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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第十八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简称“2019上海车展”）如约而至！这场期待已久的盛会不仅集中展示世
界汽车工业的创新发展成果，而且再次唱响“美好生活”主旋律，更将积极拥抱行业未来，为全球车市带来机遇和信心。
2019上海车展共吸引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1000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踊跃参展，展出总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启用国家会

2019 上海车展
AUTO SHANGHAI

展中心（上海）全部12个室内展馆，其中：乘用车9个馆；商用车展区及未来出行专区1个馆；汽车零部件展区2个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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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盛况

Exhibition Overview

科技引领创新，全球零部件巨头重磅云集
2019上海车展吸引了海内外主流

完美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使未来城市

车展首次设立未来出行展区，吸引到中移智行、地平线、ALIOS、威力登、

汽车品牌，以高规格集中“绽放”。中

交通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安波福重点展

小马智行、禾多科技、安吉星、远景能源、SKI、中国电科、亚太机电、恩

国车企携各旗下品牌重磅亮相，展现向

出其在信号与动力传输、数据、中央计

智浦、禾赛科技、亮道智能、北科天绘等业界知名企业积极参展，展品涵

上力量。豪华汽车品牌、零部件厂商、

算、软件四个核心领域的创新及相关解

盖新能源、车联网、无人驾驶解决方案、激光雷达、芯片、高精定位和地

豪华改装品牌、商用车制造企业、摩托

决方案，包括：智能汽车架构、主动安

图等跨界融合，引领汽车行业的新未来。

车企业等悉数倾情参与本届车展。值得

全、车内驾乘体验、数据服务等方面；

展会同期将举办一系列精彩活动，构建产业合作交流平台，传递行业

一提的是新能源品牌为2019上海车展

佛吉亚携“智享未来座舱”与“创赢绿

前沿科技，内容涵盖未来汽车科技、自动驾驶技术、5G场景应用、汽车智

注入新产品和新理念。

动未来”两大解决方案，积极聚焦转

能制造、加工新材料、新工艺、产业投融资等。2019上海车展，各大品牌

零部件的技术创新，是新发整车

型，展示其兼具互联性、多功能性及预

战略轮番发布，各式新车、各种创新技术重磅登场，全球目光再度聚焦上

必备的核心支撑。近半数全球百强零部

测性的未来座舱的最新技术，以及其搭

海，共享科技创新成果！（文/文二霞）

件厂商均重磅亮相2019上海车展，带

载的影音娱乐电子系统；莱茵金属汽

来最新的前瞻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

车，在超过二百四十平方米的展台面积

展区展出净面积达3.5万平方米，吸引

上，展示科尔本施密特和皮尔博格品牌

到博世、电装、采埃孚、大陆集团、爱

的零部件及系统的解决方案，及用于乘

信、博泽、伟巴斯特、佛吉亚、舍弗

用车和商用车的各种产品，其中重点展

勒、法雷奥、博格华纳、NSK、德纳、

示的是在电驱动系统领域内的最新发

本特勒、日立、伟世通、丰田纺织、

展，其中包括驱动电机壳体和电池托

LG、松下电机电器、捷太格特、普利

盘，这些全部都将由其在中国的合资企

司通、海拉、康奈可、伊顿、克诺尔、

业本土化生产；克诺尔集团为观众呈现

爱尔铃克铃尔，及国内知名企业华域、

最新技术、产品资讯和分享克诺尔针对

宝钢钢铁股份、均胜电子、法士特等都

行业热点难点及大趋势可提供的技术解

将倾力展出。另外，华为、科大讯飞、

决方案；伟巴斯特通过其面向2030年

康明斯、安波福、奥托立夫、蜂巢易

未来出行的自动驾驶概念车模型，重点

创、海斯坦普等都属首次参展。

展示其电气化、智能化的未来出行新概

博世将在国内首次展示代表全新

念和一系列卓越创新技术：包括全景天

出行模式的无人驾驶电动巴士概念车以

窗、电池系统、高压电加热器以及充电

及一系列最新的电气化、互联化、自动

解决方案；车展期间，装配海拉多款先

化智能交通解决方案，助力中国汽车行

进产品的展示样车让观众更好地感受未

业紧抓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引领全球

来出行，现场内饰照明VR设备让观众

汽车产业发展大趋势；采埃孚将全面展

亲临驾驶座舱体验不同照明场景……

现在个人及公共出行领域的技术实力，

另外，随着汽车“新四化”的发展

发布的全新概念诠释如何在移动出行中

趋势由概念转入实际应用，2019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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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总平面图
GENERAL FLOOR PLAN

一层展厅
FIRST FLOOR

展馆总平面图
GENERAL FLOOR PLAN

二层展厅
SECOND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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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
Hall 1H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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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
Hall 3H

4.1H
Hall 4.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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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H Hall 5.2H

NVH Solutions
and Lightweight
Technologies
Hall: 5.2
Booth: 5BJ131

参观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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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S)
的密封性能

(M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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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H
Hall 8.1H

8.2H
Hall 8.2H

汽车零部件产业蓄势待发，与 OEM 共创美好未来
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车展之

研发、合资合作及技术人才引进，

一， 2019 上海车展可以说是汽车工

持续加强技术攻关和创新体系建

界，参与全球化

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各方齐聚一

设，在部分领域核心技术逐步实现

竞争。2018

堂，从产业的不同层面探讨汽车工

突破。

年，进入全球

业的发展走向。

系，并已经成功走向世

此外，中国品牌汽车零部件自

汽车零部件供

可以说，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技

主创新体系初步形成。产业链逐步

应商 100 强的中

术升级与产品迭代是汽车技术发展

完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国内汽

国零部件企业

的先导。目前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

车零部件企业已具备乘用车及商

达到 6 家，创下

初步建成了体系化的配套产业链，

用车零部件系统、零部件及子系

历史新高。

且规模庞大，形成了对于OEM厂

统的产业化能力。经过多年发展，

家有力的配套支持。尤其是中国汽

中国已形成东北、京津冀、中部、

也应该清醒地认

车零部件产业在国家重大工程和技

西南、珠三角及长三角六大汽车零

识到，我国的汽

术专项的支持下，通过企业自主

部件产业。中国品牌零部件竞争力

车零部件产业还

但 是 我 们

提升，实现多元化

处在大而不强的阶

发展。

段。多数企业集中在低
优势。

在全球化趋势

端及低附加值领域，盈利能力低，

下， 国内汽车 零部 件

并且产品品质不高。零部件产业集

企业 采用 兼并重组、

群空间分布分散，并有待进一步提

当前难得的战略机遇，在电动化与

海外并购、股权合

高集 群 效 应 。 企 业 自 主 创 新 能 力

智能网联化大潮中积极攀登技术制

资、合资合作等方

不足，在高端领域和核心技术方

高点，适应世界汽车产业调整的需

式，加 速拓展 并融 入

面亟待突破。战略投入及自主研

要，与中国的自主品牌与合资品牌

世界零部件采购体

发创新能力相对不足，缺乏后发

一道共创美好未来。（文/陈鹏）

建设汽车强国，必须紧紧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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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Event Schedule

2019/4/17（星期三）
时间

活动

地点

09:00-11:55

第五届国际汽车关键技术论坛(KEY TECH 2019)
K. 主旨演讲和技术趋势发布（全体大会）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平行会场A（原4.2H）

13:15-17:45

第五届国际汽车关键技术论坛(KEY TECH 2019)
K1A. 新能源汽车技术（分论坛一）

悦影绘1号厅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心圆楼6楼

13:15-17:45

第五届国际汽车关键技术论坛(KEY TECH 2019)
K1B. 新能源汽车技术（分论坛二）

悦影绘2号厅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心圆楼6楼

13:15-17:50

第五届国际汽车关键技术论坛(KEY TECH 2019)
K2A. 智能汽车技术（分论坛三）

悦影绘3号厅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心圆楼6楼

13:15-17:45

第五届国际汽车关键技术论坛(KEY TECH 2019)
K2B. 智能汽车技术（分论坛四）

悦影绘4号厅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心圆楼6楼

13:45-17:15

第五届国际汽车关键技术论坛(KEY TECH 2019)
K3. 新材料与轻量化技术（分论坛五）

悦影绘5号厅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心圆楼6楼

主办方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CHINA SAE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SIEC

2019/4/18(星期四）
时间

活动

地点

上午

2019中国汽车智能制造创新大会
全体大会（M会场）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平行会场A（原4.2H）

2019中国汽车智能制造创新大会
M1. 智能化装备分会场

悦影绘2号厅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心圆楼6楼

2019中国汽车智能制造创新大会
M2. 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分会场

悦影绘3号厅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心圆楼6楼

2019中国汽车智能制造创新大会
M3. 汽车增材制造技术分会场

悦影绘4号厅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心圆楼6楼

全天

电动汽车消防安全系统知识交流研讨会

悦影绘6号厅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心圆楼6楼

上午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新闻发布会

悦影绘1号厅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心圆楼6楼

全天

2019第十一届全球汽车产业峰会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平行会场D1（原4.2H馆）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SIEC
盖世汽车 GASGOO

全天

第二届汽车新势力与服务业投资高峰论坛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
平行会场D2（原4.2H馆）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SIEC
AC汽车

下午

2019 重型商用车及设备亚洲论坛

B0-02会议室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办公楼B座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SIEC

全天

2019AI＋智能汽车创新峰会

B0-01会议室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办公楼B座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SIEC

全天

2019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论坛
暨“2018上海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报告”发布会

A0-02会议室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办公楼A座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SIEC
上海市汽车配件用品行业协会

下午

2019模具成形装备与汽车零部件制造技术和市场报
告会

M603会议室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 CDMIA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SIEC

下午

主办方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CHINA SAE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SIEC

2019/4/19(星期五）
时间

活动

地点

主办方

全天

GTIC 2019全球智能汽车供应链创新峰会

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平行会场A（原4.2H馆）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SIEC

下午

中国汽车产业投融资沙龙

M603会议室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全天

第十一届国际汽车变速器及驱动技术研讨会

上海宝华万豪酒店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CHINA SAE

全天

2019（第六届）国际汽车轻量化及
轻型零部件技术论坛

上海圣诺亚皇冠假日酒店

德国弗戈传媒集团
AI《汽车制造业》

2019/4/20(星期六)
时间

活动

地点

主办方

全天

第十一届国际汽车变速器及驱动技术研讨会

上海宝华万豪酒店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CHINA SAE
Auto Shanghai 2019 第一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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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风采

Features of Exhibitors

采埃孚

深耕中国市场，加大研发投入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交通面临着越来
越多的挑战：减少排放污染、优化出行效率和提高安全系数等。为应对这些
挑战，采埃孚致力于在电驱动、自主驾驶、车辆运动控制和集成式安全系统
等领域为客户提供系统化的先进技术，助力其不断完善下一代出行解决方案。
中国是采埃孚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本土化战略一直是采埃孚在中国
和亚太地区实施的重要战略。扎根中国 40 年来，采埃孚在中国取得了稳固、
长足的发展。截止到目前，采埃孚已在中国建立了 2 家地区总部和 2 个工程
技术中心，并在中国的 24 个城市拥有将近 40 家的生产企业。今年对于采埃
孚来说是关键的一年，张家港、嘉兴和杭州等地的工厂将在今年至明年陆续
投入生产，大大增加采埃孚的本地化生产能力，能迅速响应客户的需求。
采埃孚每年将超过 6% 的销售额投资于研发，尤其致力于开发高效的电

沃夫翰宁·施艾德

力传动系统，为实现“零愿景”的未来交通不遗余力。采埃孚股份公司首席

(Wolf-Henning Scheider)先生
采埃孚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

“为了迅速带给市场基于采埃孚系统专长
执行官沃夫翰宁 · 施艾德先生表示，
而打造的创新与实用解决方案，在未来五年内，我们将在电驱动和自动驾驶
领域投入超过 120 亿欧元。我们的工程团队致力在中国本土研发出适用于本
地市场的核心产品及应用，采埃孚将不断加强本地化，深耕中国市场。
”
备受期待的 2019 上海车展将于 4 月 16 日拉开帷幕，采埃孚将携创新科
技产品阵容亮相。届时，目前汽车领域中功能最强大且具备人工智能的控制
器——采埃孚 ProAI RoboThink 将上演亚洲首秀。此外，为了支持自动驾驶技
术在量产车市场的落地，采埃孚将会在上海车展发布一款有关自动驾驶的重
要新品。沃夫翰宁 · 施艾德先生说：
“我们期待各位莅临采埃孚展台（5.2 号
馆 5BF101）
，了解我们卓越的产品和系统专业能力，发现我们实现未来出行
无限可能的巨大潜力。
”

往届图片

伟巴斯特

布雷博

秉持核心业务，打造电动出行产
品解决方案

赢得客户信赖，扩大中国市场
份额

伟巴斯特集团是几乎所有整车厂的

在过去的 2018 年，意大利布雷博

创新系统全球合作伙伴，世界 100 强汽

（ B r e m b o ）公司在中国市场取得了长

车零配件供应商之一。伟巴斯特是一家

足的发展。

有着 110 多年成功历史的德国企业。伟

布 雷 博 中 国 区 董 事 长 及 CEO

巴斯特的核心业务包括研发生产汽车天

“我们的
Stephane Rolland 先生介绍道：

窗系统、敞篷车折叠车顶系统以及加热

制动盘和卡钳两条产品线都取得了成功。

制冷系统。此外，伟巴斯特已在打造针

布雷博的主要客户包括华晨宝马、北京

对电动出行的产品组合解决方案，包括

奔驰、上汽集团、大众、捷豹路虎、比

动力电池系统和充电解决方案。

亚迪和南京依维柯。此外在新能源汽车

据伟巴斯特中国区总裁严和宁介绍，

市场，布雷博还赢得了蔚来汽车的订单。”

伟巴斯特于 2004 年在中国设立研发中
心，在伟巴斯特全球 7 大研发中心中规

为了进一步向公众展示公司的设计

严和宁先生

及先进技术，布雷博将以强大的产品阵容

Stephane Rolland 先生

模位列第二，目前有约 300 位高素质工 伟巴斯特中国区总裁

参加今年的上海车展。中国市场紧跟欧洲 布雷博中国区董事长及CEO

程师。伟巴斯特对研发基础设施做了大

和美国，成为布雷博全球第三大市场。

量投入，有淋雨实验室、光照实验室、盐雾试验室、噪音试验室、高温箱

“我们对未来中国市场的发展抱有强大的
Stephane Rolland 先生说：

和振动台及各种研发测试设备，为科研项目的开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奠定

信心。本次上海车展，布雷博非常荣幸地向公众展示世界级的先进制动技

了坚实的基础。伟巴斯特的研发内容包括天窗系统、敞篷车折叠车顶系统、

术，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扩大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影响，赢得更多消费者

高压电加热器、动力电池系统、充电解决方案及电子元器件开发等。

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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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萨塔科技

全面发力中国市场，完善电动化领域布局
森萨塔科技是全球领先的传感、电气保护、控制和能源管理解决方案供
应商。森萨塔科技全球高级副总裁、亚太区总裁常旌先生表示：
“在汽车及交
通运输领域，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车辆系统、汽车热管理系统、发
动机管理系统、国 VI 排放后处理系统、变速器控制和主被动安全系统中。在
中国，森萨塔科技的客户涉及了所有领先的合资、本土汽车制造商以及一级
零部件供应商。
”森萨塔科技在中国拥有近 400 名专业设计、研发及工程人员，
中国研发工程团队是森萨塔科技全球在尿素压力传感器、变速器速度传感器、
电池包压力传感器及电流传感器的技术核心，拥有多名领域内的技术专家。
在研发设施方面，森萨塔科技在常州设有专业的实验室，可进行几乎全
部的常规 DV/PV 实验，完成 90% 的失效分析，并具备生产全系产品样品的
能力，因此可对客户需求提供快速响应。为适应全球汽车电动化的发展趋势，
森萨塔科技从系统关键部件的电池、电动机和高压电子器件入手，开发了创

常旌先生

新传感技术及其解决方案，
以期满足车辆电动时代对安全与节能的需求。比如，

森萨塔科技全球高级副总
裁、亚太区总裁

森萨塔科技围绕电池安全和能效研发的无线电池管理系统和热失控传感器解
决方案，已经准备应用在某些 OEM 厂商的下一代车型上。
2018 年初，森萨塔科技在中国把电动车业务独立出来，成立了一个专门
的团队进行工程研发和业务拓展。未来，森萨塔科技将不断深化本土化策略，
结合传感器安全和能效方面的创新，进一步完善在电动化领域的布局，从市
场和技术两个层面更好地解决客户的“痛点”
，让电动汽车更安全、更绿色。
2019 上海车展期间，森萨塔科技全面展示在电动化、智能网联、自动驾驶和
车辆健康监控等领域的前沿技术。除此之外，森萨塔科技还展示应用于在传
统汽车、商用车及非道路车辆上的全系列产品。常旌先生说：
“森萨塔科技的

往届图片

展台位于 6.2 馆，展位号为 6BE020。在此我诚挚地邀请各位莅临森萨塔科技
展台参观交流。
”

安波福深入诠释移动出行新技能
前身为德尔福汽车的安波福公

列主动安全系统解决方案。

驾驶行为上。从本质上讲，安波福

司于2017年12月拆分其动力总成业

车内驾乘体验：安波福将展示其

系统的感知能力正从对对象的简单

务、以新的公司名字全新亮相，并

提高驾乘的安全性、互联性体验的一

监测及分类向对对象的理解及预测

宣布聚焦于加速推动主动安全、自

系列技术及相关解决方案，包括驾驶

性分析进化。

动驾驶、提升驾乘体验和互联服务

员感知技术、车内传感器、高性能计

等领域的商业化进程后，首次在中
国全面展出其前沿核心创新技术。

互联数据服务：安波福成功
开发移动出行服务平台。通

及解决方案。安波福的智能汽车架

过植入车辆的高级硬件与软

作为目前全球唯一一家同时在

构具有可扩展、可定制的特点，使

件，安波福移动出行服务平

汽车“大脑”和“神经系统”两个

整车厂免去了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设

台以更低的成本、更细致地

计新的架构的烦恼。

分析更多的车辆数据。平台

方面具有专长的技术公司，安波福
正在全面展示其在智能汽车架构、

主动安全：安波福将重点介绍其

算等。结合可扩展高性能计算应用、

提供高度可定制的云端网络应用，

主动安全、车内驾乘体验、互联数

结合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软件、

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以及软件和数

可以实现车辆全生命周期的实时数

据服务等方面的创新技术和解决方

数据、感知系统等方面的专长，为

据方面的专长，安波福的车内感知系

据管理。平台同时也为客户开发更

实现各级别的自动驾驶开发的一系

统已经从“走神监测”提升到“注意

多商业应用及解决方案提供了数据

案。安波福展台位于6.2H馆，展台
号6BE151。
此次车展，安波福将重点展出

力管理”，不
仅可以监测到

其在信号与动力传输、数据、中央

驾驶员在身体

计算和软件四个核心领域的创新及

上是否专注于

相关解决方案。

驾驶行为，更

智能汽车架构： 安波福创造性

基础。

能监测到驾驶

地提出了基于汽车的“大脑”和

员的认知注意

“神经系统”的智能汽车架构概念

力是否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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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风采

Features of Exhibitors

盖瑞特

开拓新技术新市场，竭诚提供最可靠服务
盖瑞特自 1994 年进入中国，是最早一批将涡轮增压技术引入中国的外
资企业，是开拓汽车领域技术六十多年的先行者和发明者，更是引领先进动
力总成技术和智能网联技术的创新者。
盖瑞特专注于三大核心技术：涡轮增压器、电动增压产品和智能网联汽
车软件。在本届上海车展上，观众可以看到近 20 款上市的新车搭载盖瑞特的
产品，包括“可变截面 + 废气旁通”柴油两级增压技术，还有汽油可变截面
技术，能提升油耗表现 10% ～ 15%，并提升瞬态响应。这些新技术都帮助
客户提前达到国六的排放标准。
盖瑞特还展出适用于混合动力汽车的电动涡轮增压技术和氢燃料电动压
缩机产品。前者采用一体化设计，不仅降低系统复杂性和封装，而且将多余
的废气能再转化成电能，用于电池充电或直接驱动车辆。后者是氢燃料电池

金晨海先生

汽车走向商业化的核心部件。盖瑞特继本田 Clarity 氢燃料电池车问世以来，

盖瑞特高增长地区（中国和
印度）总裁

在全球参与了 10 多个 OEM 项目，为氢燃料电池汽车开发电动压缩机。
盖瑞特拥有世界上涵盖范围最广的涡轮增压产品矩阵；为业内最广泛的
发动机应用开发了丰富的产品组合，包括适用于汽油、柴油、天然气、混动
和氢燃料等多种动力总成方案。盖瑞特还针对网联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全
球汽车技术发展，开发监测车辆性能和健康状况与车辆网络安全的差异化软
件解决方案，提升车辆运行的安全性。目前，盖瑞特在中国设有上海和武汉
两家世界级先进制造工厂，以及超过 200 名的工程研发团队，具备端到端的
工程能力和服务能力，竭诚努力为中国的客户提供最先进、最可靠且最优质
的技术与服务。

捷太格特

加强在华研发能力，做中国客户的优质供应商
自光洋精工（Koyo）和丰田工机（TOYODA）合并，于 2006 年 1 月
成立捷太格特（JTEKT）以来，一直秉承“通过产品的生产，回馈社会的
信赖，为了人们的幸福、社会的富足贡献心力”的企业理念，通过汽车转
向器、驱动零部件、轴承和机床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在中国与当地供应商、
合作伙伴及代理店倾力合作，为中国客户提供丰富、优质的产品而不懈努力。
1995 年第一家在华工厂成立至今，捷太格特已在无锡、厦门、广州、
佛山、大连、长春、天津和新乡等地成立了 6 家轴承生产工厂、7 家汽车
零件生产工厂、1 家机床制造销售企业、2 家技术中心和诸多关联公司。负
责捷太格特产品销售和地区统括职能的“捷太格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位于上海市长宁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加强在华研发能力，捷太格特于 2010 年 5 月在

立石修治先生

江苏省无锡市成立了“捷太格特科技研发中心（无锡）有限公司（JRDC）”。

捷太格特（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

JRDC 通过“技术设计”、“试作”和“实验”三位一体的服务，为能够在
短期内给中国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方案而不懈努力。2019 年，捷太格特着
力开发中国自主品牌客户，致力于为中国本土汽车制造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与高质量产品。
此次捷太格特响应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AAM）和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
的号召，积极参加 2019 上海车展，着力展示具备环保等先进技术的汽车转
向器、驱动零部件、轴承和油封等产品。捷太格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立石修治先生表示：
“本着‘在中国，为中国’的精神，捷太格特集团 25

往届图片

家在华企业齐心协力，做中国客户的优质供应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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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K

特殊陶业推出售后 NGK 点火线圈
在 2019 年上海车展的展会现场，我们又看到来自特陶实业的“NGK ”
火花塞和“ NTK ”陶瓷这两个熟悉的产品品牌。
在超过 80 年研发与发展历程中，以特殊陶瓷为核心技术，特殊陶业
不断创新研发并制造出众多先进的火花塞产品与传感器，满足来自全世
界客户源源不断的需求。特殊陶业本次参展的最大亮点，无疑是 NG K 点
火线圈首次在国内正式亮相。
此次展会，特殊陶业将全新发布面向售后市场的 NG K 点火线圈系
列产品。据了解， NGK 火花塞以尖端的技术实力和产品品质，目前被几
乎所有的知名汽车生产厂商所采用，并且在代表最高赛车水平的 F1 和
WRC 世界拉力锦标赛等赛事中，几乎所有参赛车队也都使用 NGK 火花塞。
因此，同样作为点火系统中与火花塞齐名的一份子，本次 NG K 点火线圈
的亮相充满看点。

长谷川 和伸 先生

采用全球统一的质量标准，全品类产品开发，更高的适配覆盖率，
NG K 点火线圈在国内市场的上市，无疑是与 NG K 火花塞强强联手，让
NGK 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汽车售后市场，给终端客户更优的驾乘体验。

特殊陶业实业（上海）有限
公司/上海特殊陶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不仅在点火系统零部件的开发与传感器的研发，日本特殊陶业的核
心技术优势在于高性能陶瓷技术、陶瓷体和金属结合技术，并继续在新
能源汽车、固体氢化物燃料电池及医疗护骨材料材质中倾注科研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被广泛运用于电动摩托车、电动汽车的全固体电池技术，
预计 2021 年初将在月球上进行实验，引领新能源产业发展革新浪潮，未
来可期。
谈及未来的市场，特殊陶业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 上海特殊陶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长谷川 和伸 先生表示：
“作为全球领先的火花塞
品牌，在做好全球及中国汽车市场的同时，我们更加重视和展望未来瞬
息万变的中国后市场”。
近年来，随着 NGK 产品在国内销量逐年大幅提升，在获得更多终
端车主认可的同时，NG K 也将继续完善售后市场营销工作，并继续推行
APS 授权销售店支持及全新 ARS 项目。
NGK 在不断提升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更通过广宣物料及技术支持、
构建完善销售网络渠道、多纬度产品相关知识技能培训等，为广大客户
创建有序的市场环境，同时坚持与代理店合作共赢，助力线下营销全面
往届图片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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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展示

New Cars Show

宝马

宝马历史上第一款全尺寸 SUV——X7
自从宝马在进入新千年后推出了第一款SUV，
即X5后，宝马家族的SUV车型一直没有涉足全尺寸
SUV领域。不过，自从X7在去年发布以来，这一历
史已经结束。本次车展，宝马X7的亮相让竞争对手
倍感压力。
宝马标志性的“双肾”形进气格栅尺寸比以往
车型更加宽大，配合扁平狭长的激光大灯，在气势
上绝对给人留下过目不忘的印象。
宝马X7的三维尺寸分别为5151mm、2000mm
和1805mm，轴距达到3105mm。三排座椅可提供
2+2+2的6座和2+3+2的7座两种布局，以满足消费
者多样化的选择需求。
在动力方面，宝马 X7 搭载 3.0T 直列 6 缸发动
机，最大功率250kW，最大扭矩450Nm。两款动
力都将配备xDrive四驱系统，并匹配8速手自一体变
速器。此外，入门版车型还将配备动态减振控制系
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

梅赛德斯－奔驰

秉承新一代设计语言的奔驰 GLE
从奔驰最新A级和CLS车型开始，奔驰启用了倒三角车灯+圆角梯
形中网结合的设计语言。这是奔驰设计总监戈登·瓦格纳的又一次大胆
尝试。至此，奔驰的设计将进入到三种设计语言并行的时代。（另外
两套设计语言以S级车型和迈巴赫至臻概念车为代表）
新车的轴距相比老款增加80mm，达到2995mm。车身侧面，宽C
柱和隐藏式D柱等经典设计，均在新车得以保留。新车优化的车
身线条保证了仅为0.29的风阻系数。饱满圆润风格的车尾
更显运动感。全新的柳叶型尾灯组进一步突出了该车在
奔驰家族中的运动属性，配合双边排气和银色底盘护
板设计，彰显奔驰全新SUV家族的特征。
动力方面， 350 4MATIC 车型搭载 2.0T 直列四
缸汽油发动机，最大功率 258PS ； 450 4MATIC 搭
载 EQ Boost 3.0T 直列 6 缸发动机，并采用 48V 微混系
统，最大功率 367PS ，峰值扭矩 500Nm 。传动方面，新
车将匹配9G-TRONIC自动变速器，并搭载全新全时四驱系统
（4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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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奥迪 Q3

重新定义小型 SUV
外观方面，新款奥迪Q3采用家族
最新设计语言，层次感强烈的进气格
栅以及炫丽LED前照灯组让新款Q3看
起来更具有运动元素。同时新车还搭
配两种外观套件，以及多种不同颜色
的车身颜色可供选择。
内饰部分，新款 Q3 采用了奥迪
最新虚拟驾驶舱设计。为了体现科技
感，奥迪Q3使用了12.3英寸全尺寸彩
色液晶仪表和10.1英寸中控触控屏。
同时配备可支持语音控制功能的MMI
多媒体交互系统。新车还配置了ACC
自适应巡航、车道偏离预警和防碰撞系统等主动安

机，两款发动机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器，换挡加

全配置。

速非常平顺 。该车将在一汽－大众长春工厂生

动力方面，Q3将搭载2.0T和1.4T涡轮增压发动

产，不日将正式上市。

斯柯达

VISION iV 概念车

本次亮相 2 019 上海车展的斯柯达
VISION iV在车型后部搭载了一台输出
功率为150千瓦的电动机以驱动后轮，
最高速度达 160 公里 / 小时，可实现零
排放行驶。被紧凑地安装在车身底部
前后轴之间的锂电池容量为83千瓦
时，可支持高达500公里的续航里程。
斯柯达 VISION iV 概念车拥有动
感、感性和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的车
身线条，以及宽敞的座舱空间。其他
亮点还包括直瀑式进气格栅垂直板条
中的发光玻璃嵌件以及取代传统后视
镜的摄像头。斯柯达VISION iV概念车
的仪表盘分为两层，大尺寸的独立触
控屏如同悬浮在仪表盘之上。该车型
搭载的创新技术为车辆提供更多安全
性和舒适性；信息娱乐系统和数字化
功能的运用也标志着全新出行时代的
开始。智能手机可直接集成到车上搭
载的信息娱乐系统中，甚至可作为解
锁汽车的数字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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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技术

Innovative Technology

聚焦四大趋势，海拉智创未来出行
汽车照明与电子产品专家海拉，

用在起停功能上。基于 48 V 技术为

一直以创新科技驱动自身不断前进。

轻 型 混 合 动 力 提 供 动 力 电 子 产 品，

面对转型升级的汽车市场，海拉聚

如 48 V 电 池 组 将 48 V 锂 电 池、 电

焦市场发展的四大核心趋势：节能

池管理系统和 DC/DC 转换器集成在

与电气化、互联与数字化、自动化

一个产品中，提高汽车动力系统的

和个性化。加大研发投入，整合行

综合性能。

业资源，综合提升四大趋势相关的
实力。

除此之外的双电压电池管理系
统，利用传统铅酸电池的空间，将

节 能 与 电 气 化：海 拉 一 直 致 力

各个传统的 48V 轻混产品整合在一

于 推 进 节 能 与 新 能 源 汽 车 的 发 展。

起，实现锂电池在 12V 或 48V 电气

海拉新能源产品适用于微型混合动

系统中的应用。在全混合动力汽车

力、轻型混合动力、全混合动力以

和纯电动汽车上，海拉提供集成电

及纯电动汽车。微型混合动力是迈

隔 离 的 分 流 器 式 高 压 电 流 传 感 器。

向绿色出行的第一步。基于数年电

在全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上，

池传感器的研发和生产经验，海拉

海拉电池管理系统（BMS）能够高

Access，基于生物特征 ( 人脸、掌

24GHz 和 77GHz 雷 达 产 品、 摄 像

提供的电池传感器解决方案可以应

精度同步采集电压电流信号，支持

纹 ) 的 Smart Biometric Access，基

头 软 件 和 振 动 传 感 器（SHAKE）。

电池运行状态的实时

于 UWB 定 位 技 术 的 Smart UWB

雷 达 产 品 助 力 多 项 驾 驶 辅 助 功 能：

评 估， 而 且 主 动 式 绝

Access，还有基于 NFC 以及可穿戴

盲点检测、后方预碰撞保护、变道

缘检测技术为高压使

蓝牙设备的个性化解决方案。同时，

辅助、后侧方交通预警、开门辅助、

用安全提供可靠保障。

海拉为 HELLA Smart Access 提供

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预警和侧方碰撞

在 车 灯 领 域， 海 拉 在

了完善的安全解决方案，确保车主

减轻等。此外，摄像头软件系统可

引领照明科技的同时，

免受盗抢危险困扰。除此以外，海

实 现 各 种 道 路 信 息 的 识 别 与 检 测，

努力降低灯具能耗。

拉基于云数据的空气质量管理系统

为自动驾驶各阶段的发展提供技术

通过车载 PM2.5 传感器和云功能优

支持。振动传感器（SHAKE）可实

数字化让出行变得简

化车内空气质量。海拉 PM2.5 传感

时检测泊车受损、监测行驶路面状

便、 高 效 和 舒 适。 海

器检测车内外的空气质量，帮助驾

况 并 在 接 触 障 碍 时 启 动 紧 急 制 动。

拉新一代车辆进入

乘者降低颗粒物带来的空气污染危

结 合 人 工 智 能 和 深 度 学 习， 激 光

系 统 HELLA Smart

害。数字化的发展助力汽车智能照明

雷达（LiDAR）的最新成果也会在

Access， 为 客 户 提

的发展。海拉开发数字化汽车照明，

2019 上海车展展示，为自动驾驶的

供多技术方案融合的

数字化的照明通过自动调节照明强

到来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案。

可定制化车辆进入系

度，实现智能化的照明，增强道路安

统 方 案。 其 中 包 括 基

全性。

互 联 与 数 字 化：

于蓝牙定位的车辆进

自 动 化：海 拉 为 自 动 驾 驶 提 供

入 系 统 Smart BTLE

成熟的驾驶辅助功能性产品，例如

个性化：个性化趋势的发展势不
可阻挡，更是彰显个性的重要造型元
素。海拉 LED 交互型车身照明为驾
乘者带来不一样的个性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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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 德 演 示“ 现 场 成 型 ”
（FIP）密封技术

全自动
发泡密封
粘接、灌封

在 2019 上海车展上，胜
德（苏州）密封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胜德”）向中国汽
车行业展示其产品和服务，并
演示“现场成型”（FIP）密封
技术，参观者可体验胜德的 3
组 件 DM 403 混 合 和 配 料 机
的精确度。事实上，中国的汽
车行业已受益于胜德的专业技
术。胜德多年在汽车、电子、
过滤器和照明等应用领域累积
下来的经验，已转化为他们的
专门工艺技术。
自 2017 年 7 月，胜德集团正式成为汉高（杜

下游过程直到最终装配都可以提早开始。

塞尔多夫）公司的一部分，汉高是全球领先的创

如果自动 FIP 技术足够可靠，则可批量应用

新密封技术系统供应商之一。胜德 System3 的概

于需要零误差的汽车制造业中，这将是一个额外

念，包括材料、机器，以及密封 / 胶合 / 灌封部

的优势。因此，胜德在其配料系统中使用了 CNC

件的合同制造。聚氨酯或硅树脂的泡沫密封 / 胶

控制的线性机器人，该机器人能以不同的速度将

合 / 灌封产品，亦可依据客户要求开发；机器配

混合头精确地移动到组件轮廓上进行配料。

置可根据不同的生产概念进行调整，合同制造的
范围更可以从原型采样到小型及至大型的生产规
模。胜德自行生产聚氨酯材料，不用依赖进口，

材料性能的多样性
汽车生产中使用的零部件和组件装配后必须

这样可以为客户提供快速的交货时间以及小批量

密封，防止受潮、扬尘和有害介质的入侵。 胜德

生产，从而延长材料的保质期。

的泡沫密封 / 粘合剂 / 灌封系统在汽车行业可谓

“FIP 已成为最先进的部件密封 / 胶合 / 灌

大有用武之地。例如，Fermapor K31（聚氨酯基）

封技术，是各行业中高效、精确和经济的生产

低排放发泡带垫圈可以密封进气口；Fermapor

方式”
，胜德（苏州）密封系统新任董事总经理

K31 快速固化发泡密封条具有非常短的表干时

Santiago Jove 说。自 2018 年中，Jove 接替了

间，适用于高度同步的汽车生产。不同硬度的聚

2009 年创立公司的 Peter Fischer，Jove 将带领

氨酯 Fermaglue 双组分粘合剂，则可用于粘合各

胜德成为在中国提供自动化密封解决方案一站式

种汽车部件。Fermasil 硅树脂泡沫垫圈，因其耐

技术服务的公司。FIP 密封技术特别适用于汽车

温性，可用于发动机舱内的密封。

制造中高度同步的批量生产，这些零件使用胜德

聚氨酯灌封系统 Fermadur，适用于各种应用

的混合和配料机线性机器人进行加工，六轴机器

领域，包括表面涂层、过滤器粘合和封装电子汽

人则负责加工复杂三维几何形状的零件，在材料

车组件，如连接器插头、继电器、变压器、冷凝

配料方面，精确地应用零件的轮廓，FIP 的优势

器和传感器等。用于汽车空调系统的 Fermapor

变得非常明显。

K31 泡沫密封件可以确保进气通道的花粉过滤器

胜德（苏州）密封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才华，

无泄漏，因此没有未经过滤的空气通过过滤器进

向参观者解释现场成型（FIP）技术的另一个优势：

入车内。密封剂的抗菌性能，可防止微生物附着

“FIP 密封也是一种非常经济的生产技术，既省时
又省成本，液体垫片材料 100％使用，不像传统

展位 :5BJ121/5.2 厅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Sonderhoff——您的现
场成型技术（FIP）专家
作为 Henkel AG & Co. KGaA（德国汉高公司）
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在中国的 FIP 技术应用之
领先供应商，我们始终是伴随您的专家。
您可以从我们的工艺流程秘诀和长年的工作经
验中获益匪浅。我们为您提供品种范围宽泛的
密封、粘接和灌封材料系统，以及相应的供料
设备。
我们在苏州的 PUR 生产基地可以随时为您提
供产品。如需在我司设备上为您的产品进行打
样或为您的工件进行来样加工，请随时联系我
们！
sonderhoff.suzhou@sonderhoff.com
www.sonderhoff.com

在空气管道上使用的过滤器密封件上。因此，空
气过滤器符合 VDI 6022 的卫生要求。

的预制摩斯橡胶密封件那样因冲孔或废料造成损
失，由于材料系统可在室温下固化，因此不用考
虑能源成本。”

FIP 增加产品价值
胜德的配料机和材料系统运作相互配合，并
根据客户要求，胜德材料系统的不同固化和表干
时间可单独调节，这使得制造过程更加高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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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Exhibits

131

1

BF10

5
5.2H

采埃孚

舍弗勒

6B F
6.2H

1

BF00

盖瑞特

6
6.2H

mSTARS 模块化半拖曳臂式后悬架
系统

用于自动驾驶的 Space Drive 线控
驱动技术

氢燃料电池电动压缩机、电动涡轮
增压器

在这一创新性的乘用车电驱动悬架系统

在未来自动驾驶车辆上，车辆的操控不再

氢燃料电池电动压缩机采用两级压缩机的

中，电动机、带有差速器的变速器、壳体、冷

通过机械的方式，而是通过线束发送电脉冲信

设计结构，400 kPa 压力，125 g/s 增压气流量，

却设备和带控制软件的功率电子模块等，被全

号来实现，这项技术被称为“线控驱动”技术。

能够持续为燃料电池汽车带来 103 kW 的最大

部集成为一套完整的电驱动系统，整个系统轻

作为全球领先的线控技术企业，舍弗勒帕拉万

功率，超高转速电机，转速能达到 100 000 r/

巧而紧凑，最大输出功率达到 150 kW。该产

公司开发的 Space Drive 线控驱动系统是一款

min。它具有三大优点：①独特的空气动力学设

品基于模块化理念打造，可从“零排放”和“零

可投入市场应用的成熟技术，为实现自动驾驶

计，获得超高性能表现，提升电池堆输出密度，

事故”两个方面，助推采埃孚向“零愿景”再

提供了基础。

达到 3.1 kW/L 最高水平；②业内首创的空气轴

进一步。从零排放的角度来看，mSTARS 系

除 了 电

统可采用电驱装置实现汽车电动化达到节能环

子加速器和

帮助电池堆体积缩小了 33%，实现发动机罩内

保。从零事故的角度来看，采用 mSTARS 并

制动激活装

搭载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搭载采埃孚后轮主动转向 AKC 的系统可以极

置，S p a c e

电动涡轮增压器适合追求最佳系统效率的

大地提升车辆的安全性和灵活性。mSTARS 系

Drive 还 具 有

车型 , 能够显著改善发动机低速扭矩，消除涡

统可同时适用于传统动力汽车、混合动力汽车

线控转向功

轮迟滞现象，大幅提升发动机响应速度。该产

及纯电动汽车等多种不同驱动形式的车型，并

能， 通 过 纯

品设计紧凑，便于安装布置，满足发动机小型化

且能够与采埃孚 AKC（主动式后轮转向系统）、

电控方式进

需求，还能提供废热能量回收能力，降低油耗。

ERC（电动防侧倾控制系统）、CDC（连续阻

行安全可靠

它具有以下特点：①废气旁通涡轮增压器和高速

尼可调减振器）等先进技术进行组合，帮助车

的 车 辆 转 向，

电机的集成；②转子转速达 180 000 r/min ；③转

企只用一种基础后桥悬架设计即可快速地响应

不再需要方

子响应时间 : 1 s@1 250 erpm，实现 90% 目标

不同市场和客户需求，如电动化、四轮转向等。

向盘、转向柱和相关的机械联动装置。即使在

压力；④具备能量回收能力；⑤适用于 MHEV

同时，汽车制造商只要对底盘进行较小的调整，

有方向盘的半自动驾驶车辆中，不需要转向杆

和 PHEV 的车辆。

就有可能将 mSTARS 系统搭载到现有车辆上。

可节省空间，为车辆和驾驶室内部设计提供了

该 产 品 适 用 于 B 级 以 上 乘 用 车（ 轿 车、

新的可能。线控转向是自动驾驶汽车的关键技

SUV、MPV）独立悬架后桥模块；B 级以上乘

术，安全及可靠性高的转向是此项技术的基本

用车电驱动后桥模块；长轴距（>2 800 mm）

要求。Space Drive 具有三重冗余，是目前世界

乘用车配合后轮转向以提升车辆灵活性和安全

上唯一一款按最高质量和安全标准制造的集成

性。该产品受到希望打造高性能、模块化、配

式线控驱动解决方案，已通过极其严格的 ISO

置丰富（电驱动、后轮转向、主动防侧倾、阻

26262-ASIL D 功能安全认证、TÜV 及道路认

尼可调减振器、轻量化零部件、电子驻车、域

证。在与 GPS、雷达或其他传感器结合使用时，

控制器等）车型平台的各大主机厂青睐。

Space Drive 可帮助实现 L4 ～ L5 级自动驾驶。
在同类系统中只有 Space Drive 在全球多个国
家 / 地区获得道路使用许可。

特殊陶业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5.2H

承，超低静音，且杜绝油脂污染；③紧凑型布置，

氢燃料电池电动压缩机

电动涡轮增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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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巴斯特

6B
6.2H

模块化设计的商用车动力电池系统
伟巴斯

Space Drive 系统已经在残疾人车上得到验

特动力电池

证，且拥有 10 亿 km 公共道路上无事故行驶记

采用全球统

录，为快速发展的自动驾驶市场提供了一款成

一的设计标

熟可靠的技术解决方案。

准和语言 , 满

Space Drive 系统可以单独用于汽车行业中

足多个区域

与安全相关的领域，还可以用于农业技术、施

和国家的法

工设备、商用和特种车辆、国防工业以及作为

规要求，在能量密度、安全性、使用寿命、成

独立市场分支的残疾人出行领域。

本上有机结合，提供高性价比的动力电池产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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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伟巴斯特的动力电池全部采用铝挤出型材
来制作壳体，相较于钣金壳体或铸铝壳体，在
产品重量及模具成本上大大降低。同时伟巴斯

NGK 火花塞、NTK 氧传感器、NGK 点火线圈

特的动力电池系统通过系统级的设计，已经通

NGK 火花塞，拥有超过 80 年的品牌历史，

新以满足日益严苛的尾气

过了最严苛标准的热扩散测试（包括二次针刺

凭借超高的技术实力与值得信赖的产品品质，目

排放控制需求，NTK 氧传

实验）
。同时，
还将热管理系统集成在下壳体中，

前几乎成为世界上所有著名汽车生产厂商采用的

感器正不断丰富着产品阵

使得系统集成度更高，热管理更高效。随之而

配套火花塞品牌。为各种车型提供更为匹配的产

容。此外，
致力于点火核心系统的不断开拓与进取，

来的是使用寿命以及安全性的综合提升。

品，同时也以更尖端的技术，赞助参与世界各项

更好的服务汽车生产厂商，NGK 点火线圈即将在

另外，伟巴斯特自行研发的 BMS 系统基

顶尖赛车运动赛事。另外，作为净化汽车尾气不

国内市场上市，通过点火线圈与 NGK 火花塞的完

于 Autosar 的软件架构，充分满足了功能安全

可或缺的零部件，NTK 氧传感器被全球众多汽车

美适配，势必将给终端客户更优的驾乘体验。精

ASIl C，使电池系统 SOC 测算更精确 ,SOH 管

生产厂商所采用。以向着环保和高性能化技术革

工品质，新产品，新体验。

理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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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掌控路上的
未知情况？
您不必担心。
无须强求预知一切，做好准备已然足够。

采埃孚的摄像头、雷达系统和传感器能够比人眼更好地探测路况。采埃孚的互联化
安全系统有助于车辆迅速作出判断，为驾驶员提供反应建议。采埃孚的创新型辅助
系统⸺使不可预见的危险变得不再可怕。

采埃孚展台

5.2展馆

(5BF101)

zf.com/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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