根据此前的报道，

MODEL 3 将于 2019 年交付中国客户。

首批生产的 MODEL 3 全部为选配长续航电池

的版本，后轮电机驱动，配备 75kWh 的电池组，

美规 EPA 标准续航里程约 498 公里。四驱版本的

车型或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生产。

从此前特斯拉官方公布的 MODEL 3 量产时间

特斯拉 MODEL 3

表获悉，新车已于 2017 年开始生产

美国订单，首批生产长续航电池版本，

并已于 2017 年开始向美国客户交付；

2018 年将会生产全轮驱动版本和标

准容量电池版本；左舵车辆 2019 年

开始进行全球交付（其中包括中国市

场），而右舵车辆则将在 2019 年才会

开始排产。

长江汽车携三款乘用车和六款商用

车全新亮相北京车展，其中乘用车

包括一款纯电动中级轿车、一款纯电动中级

SUV 和一款 C 级概念车。

纯电动中级轿车主要面向追求汽车新生活

的年轻群体，续航能力为 560 公里，先进的网

联化、电动化、智能化、功能化的设计理念，

希望为用户带来“现代”和“智慧”的产品体验。

长江汽车 EV 系列
纯电动中级 SUV 针对 85 后的新一代中产消

费群体打造，拥有超大空间和 500 公里续航能力，

可以满足家庭中短途出行需求。

C 级概念车则展示了长江汽车对未来出行的

思考和探索，定位为智慧城市下的未来出行精品，

基于“移动的第三空间”的概念打造，结合未来

5G 网络与挑战 1000 公里的超长续航力，将是

未来高品质出行的佳作。

2018-北京车展-第二期.indd   10 2018/4/26   21:44:14



11 New Models  新车展示No.2 ・ 2018-04-27

在本 届 车 展 中 江 淮 新 能

源 iEVA50 正 式 上 市，

最大续航里程达到 500 公里成为

iEVA50 的最大亮点，开创了中国

新能源轿车的新里程。

内饰方面，江淮 iEVA50

采用黑色为主，并在细节处

加入镀铬元素点缀。最大

的变化是中控屏采用了纵

置 10.4 英寸的液晶触控屏，

而方向盘、仪表盘和换挡杆都延

续了目前 iEV7 的设 计。据了解，

在配置方面，新车将配备定速巡航、

胎压监测、360 度全景影像、无钥

匙进入、无钥匙启动等功能。

江淮新能源 iEVA50

动力方面，新车将搭载一台最大

功率为 150 马力的驱动电机，并配备三元

锂离子电池，最高车速为150km/h。根据车型不同，

iEVA50 的续航里程为 330km （搭 47kWh 电池组） 或 400km

（搭 60kWh 电池组）。在快充模式下，电池电量从 0% 充至

80% 需要 1.5 小时。

在2018 北京车展上，宋 MAX 插电式混动

版正式亮相。新车外观和内饰有所调整，

动力上将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插电混动系

统。

新车前格栅的样式有所变化，两侧雾灯饰条的

造型也有细微差别，并且该车还配备了多辐式轮圈，

充电口位于右侧后翼子板处。

新车配有可旋转式大尺寸屏幕，方向盘上的“宋”

标识变成了蓝色字体，同时还使用了与宋 DM 相同

的电子挡把，该车在后排还配备了后排空调控制按

键、220V 电源、USB 接口等。

动 力 方 面，新 车 采 用 的 是 1.5T 涡 轮 增 压 发

动机搭配 6 速双离合变速箱，同时搭配前后双电

机，两个电机的最大功率都为 110 千瓦，最大扭矩

250Nm。动力系统的综合功率为 333kW，综合扭矩

为 740Nm。

宋 MAX PHEV

零部件展区（老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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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                                            

发电机、起动机

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的产品均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对于降低整车油耗延长发动机寿命和减少尾

气排放具有显著效果。其发电机产品具有高输出、

高效率、体积小以及噪音低等特点；其起动机产品

也是高效率、高寿命的产品；其起停电机采用防水

结构的电磁开关、双弹簧缓冲结构的单向器、6碳

刷结构的碳刷架、减震功能的减速齿圈，起动次数

可以达到40万次；其永磁同步驱动电机具有高效

率（最高效率达到97%）、体积重量小，比功率大

（2.7KW/Kg）、低速大扭矩、高速横功率，高效

宽区域的特点，电工铁芯（35W270）使高效区远

远大于传统电机，使汽车续航里程更长，更便于操

控，是电动汽车驱动用的首选电机。

目前，该公司的发电机和起动机适用于乘用

车、商用车、电动汽车领域，主要客户有吉利、现

代、长城、三菱、众泰等。

常州市凯程精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电动尾门启闭系统

常 州

市 凯 程 精 密

汽 车 部 件 有

限 公 司 是 常

州 市 凯 迪 电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全 资

子公司。致力于汽车电动尾门启闭系统，电动侧滑

门系统，电子水泵，新能源电驱系统和抬头显示等

汽车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具有很强的系

统开发能力，可以提供硬件和软件整套解决方案。

凯程研制的电动尾门启闭系统包括电动撑杆，控制

器，吸合锁，脚踢传感器，可以实现汽车尾门的电

动开闭、开启高度设定、遥控钥匙和脚踢开启尾

门，智能软件防夹，故障诊断及反馈等功能。

2034

在北京车展上，长城汽车正

式发布了旗下独立纯电动

汽车品牌——欧拉。欧拉 R1 同时出

现在本次展台之上，欧拉 R1 是一款

纯电动微型车，并采用了蓝白相间的

配色。与此同时，新车前脸采用了双

圆灯 + 封闭式前格栅的设计，下部进

气口和 LED 日行灯也都是圆角矩形的

元素，圆润风格令它看上去非常可爱。

欧拉 R1 采用专用电动车架构平

台——ME 平台，在电动汽车的空间、

安全性、效率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突

破：用同类车型最短的车长，实现了最

大的轴距，在后排乘用空间方面做到

行业最佳；对于电动汽车专用的承力

结构，欧拉在确保了领先的车身安全

同时，让整备质量下降了 100kg；另外，

ME 平台采用了高度集成电驱动系统，

系统能量密度达到 160Wh/kg，系统

效率高达 97%，每千瓦可行驶里程可

接近 10km。

长城欧拉R1

12 新车展示 New Models

W2-W03B

No.2 ・ 201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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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展（老馆）

领克 01 PHEV 版 正

式 发 布， 该 车 将

会 在 年 内 正 式 上 市。 动 力 方

面， 领 克 01 PHEV 搭 载 了 一

套由 1.5T 发 动 机 和电 机 组 成

的驱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

为 179 马力（132kW），动力电

池为浙江衡远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研发的镍钴锰三元锂离子

电池，官方宣称该车的油耗为

1.8L/100km。

外观方面，该车和之前的

领克 01 基本相同。分体式的前

大灯与细长条式的前进气格栅，

让车辆看上去十分年轻、时尚。

领克 01 PHEV

同时，新车在前进气格栅以及前翼子板处增加了蓝色元素进行点

缀，一定程度的提升了该车的辨识度。车身尾部方面，其尾部右

下侧贴有“01 PHEV”字样，从而表明自己插电式混动的特殊身份。

EX6 正式亮相北京车展，是威马旗下第二

款新车，产品定位高于此前上市的 EX5，并将于

2019 年上市。这款 SUV 整体造型较为硬朗，前

脸采用封闭式设计，狭长的格栅与黑色饰板相连，

拉伸横向视觉宽度。

威马 EX6 Concept 定位于全车交互纯电六

座 SUV，新车在外观方面进一步承袭“意识交

互美学”设计理念，与威马 EX5 一同构建威马

汽车家族化的设计风格。在产品定位上，威马

EX6 Concept“2+2+2”共 6 座的车内座椅布局

更强调乘坐舒适性，也意味着威马将进军竞争更

加激烈的 6 座 SUV 市场。

威马 EX6

 New Models  新车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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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精成车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精成车业”）董事长康

明章先生介绍说，精成车业作为

一个传统制造型的公司，在传统

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两个方向都

有布局，但侧重点不同。首先坚

守原有的产业不改变。在未来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管汽车工

业发展到什么阶段，电机都会作

为执行机构而存在。在智能辅助

驾驶中，中央控制器（ECU）就

像人的大脑，而电机执行机构

好比人的脚和手，两者是一个 

整体。

2018年，为布局智能网联，

精成车业与中科院达成了联合开

发车载激光摄像头的项目，并成

立了新的公司——宁波精视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受光速

的影响，对图像无法实现高清高

速捕捉，这直接阻碍了模拟信号

转化成数字信号的速度。精成车

业已经攻克了传统的车载摄像传

感系统的这一技术难点，并开始

加以改进。“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内

部“变革”开始的。再强大的企业，守

旧、保守，必然会阻碍企业的发展。因为

企业是社会化的，不是孤立的经济体，如

果在面临环境变化时不变革企业内部机

制、文化和产品架构等，也将遇到企业发

展的瓶颈。    展位号：2-2025

上海日用 - 友捷汽车电气有限

公司总经理马宝发先生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汽车事业部总经理余康先生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盈电子”）董事长是蓉珠女士

说到：“日盈电子很早就开始布局智能传感和控制，通过变化调整为客户带来

更大的产品价值，而变化是个重新调整的机会，同时也是新的风口，对于刚刚

进入资本市场的日盈电子来说是件好事。”

在智能制造升级、建立数字化工厂方面，我们也正在积极规划和分步实施

中。目前，日盈电子已着手对模具制造进行了升级改造，将建成全自动化加工

模具的无人车间，为市场的定制化、个性化生产要求，奠定高效生产基础。

在节能降耗方面，我们推行精益生产管理，着力于提高成品率以减少废品

生成、降低单位产品能耗、避免无效劳动和物料浪费；优化制造系统，在制造

系统设计开发的时候，就使用新的节能减排技术，使得制造系统的节能减排性

能，不仅能满足当前，也能顾及未来。在利用绿色能源方面，我们建立了太阳

能发电站，大大减少了对市电的需求。    展位号：2-2026

“

创
新”

从
内
部“

变
革”

开
始

为客户带来更大的产品价值

“我国汽车行业当前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新能源汽车利好政策退坡、智

能网联汽车顶层设计仍不完善、而传统燃油车退市已提上日程，产品形态和生产

方式也在发生深度变革，汽车产品加快向低碳化、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方向

发展。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以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才是汽车及汽车

零部件做大和做强的必由之选。”，上海日用-友捷汽车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日用”）总经理马宝发先生说道。从智能制造的层面来看，上海日用一

直着眼于制造产品的智能化、制造过程的智能化和制造工具的智能化，在产品设

计方面追求标准化和平台化，适合自动化制造是产品设计的指标之一。我们引进

了数条自动化生产线，电机装配实现了一流批量生产线，在注塑件加工工艺中，

引进了自动取物机器人替代人工操作，极大地改善了生产效率，并在建设数字化

车间，为企业全面实现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而努力，也为早日实现

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展位号：W1-W02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时代”）汽车事业部总

经理余康先生认为，智能化、网络化给零部件企业带来的挑战是如何将零部件

企业优势与新技术有机结合，适应整车动力性、舒适性和个性化的需求。另

外，基于智能化、网络化的大数据故障诊断、功能安全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我们在推动节能环保的目标时，始终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来实施。从纵

向来看，从产品设计的源头开始导入节能环保的理念，接下来在工艺设计、设

备选型、产线方案、人员规划以及配套设施等方面同时进行优化。从横向来

看，对生产环节中的“人”、“机”、“料”、“法”和“环”五要素以及

“水”、“电”和“气”等能源消耗加强控制，设定目标，责任到人。

展位号：6-6020

创新和变革是汽车产业未来发展两大驱动力

将零部件企业优势与新技术有机结合

宁波精成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康明章先生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是蓉珠女士

作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A级车展，两年一度的2018北京车展于4月25日拉开帷幕，北京车展是国际汽车业界具有品牌价值的汽车展示、发布及

贸易平台之一。与往届相比，本届北京车展更具看点，在“定义汽车新生活”的主题之下，吸引了众多造车新势力的加入。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

已经完成单纯的产品和技术展示向品牌形象输出的过渡，属于中国汽车零部件的春天已经到来。

此次参展的零部件企业纷纷表示，希望通过车展展示企业实力，企业文化，加强与客户之间的联络沟通，特别是向业界展示并发布新产品、

新技术，积极拓展行业影响力，在汽车零部件领域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

聚焦汽车零部件精英企业
——创新升级，聚力车展

14 展商风采  Features of Exhibitors No.2 ・ 201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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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参展，是人人车首次进驻国际

A类车展，人人车希望通过北京车展这

个大平台，向国际市场展示人人车的品

牌形象。

展会现场，人人车展台展示了车辆估

值系统，让参展商及参展观众更直接地认

识和体验二手车线上交易带来的便利。同

时，人人车希望通过代言人黄渤的好口

碑、249项检测及靠谱的买卖流程，向大

众传递现阶段“好车不和坏车一起卖”的

理念，让更多人参与到二手车线上线下结合的

新型交易模式中，从这种透明、规范的交易中

改变对过去二手车行业带来的刻板印象，建立

起人人车与买卖双方的信任。

不仅如此，在本次展会，人人车还将携手多

家新能源整车企业成立新能源生态联盟。人人车

人人车 : 推动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发展

希望通过新能源生态联盟，借力中国电子商务协

会二手车行业分会，携手新能源车企共同推动新

能源二手车交易标准建立、解决新能源二手车检

测、保值等问题，完善新能源车交易链，助力新

能源汽车的发展。人人车在本次车展的展台设计

也紧紧贴合了车展新能源的主题。

亿马先锋 ：领跑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
北京亿马先锋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是系美国AC Propulsion公司在中国的

生产基地、销售中心及技术开发和服务中心。

此次车展，亿马先锋展示的高功率密度感

应永磁协同驱动系统解决方案可分别为四驱、

前后驱动的车型提供其自主研发的高功率密度

永磁电机和感应电机，通过调整不同车型工况

下功率和扭矩在系统内不同电机的分配，可以

节省整车驱动系统成本，优化整车的性能，降

低综合能耗，增加动力性和续航里程。

作为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的心脏，亿马先锋

自主研发具有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功率IGBT模组

也在车展期间隆重推出，该模组内部集成了高

效的换热结构和低压降的集成式冷却水道，具

有低成本、高功率密度、电流功率拓展灵活方

便以及外接冷却结构简单等显著优势。其最高

电压可达750V，峰值电流范围160A~1470A，

特别适合新能源汽车载逆变设备和充电设备的

应用，目前已经和国际知名半导体大厂商达成

了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已经通过了严酷的汽车

等级实验认证。

未来五年，亿马先锋会继续沿着既定战略

方向快速发展壮大，对行业发展和国家政策保

持高度关注，坚持高性能低成本的良心理念，

坚持新技术的导入和应用，不断推出适应行业

要求的新产品新方案，为促进国内新能源行业

的发展奉献一份力量！

15Features of Exhibitors 展商风采No.2 ・ 201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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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北京车展上，

博世与全球汽车厂商同

台亮相，并以“博世 ·智

驾未来”为主题，展示

了 面 向 柴 油 机 、 汽 油

机、混合动力、电动汽

车、氢燃料以及智能互

联和自动驾驶的一系列

全 球 领 先 的 技 术 和 产

品，旨在为客户提供面

向未来的电气化、自动

化、互联化的系统解决

方案。

在4月26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博世集团董事会成员、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

业务部门主席Rolf Bulander博士首先高兴地

介绍说：“2017年，博世汽车与智能交通

技术业务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高达829亿人

民币，同比增长达25%，发展动力强劲。”

这不仅来自于博世一系列针对中国市场量身

定制的技术解决方案，也得益于中国市场对

电气化和智能化的行业趋势。据悉，博世驾

驶员辅助系统业务的在中国的发展也尤为强

劲，商用车和新能源汽车领域不断攀升的市

场需求，也是推动增长的重要因素。

博世的电气化解决方案备受关注，展会

现场展示的全套纯电动动力总成系统向参观

者展示了其在电气 化领域的一站式解决方

案。该系统凭借节能高效的智能热管理系

统，能够有效管理车辆整车热流，提高电动

车的续航里程，确保行车安全性以及驾乘舒

适性。博世最新推出的电桥创新性地将电

机、动力和传动部件整合为一个紧凑型单

元，直接驱动车轴，实现了动力总成系统的

一体化，不仅更加高效，价格也更为经济。

除此之外，现场展示的面向混合动力的48V电

池即将在2018年在中国量产，因为博世已经

博世“三化”助力业务强劲增长深圳市力辉电机有限公司                                    

尾门升降电机（PGM-P22）
尾门升降电机（PGM-P22）采用了轻量化设

计，结构紧凑，具有低噪音及高扭矩的特点。电机

扭矩可达2.5N・m，远远高于行业的平均

水平，单电机工作时的噪音可低至

48dB以下，使用寿命长达10万

次，经久耐用。该产品应

用于汽车电动尾门领

域，目前重要客户

包括华晨、海

马、长城汽车

品牌。

2002 

湖南江麓容大车辆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RDC15/RDC18/RDH18/RDH27
R D H 1 8 基 于

RDC18CVT平台开发，

采用P2构型。总体结

构为传统CVT（取消液

力变矩器和挡位切换

机构）+动力耦合机构

+ISG电机+电动油泵。

TCU单元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实现纯电驱

动、发动机单独驱动、混合驱动、行车发电机及能

量回收等所有混合动力功能，HEV模式下的节油率

可达30%。该产品适用于与扭矩容量相匹配的HEV

及PHEV车型，目前，东风小康是其重点客户。

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远端乘员保护气囊

远端乘员保护气

囊两个，分别安装在

车辆座椅靠近中央通

道的椅背上，当车辆

发生碰撞时，非碰撞

侧的气囊就会起爆，

此气囊可以对非碰撞

侧的乘员进行有效的

拦截和保护，此种安全气囊结构弥补了现有碰撞安

全技术的不足，降低了前排驾、乘人员之间的二次

碰撞伤害，并且此种安全气囊的保护效果完全满足

欧洲的Euro-NCAP新车评价标准。目前，锦州锦恒

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已与北汽、长城、东南

汽车、吉利、奇瑞车神龙等汽车品牌展开了合作。 

2046

W2-W03A

获得了国内外几十个关键客户的合作项目。

当然，博世在柴油机和汽油机等传统动

力总成方面的优势依然非常强大。博世最新

的柴油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结合了先进

的燃油喷射技术、最新研发的空气管理系统

以及智能温度管理，这一技术帮助柴油车在

实际路况测试中的氮氧化物排放量降低到了

每公里13毫克，这一结果仅为将在2020年起

实施的法律规定排放量（120毫克）的十分之

一！此外，不断创新的汽油机技术、2019年

即将量产的氢燃料技术，以及即将推出的天

然气缸内直喷技术等，都将帮助车辆达到更

高的性能。

智能化方面，博世今年年初宣布在全球成

立了全新的智能网联事业部，同时将中国设

为重点拓展的战略市场。博世中国的自动驾

驶团队持续致力于同本土伙伴积极合作，推

动自动驾驶的在华落地。目前，博世已经与

国内多家整车厂开展了基于2级自动驾驶技术

的合作，博世驾驶员辅助系统已成功搭载于

24家中国汽车自主品牌。未来，博世还将致

力于打造和提供一系列基于博世物联网组件

的数据深度挖掘、先进的车队管理等适用于

中国市场和消费者的出行服务。

展商风采  Features of Exhibitors No.2 ・ 201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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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大陆集团2018

北京车展媒体沟通会在北京

举行。大陆集团中国区高管

分享了针对未来出行的多种

可持续解决方案，并且正式

发布了《大陆集团中国可持

续发展报告2017》。大陆集

团将继续致力于用创新技术

助力“更安全、更清洁、更

智能”的未来美好出行。

“中国正在加快建设成为

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国家。

我们相信大陆集团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会让出行

更安全、更清洁、更智能，为人们带来更多的

自由和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大陆集团中国

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汤恩先生说道。 

在大陆集团的自动化驾驶项目中，自主巡

航、自动泊车以及自主驾驶车三者一起相辅相

成，实现“无缝驾乘”。有了自主巡航功能，

驾驶员可以在高速公路行驶期间稍作休息，并

且在驾驶员无法操控汽车的时候确保行驶安

全。自动泊车功能让汽车可以自动执行停车操

作，并根据需求将车自动交还给驾驶员。“最

后一公里”是由自主驾驶车完成，其对出行

未来有重要贡献。CUbE（大陆集团城市驾乘

体验）是大陆集团无人驾驶技术的开发平台，

有助于实现无人驾驶系统在城市的运行。轮胎

对车辆的使用和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德国马牌轮胎的创新轮胎科技ContiSense 和 

ContiAdapt为未来自动化驾驶提供了高效的解

决方案。

大陆集团一直在大力投资技术研发以满足

日益严苛的国六排放标准。大陆集团致力于开

发各类汽车部件，电子产品、软件及研发工具

等相关产品，进一步提升汽车动力总成的效

率，也更好地确保在各种条件下有效降低排

大陆集团助力中国未来美好出行

Features of Exhibitors 展商风采

放。德国马牌轮胎与位于德国的“蒲公英实验

室”正在紧密筹划一项研究，计划于2018年

底启动。

大陆集团提供一体式的互联解决方案，包

括了互联汽车的方方面面 ——从车内电子架

构，到汽车与其他道路使用者的互联，以及未

来的移动出行服务及应用。车辆的无线软件更

新是一体式互联的核心。上传新功能、系统复

杂性的增加以及整个车辆生命周期内对汽车安

全性的强烈需求将使无线软件更新作为未来下

一代车辆的标准功能。大陆集团开发的车载服

务器，是一个高性能的计算机，它可以减少复

杂性并充当网络管理员的角色。与智能天线模

块一起，车载服务器还能做为通信的接口，为

服务于远程维护和车辆网络安全的无线软件更

新提供中央架构元素。

大陆集团在V2X通信领域已经积累了10年

的经验，目前正积极研究蜂窝车联网通信技

术。在2017年底，大陆集团与华为携手，成

功在上海就蜂窝车联网 (C-V2X) 通信标准的效

率开展了实地测试，测试结果令人欣喜。车辆

间直接通信的平均时延仅为11毫秒，这也凸

显了蜂窝技术对于高安全准则的V2X通信的适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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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北京车展，捷太格特以“No.1 & Only 

One-迈向更美好的未来”为主题靓丽参展，着

力展示了其“低油耗，高效能，轻量化”的先

进汽车电动助力转向器、驱动零部件以及汽车

用轴承等一系列产品，同时为应对ADAS甚至是

自动驾驶的发展，捷太格特也展示了其对转向

技术一些新的见解，以及目前在自动驾驶领域

的相关研发及进展。

随着汽车越来越智能化的发展，捷太格特

的电动助力转向器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时代，在

自动驾驶的研发方面，捷太格特在传统机械式

转向与Steer-By-Wire（线控转向）上同时进行，

在满足驾驶安全性方面，通过软硬件备份等冗

余化设计，逐步实现ADAS。捷太格特（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立石修治先生表示：“目

前，我们软件以及部分硬件冗余化设计的EPS已

经实现量产，同时我们也在着力进行相关自动

驾驶的研发，争取在2020年能够实现具备包含

电源在内的完全硬件冗余化的EPS的量产。”

相较于传统的转向系统，Steer-By-Wire

（线控转向）更能实现理想的转向，驾驶者和

车轮两者能自由控制，当需要变更车道时，车

辆能够具备更好的应答性、跟随性和稳定性；

当需要做回避操作时，无关方向盘的指令，系

统能够自主控制，判断合适的转向角度。“在

现有的转向系统上，未来的Steer-By-Wire系统

会具有可以自由设计方向盘的控制力、可以

自由设计车辆根据方向盘操作指令所作出的

值北京车展之际，

安波福于4月26日举行

了 媒 体 见 面 会 ， 并 分

享 了 其 在 未 来 汽 车 智

能 架 构 以 及 互 联 等 领

域的理念与成果。安波

福公司亚太区总裁、连

接器系统亚太区总经理

杨 晓 明 博 士 ， 主 动 安

全与用户体验部亚太区总裁王展先生，电气

分配系统亚太区总裁兼总经理朗智文（Anu 

Rathninde）先生在安波福业务架构调整后首

次共同亮相，就安波福的战略聚焦，以及在

亚太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发展现状和规划与

媒体朋友们进行交流。

在车展期间，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

车型都在展示未来自动驾驶功能。未来，汽车

会变得越来越像个人计算机，最后发展成为可

以安装各种不同软件的平台。安波福为法拉利

进行的工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打

造了业内首个集成式驾驶舱控制器，它在将控

制板显示图像质量提升10倍的同时可以将重

迎来电动助力转向发展新时代

安波福 ：超级计算时代正在逐步到来！

18 展商风采 Features of Exhibitors No.2 ・ 2018-04-27

行 动 以 及 能 够

将 路 面 的 信 息

传 递 或 切 断 取

舍 选 择 等 几 个

特 点 ， 而 我 们

捷 太 格 特 也 一

直关Steer-By-

W ire的发展，

以 应 对 自 动 驾

驶 的 快 速 发

展 ！ ” 立 石 董

事长解释说。

尽管2017

年中国车市增速放缓，但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发力，捷太格特仍继续看好中国汽车市场。

近几年，捷太格特致力于扩大对中国自主品牌

客户的产品销售。 2017年度（2017年4月至

2018年3月）在华业绩继续保持着稳步增长。

整个中国地区销售额达到了92.3亿元人民币，

较16年度增长约10%。其中汽车转向和驱动零

部件业务的销售额达到了68.69亿元人民币，增

长约10      %。赢得双增长的同时，继续创下历

史新高。立石董事长表示，“能取得这样好的

业绩，离不开我们的中国客户，供应商以及本

土合作企业的支持。今后我们将继续本着‘在

中国，为中国’的精神，为中国广大客户提供

更优质的产品，也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

量减少30%；同时它

还具备比当前系统快

5倍的计算速度，能

够确保优质的用户体

验。目前，装载这套

系统的法拉利车型已

经正式上路。

对于更高级的自

动驾驶（4、5级）来

说，它们的实现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软件功能，

所以也就更需要这样的超级计算能力和高速数

据传输。安波福与Mobileye共同合作，在行业

内率先推出了决策速度比人类驾驶员快34000

倍的自动驾驶平台，这样快速的计算决策对确

保安全性来说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安波福也

为奥迪A8提供了多域控制器、可扩展软件和

计算平台。这是首款3级自动驾驶系统，也是

目前最强大的已经量产的计算平台，它为全自

动汽车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另外，安波福的安全网关，不仅能够提供

实现高速数据网络所需的计算能力，同时也满

足业内最严格的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标准。

捷太格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立石修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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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No.2 ・ 2018-04-27 Special Exhibition Area  特色展区

先进复合材料 & 汽车轻量化创新应用展区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 5 号馆 5009 展位）

浙江杉盛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引擎盖
采 用 蜂 窝 夹 层 材 料 热 压 成 型 ， 尺 寸 约

1375mm×777mm×128mm，重量是传统钣金部件的

50%，行人保护性能优异。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车门内饰板

采用玻璃微珠填充聚丙烯（PP）材料制成，尺寸约

1000mm×1000mm×400mm，重10kg。通过对空心玻璃

微珠采取特殊的分级和表面处理后，极大地提高了与树脂

材料的结合力，添加10%左右的空心玻璃微珠制备的复合

材料，经注塑后，部件有效减重20%左右。

重庆益迪鑫科技有限公司

重卡驾驶室顶盖

采用SMC模压成型，尺寸约2160mm×1430mm

×100mm，重26.6Kg，较相应的金属部件减重约20%。

山东丰泽游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阿波斯（ARBOS）拖拉机机罩
采用SMC模压成型，尺寸约2000mm×900mm×1000 

mm，重35kg，比相应的钢制部件减重约35%，拥有良好的

耐老化、抗腐蚀、耐高温及抗冲击韧性，曾在全球500多种

产品的大赛中荣获“红点奖”。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莱德电池盖
采 用 L - R T M 玻 纤 和 树 脂 真 空 灌 注 成 型 工

艺 制 成 ， 产 品 质 量 稳 定 ， 外 形 美 观 。 尺 寸 约

1500mm×1000mm×20mm，较传统金属冲压件减重

45%，减重效果明显。

上海克劳斯玛菲机械有限公司

卡车前面罩

采用热塑性片材与聚氨酯长玻纤喷射相结合的工艺成

型，与SMC部件相比，外表更美观，可减重20%，生产成本

可节省40%～50%。该工艺适合1000～10000件/年的中小批

量的大尺寸外观部件生产。

浙江律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后尾门
采用SMC片状热固性复合材料模压成型，尺寸约

1400 mm×1050 mm×250mm，重10kg，较金属后尾门

减重约30%。

迪芬巴赫

门槛加强件
这 款 用 在 宝 马 汽 车 上 的

门 槛 加 强 件 ， 采 用 碳 纤 维 复

合 材 料 、 通 过 迪 芬 巴 赫 的 湿

法 模 压 成型工艺制成，尺寸约

1700mm×120mm×80mm（2个组

件），比传统金属部件轻50%。

北京中材汽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复合材料电池包
采用UP+GF SMC模压成型，尺寸1500mm×1200mm×

200mm，重10kg，较金属电池包减重约30%，适用车

型：长安新能源C206纯电动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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