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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SHANGHAI 2019 共创・美好生活
2019年 4 月16-17日，万众瞩目的2019上海车展向媒体记者开放。随着最近几年汽车行业的发展，新能源汽车、自动驾
驶、未来出行以及汽车核心零部件创新等话题都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本次上海车展就集中展出了主机厂和零部件供应商在这
些方面的最新科技创新成果。在两天的媒体日当中，全球主流主机厂、零部件供应商都在讲电气化、智能联网、自动驾驶及未
来出行的相关技术，都在畅谈构建未来出行生态。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会还特别设立了“未来出行”专区，聚集了数十家企
业，集中展示了自动驾驶各细分领域中的前沿科技与解决方案，包括5G、人工智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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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盛况

Exhibition Overview

在整车展区，各大主机厂都在展

田纺织、海拉、伟巴斯特、本特勒、

盘转动，车轮亦随之转动，中间

型化、轻量化。

示各家的自主创新成果和面向未来的

诺贝丽斯、森萨塔、伊顿、德纳、布

却没有机械连接的线控转向技术

伟巴斯特通过科技感十足的概

前沿技术，自动驾驶是其中一个最大

雷博、盖瑞特、博泽、恩智浦等国际

（SBW：Steer By Wire），线控转

念车模型，向观众展示了一系列面

的亮点。

一流的供应商，各家企业为现场媒体

向可提升方向盘布局的自由度，通

向未来移动出行的创新理念。全新

备受期待的奥迪 AI:ME 概念车首

深入解读了关键的零部件技术及其最

过转角控制可实现安全、舒适的转

概念车模型搭载了自动驾驶、电动

秀，该车采用电动驱动，搭载丰富的

新针对自动驾驶、新能源及未来出行

向，即使有路面冲击，也可实现自

出行及舒适驾乘的解决方案，为驾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配备 L4 阶段自动

的技术解决方案。

然的转向感受。可伸缩管柱模块

乘新体验展开了一副未来画卷。

驾驶技术，通过myAudi可以更深层次

博世无人驾驶电动巴士概念车首

（Retractable-column module）技

更多关于自动驾驶及未来出行

地满足用户的多种个性化需求，为用

次在中国亮相。这辆概念车展示了集

术使得车辆在自动驾驶模式下，方

的更多深度报道，敬请关注AI《汽

户提供家庭和工作场所之外的“第三

最新的电气化、自动化、互联化、

向盘可自动收纳，为驾驶员提供更

车制造业》的直播间，以及微信、

起居室”，展现了未来汽车生活的所

个性化为一体的解决方案，立足零排

舒适的驾驶空间。捷太格特通过自

网站、杂志等全媒体平台的持续报

有可能性。

放、零事故、零担忧的未来交通愿

主设计，实现了该模块的进一步小

道。（文/马璞）

在宝马的展位，我们看到了科技

景，打造全新的出行方式和移动服务

感十足的“ THE VISION iNEXT ”概

生态系统，同时记者也了解到，博世

念车。该车提供两种驾驶模式：主动

即将于2020年初开始部署L4及L5级别

驾驶模式和自动驾驶模式。在主动驾

的无人驾驶技术，同时也在积极推进

驶模式下，驾驶者可体验到电力驱动

人工智能的研发，将深度学习与自动

系统带来的强劲动力和静谧的驾驶体

驾驶感知系统融合以进一步提升自动

验，并真正做到零排放。在自动驾驶

驾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模式下，则为驾乘者打造了一个舒适

采埃孚新一代车用超级计算

安全，可享受娱乐，亦可专注驾驶，

机——ProAI RoboThink首次亮相亚太

以满足驾乘者的多样化需求。据了

区。该系统的模块化和可扩展特点能

解，THE VISION iNEXT的量产车将于

使车辆制造商和移动出行服务商从中

2021年在丁格芬工厂投产。

受益。结合采埃孚的传感器组件，能

除此之外，国内新势力造车企业

助力四级以上的自动驾驶汽车与共享

也都在展示自家的最新智能化技术。

服务。与此同时，搭载采埃孚第二代

小鹏汽车P7正式亮相，P7依托“两大

ProAI产品的采埃孚coPILOT样车全球

硬件基础”，实现智能能力的全面跃

首发，它能满足L2+自动驾驶的需求。

升。何小鹏先生表示，小鹏汽车的目

在恩智浦的展位，记者了解到，

标是成为智能汽车的领导者，在视觉

恩智浦在基于RFCMOS的77GHz汽车

AI、语音交互、即将到来的5G和V2X上

雷达传感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该技

做前瞻探索和创新。

术将对ADAS下一阶段的发展起到关键

在零部件展区，聚集了博世、大
陆、采埃孚、舍弗勒、捷太格特、丰

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首次以供应
商的身份参加了上海车
展。华为徐直军先生表示
道，华为要基于ICT技术，
推出了汽车数字化解决方
案，成为面向智能网联汽
车的增量部件供应商。
在捷太格特展示的概
念车中，我们可以看到，
捷太格特关于未来汽车技
术的构想。概念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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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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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建议
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新型城市智能

部委，涉及领域涵盖汽车、交通、电

应的法律法规。一方面，需要积极开

业融合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推动打

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

子、通信和互联网等多个行业，需要

展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针对智能网

造完整的智能网联汽车自主技术链和

加强车、路、人之间的联系，为构建

从政策、法规、标准、测试及示范等

联汽车车载终端、通信协议、测试评

产业链。

新型综合运输系统等发挥关键作用，

方面协同推进。因此，需要加强部门

价、信息安全以及其他关键技术制定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快速发

成为智能交通与智慧城市的重要支

合作、领域协同，集聚国内各行业产

统一标准。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适

展，为促进产业迅速落地与产品安全

柱。对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笔

学研用创新资源建立国家智能网联汽

用于智能网联汽车的道路交通规范制

运行，与其相关的测试评价及示范应

者有如下建议。

车创新中心等行业组织或机构，构建

修订工作，推动实施对《道路交通安

用变得日益重要。因此，要加快完善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跨行业、

“技术、资本和产业”三位一体的技

全法》等法律的修订，完善关于交通

测试评价技术，加强跨部门、跨领域

跨领域属性突出，主管部门包括发改

术创新体系，助力我国汽车工业的转

事故责任认定的法律法规，构建符合

测试评价机构协同配合，建立健全智

委、工信部、交通部和公安部等多个

型升级战略，承载和践行智能网联汽

国情的智能网联汽车法律体系。

能汽车测试评价体系架构及测试基础

车国家发展
战略。

目前，我国汽车产业相关的整车

数据库；重点研发虚拟仿真、软硬件

及部分关键零部件领域的核心技术尚

结合仿真、实车道路测试等技术和验

智 能

不具备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与智能

证工具，以及整车级、系统级和零部

网联汽车作

网联汽车相关的车载视觉、激光雷达

件级的测试评价系统；推动企业、第

为深度融合

和毫米波雷达等高性能传感器、专用

三方测试评价机构能力建设，建立国

各领域的新

芯片、车载计算平台及智能操作系统

家级智能汽车技术试验及安全运行评

兴事物，产

等关键基础零部件领域上落后于世界

价中心。

业链体系较

先进水平。因此，我们在推进智能网

（本文节选自《智能网联汽车

为庞大，其

联汽车产业发展的核心要务便是解决

发展战略研究》，作者：中国汽车技

发展依赖于

相关领域关键技术空心化问题，需要

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王羽杨晨光；来

统一的标准

形成一定的技术领先优势，大力发展

源：《AI汽车制造业》设计与开发第

架构及适

产业前瞻技术、共性关键技术和跨行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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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Event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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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布雷博

全新紧凑铝制动卡钳 FlexiraTM

5BF1
5.2H

布雷博展台将展出全新紧凑铝制动卡钳
TM

加特可株式会社

5

BG02

5
5.2H

中混车用变速器
加特可展出针

Flexira ，该卡钳与浮动式铸铁卡钳相比，可

对汽车电动化趋势

有效减少车重。这种新概念卡钳超越了轮胎内

的 新 技 术。 加 特 可

部空间的节约极限，专为小型车量身打造。高

开 发 的 48V 中 混 车

端运动车型为布雷博的传统市场，截至目前这

用 变 速 器， 适 用 于

一仅在高端运动车型上搭载的制动器，在同

多种混合动力汽车

样确保制动的安全性和制动性能的前提下，现在被应用于量产车型，而量产车型具有

的电动化的解决方

较少的适应极端驾驶条件的技术特性。除此之外，还将展出以整车示意图为背景的布

案。 即 使 在 最 佳 工

雷博线控制动器，该产品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布雷博立足市场需求，应用制动力再

况 状 态 下 也 有 40%

生、零牵引力矩和能耗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了线控制动产品的性能。线控制动器的

的动力由 EV 电力系统提供，燃油经济性与 CVT8 相比提

研发顺应汽车市场的发展趋势，超前满足客户需求。此外，布雷博还将在专属区域展

升了 15%。这符合中国燃油规定的最新要求。

示 EPB——电动驻车制动器产品系列。该产品系列可改善驾驶舒适性，减少制动系统

加特可主要客户包括日产汽车株式会社、三菱汽车工

的部件数量，提高性能，增加安全性，从而确保在任何条件下的顺利驻车。该产品系

业株式会社、铃木株式会社、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加特可

列主要由 ECM（电动组合单体）
，EP（电动驻车制动器）和 ECS（机电组合滑动装置）

这项新技术适用于燃油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领

构成。当然，也少不了布雷博制动盘产品系列和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制动产品的展示。

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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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展示

New Cars Show

玛莎拉蒂

Levante GTS 为驾乘者展现极速旅行之美
玛莎拉蒂Levante GTS搭载3.8升双涡轮增
压 V8 发动机，最高功率达到 550 马力，最高时
速为292 公里/时。从静止加速到时速100公里
仅需 4.2秒。
Levante GTS配备了运动风格的8速ZF自动
变速器。同时，Levante GTS不仅拥有高刚度和
低重心的底盘，而且其前轴与后轴之间的重量
分配也达到了最理想化的50:50，令驾驶者体验
到最为极致的操控乐趣。
玛莎拉蒂智能集成式车辆控制（ IVC ）系
统与电子稳定性程序（ ESP ）相结合，增强了
Levante GTS的极限操控能力。同时，IVC系统
也经过了特别调校，以减轻SUV车型常见的转
向不足倾向。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转向不足/转
向过度控制功能与IVC系统配合，驾驶者能获得
更加自然和可预知的转向感受。此外，该系统
可对方向盘上的转向扭矩进行实时控制，为驾
驶者提供最佳反馈。
新型换挡杆的造型极富力度，并且采用更
符合操作习惯的换挡方式、更短的操作行程和
更强的操控功能，且包裹的高端皮革提供了舒
适的手感。重新设计的仪表板样式如同一个计
时器，其灵感来自玛莎拉蒂的赛车传统，再一
次展现了Levante GTS的运动风格。

保时捷

SUV 运动化的最佳诠释——Cayenne Coupe
保时捷Cayenne Coupe的前脸设

结合，再次突出了保时捷 Cayenne

计基本保持了现款保时捷Cayenne的

Coupe 的运动特质。此外，新车还

风格，新车最大的变化集中在车身侧

可选装轻量化运动组件，其中包括

面及车尾处，也就是轿跑SUV式的车

中心下沉式的碳纤维车顶、 22 英寸

身设计。新车车顶线条从后部开始向

GT Design轮圈、带有格子纹的座椅

下延伸，圆滑的弧线勾勒出溜背式

以及采用碳纤维饰板和 Alcantara 面

的车身造型，与窗框线条共同构成

料的内饰等。

修长的C柱造型。车尾部分，保时捷
Cayenne Coupe依旧采用了贯穿式的
尾灯，结合后保险杠下方的扩散器和
双边共四出排气，显得动感十足。
保时捷 Cayenne Coupe 的内饰
设计与现款保时捷 Cayenne 基本相
同。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标配了保
时捷主动空气动力学系统（PAA），
车尾部分的扰流板采用了可伸缩式
的设计，在车速达到90km/h时会自
动打开，与车顶的固定式扰流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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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汽车

系列概念车——ID. ROOMZZ 概念车
大众ID. ROOMZZ概念车是大众汽车品牌ID.系列的最新作
品。在此之前，大众汽车已经在不同场合分别发布了ID. 、ID.
CROZZ、ID. BUZZ、ID. VIZZION和ID. BUGGY五款车型，而ID.
ROOMZZ是基于模块化电驱动MEB平台打造的最新车型。正如
其车型名称，ID. ROOMZZ概念车在内饰的多功能性方面将有
多项创新，拥有全新的座椅设计理念、高品质的材质，以及定
制化的氛围灯设计。
该概念车延续了整个 ID. 系列前瞻未来设计，在车内布
局方面，新车采用 7 座布局，让驾乘体验上升至新的层次。
得益于总功率为 225kW 的电机和以及 4MOTION 四驱系统，
ID. ROOMZZ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6.6秒。它搭载的82kWh电
池组可以让其续航里程达到 NEDC 工况下 475km ，并配备 L4
级别自动驾驶系统。作为大众汽车全尺寸电动旗舰SUV，ID.
ROOMZZ概念车将在约两年后率先在国内上市，并会在国内市
场分别为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衍生出两种风格的不同车型。

宝马

在华最重要车型——华晨宝马 3 系
作为宝马家族中产量最大的车型，宝马3系绝对是车展中最为吸引眼球的车型之一。2018年巴黎车
展全球首发全新一代3系（G20）在业界引起的巨大反响。在本次车展上，华晨宝马推出的加长版Li车型
（G28）。全新宝马3系Li车型取消了现款长轴版3系C柱霍氏拐角区域的L型折线，这样一来使车身侧面
比例更为协调。
车身尺寸方面，全新长轴版3系的三围尺寸分别为4829、1827和1463mm，轴距比海外版车型长
110mm，达到2961mm。这一尺寸在德系奥迪A4L和奔驰C级长轴版的对比中占领先机。
值得一提的是，新车搭载“BMW智能个人助理”的车型。该系统将与第七代iDrive人机交互系统为
驾乘者创造全新的人车数字化互动方式。
动力方面，全新宝马3系长轴距版搭载新款B系列2.0T发动机（B48B20B型），其最大功率与现款
320i/Li同为184马力，但尾标已经变为了325Li。传动方面，与之匹配的依旧是8速手自一体变速器。同
时，该车在轻量化、热能量管理和燃油效率提升等方面经过全面优化。此外，新车恪守50:50的完美车身
配重的同时，车身刚性更高、底盘技术也更加精益，从而让该车的驾乘体验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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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风采

Features of Exhibitors

采埃孚全球首发搭载第二代 ProAI 的 coPILOT 样车
2019 上海车展上，作为专注于工业机
械领域的百年制造企业，采埃孚此次也是
带来了旗下的前沿科技以及产品，包括可
同时适用于传统动力汽车、混合动力汽车
及纯电动汽车等车型的电驱动模块化车桥
系统 mSTARS（模块化半拖曳臂式后悬架）、
8 档混合动力变速器，以及全球领先的商
用车变速器 TraXon 等。当然，还有其在亚
太区首次展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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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全球首发的搭载采埃孚第二代 ProAI 产

在任何应用场景下的实用性需求。第一代 ProAI 是入门

品的采埃孚 coPILOT 样车。各项技术的展出，充分体

级型号，符合所有 NCAP 2022 标准。第二代 ProAI 具

现了采埃孚卓越的研发能力和为下一代出行提供系统

有足够的计算能力，部分满足高度自动化的 2 级自动驾

解决方案的能力。

驶及 3 级自动驾驶。第三代 ProAI 提供了广泛的模块化

在 2019 上 海 车 展 采 埃 孚 全 球 首 发 的 采 埃 孚

功能，并在三块性能主板上集成了不同的芯片，这将为

coPILOT 无疑是展台最大的亮点，这一“L2+”系统

4 级自动驾驶提供实时数据处理所需的计算能力。最新

超越了之前的 L2 系统，适用于半自动驾驶，更支持由

一代采埃孚 ProAI RoboThink 新增可拓展的计算能力和

语音来控制自动驾驶。除此之外，采埃孚 coPILOT 系

自带图像处理器，是功能最强大的高级解决方案，能完

统可以感知个体的驾驶习惯，对车辆内部进行监控以

美适配 4 级及以上的自动驾驶应用。作为 ProAI 家族的

预防危险情况的发生。coPILOT 是基于第二代采埃孚

最新一代产品，ProAI RoboThink 自带图像处理器，拥

ProAI 超级计算机与英伟达 (NVIDIA) 的软件 Drive 上打

有逾 150 teraOPS 的计算能力（相当于每秒 150 万亿

造的系统，并且将于 2021 年开始量产。

次计算）
，且可模块化组合最多 4 个单元，实现约 600

凭借 ProAI 产品的四代沿革，采埃孚几乎可以满足

teraOPS 的总计算能力。（文 / 商福兰）

德纳全新形象践行电气化策略
在 电 气 化 的 大 潮 中， 业 界 领 先 的 供
应商 们纷 纷践行 电气化 战略，德纳 也 在
2019 上海车展上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大
家面前，展台中央的一棵闪耀的“电气化
科技树”，表明了在传统动力、传动的百
年专业经验之上，德纳正在积极扩展电气
化技术，迎合市场发展趋势。
作为众多电气化产品的创新亮点之
一，德 纳首 次展出了 专为 轻型车市 场 推
出 的 电 气 化 创 新 成 果 —— 增 强 型 TM4®
MOTIVE

TM

马达和逆变器。该产品采用具

备高转速永磁电动机、功率密集型电子逆
变器和先进控制器的集成系统，具有卓越的扭矩和功

温度条件下提供同类最佳的燃油效率，而无需牺牲耐

率密度、更长的行驶里程和多种应用性，能使电动车

用性或舒适性。它采用超低粘度润滑剂，同时保持齿

达到最高标准的效率、可靠性和性能。该组合重 50

轮的耐用性和使用寿命，与传统车桥相比，能耗降低

千克，可扩展至 150 千瓦、11000 转 / 分钟。此外，

45%。当车桥配置了 Spicer
TM

®

SmartConnect

智能

分离式全时四轮驱动技术时，OEM 可通过这

集成的逆变器比上一代产品体积减小了 33 ％。现场

互联

展示的 一台 Spicer® 变速箱中就集成了该产品，是一

套整合的系统实现最大的燃料效率。

套高性价比、三合一的交钥匙解决方案。

TM

毫无疑问，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

除了新品发布，德纳还宣布开始在中国重庆工

尽管目前市场略有波动，但德纳仍然坚定不移地持续

厂投产 Spicer ® AdvanTEK® Ultra TM 车桥。该车桥最

加大在中国的投资，不仅全面增强本地化的研发、制

近荣获 2019《美国汽车新闻》PACE 大奖，代表了

造、测试和服务能力，同时也把全球最领先的技术和

汽车行业的创新标杆。该车桥专为乘用车和厢式货

产品同步在中国生产，满怀信心为中长期发展储备能

车、跨界车和 SUV 而设计，可在所有扭矩、速度和

量。（文 / 龚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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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助力中国汽车行业新变革
全球领先的技术与服务供应商博世亮相 2019
上海车展。以“感智 • 感质 • 感知”为题，博世在
本届车展上展示了一系列面向未来的电气化、自动
化、互联化、个性化领域的创新与本土化解决方案。
“2019 年 是 博 世 深 耕 中 国 市 场 的 第 110 年。
近些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繁荣发展、互联
网的崛起也已渗透到汽车与交通出行领域，中国
市场在引领汽车产业电气化、互联化、自动化和
个性化的变革中占据了领先地位。”博世集团董事
会成员 Markus Heyn 博士表示，“本次车展，博世
无人驾驶电动巴士概念车首次在中国亮相。这辆 博世集团董事会成员 Markus Heyn 博士
概念车展示了集最新的电气化、自动化、互联化、
个性化为一体的解决方案，立足零排放、零事故、零

博世拓展本土合作，打造智能互联交通生态系统。

担忧的未来交通愿景，打造全新的出行方式和移动服

博世不断向未来智能、互联交通出行努力进发，不仅为

务生态系统。”

车辆、用户和互联网之间提供实时的连接，而且专注

博世在中国新能源领域的产品线丰富，涵盖从两

于提供一整套更贴近终端车主的个性化智能交通出行服

轮到四轮，从微混到纯电的多元化解决方案。其中，

务，包括车辆预订、车辆远程升级、远程标定、云诊断、

全新开发的 48 伏电池已于去年年底实现量产。今年，

自动代客泊车、车队管理以及预测性诊断服务等。

紧凑型动力总成解决方案——博世电桥也将在中国投

博世在华不断推进自动驾驶，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入生产。本次车展也推出了体积更为小巧、适用于轻

相关业务强势增长 30%。自动驾驶是博世的研发重点

型商务车的 700 伏电机。与此同时，博世开发了一系

之一，为实现“零事故”交通愿景，博世集团的自动

列可用于燃料电池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系统。此外，在

驾驶实行双元战略。一方面，专注于开发驾驶员辅助

电动汽车热管理系统内，博世多项关键部件（如水泵、

系统，以帮助私家车实现 L2 及 L3 级别的部分自动驾

水阀、冷却风扇等）得到了创新的应用，大大提升了

驶。另一方面，博世即将于 2020 年初开始部署 L4 及

电动车热管理效率。

（文 / 文二霞）
L5 级别的无人驾驶技术。

TÜV 测试证实 ：大陆集团 MK C1 制动系统可
以减少混动汽车每百公里 0.24 升的油耗
4 月 17 日，在 2019 年上海车展期间，科技公司大
陆集团发布了装有 MK C1 制动系统车辆的最
新 TÜV 测试结果。测试结果表明，按照电

能混合动力控制系统控制下，可以使汽车
更长时间处于省油驾驶模式，从而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和燃料消耗。

动汽车 18 千瓦时 / 百公里的

早 在 2016 年，MK C1 制

能耗来计算，MK C1 可以提

动系统就安装在了阿尔法罗密欧

高 4% 的效率。也就是说，针对于

Giulia 新款车型上，其是一种线

500 公里的汽车续航里程，MK C1 可

控系统，能够快速、精确、主动

以帮助增加差不多 20 公里的里程。与此
同时，MK C1 也能够提供安全保障，相对
于传统的制动系统，MK C1 可以在 150 毫秒
内使制动器产生足够高的压力，配备高级驾驶

地建压，非常适合于自动化驾驶。
为达到制动冗余的要求，大陆集团将
MK C1 与 MK 100 ESC 的衍生产品做了结
合。在正常的运行模式下，MK C1 单元将起

员辅助系统或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辆可以在没有驾驶员干

到制动、保障稳定性及舒适性的作用。其中，液压压

预的情况下，更快地从更高的车速中把汽车刹停。

力通过 MK 100 液压制动系统 (HBE) 进行传递。MK

此次测试，是在 TÜV 专家的全程现场监督下，严

100 HBE 系统会经常进行自我检测，以时刻保持百分

格按照全球统一轻型车辆排放测试规程（ WLTP）的标

之百的可用性。制动建压需要的时间缩短了，换句话

准在滚筒道路模拟机上进行。测试共三轮，在每一轮测

说，配备自动紧急制动（AEB）功能的车辆可以有更

试中，装有 MK C1 的车辆在单个循环的减速阶段，平

充裕的时间检测到障碍物并进行确认，随后成功地启

均可以多回收 160 瓦时（Wh）的电能，比对标系统高

动 AEB 功能，MK C1 兼顾了高效率和高安全性。 因此，

出约 32％。在制动期间，MK C1 始终利用电动机发电，

这种电液制动系统完美地适用于汽车电气化和自动化

从而回收更多的电能。制动期间产生的额外电能，在智

的全球趋势。（文 / 商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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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巴斯特

高压电加热器 HVH100
伟巴斯特

舍弗勒加速转型，应对电气化、智能化变革
应对电气化、智能化的行业变革，舍弗勒正

是最早开发高

在加快转型的步伐，积极拥抱未来。

压电加热器的

2019 上海车展的舍弗勒展台上，在传统动

企业，技术处

力产品线之外，我们看到了微混、轻混、插电混、

于全球最领先

纯电动等非常显眼的展品分区标识，展现了舍弗

地 位。 目 前，

勒的全面电气化解决方案，主机厂客户络绎不绝。

伟巴斯特高压

舍弗勒集团汽车主机事业部首席执行官马

电加热器的产量位列行业首位。

迪斯・青克先生表示：
“未来车辆的驱动方式将

伟巴斯特针对现在和未来电动出行的解

呈现多种技术路径并存的形式。我们预测，到

决方案均采用了顶尖的设计概念和轻量化材

2030 年，将有 30% 的新乘用车采用内燃机驱动，

质。伟巴斯特高压电加热器 HVH100 适用的

而其余的 70% 将采用电驱动系统（40% 的新车将采

投入市场应用的成熟可靠的技术解决方案。Space Drive

电池电压高达 850V，制热功率达到 10kW，

用混合动力系统，30% 的新车将为纯电动车）。”因此，

采用三重冗余，确保控制系统的高度可用性及安全性。

对目前和未来的新能源车型都具有良好的兼

舍弗勒前瞻未来，已经研发了一系列电气化产品以及

该系统已通过极其严格的 ISO 26262-ASIL D 功能安全

容性。产品制热效率均可稳定在 95% 以上，

模块化、集成化的解决方案，满足用户不同程度的电

认证及公共道路认证。Space Drive 为实现安全可靠的

可以几乎无损耗地将电能转化为热能，为车

气化需求，最新的创新成果包括集成了三离合器的混

底盘控制提供了电子及软件基础，可帮助实现 L4 ～ L5

内供暖和为动力电池提供最佳工作温度，可

合动力模块、集成式电驱动桥及基于无级变速箱的专

级自动驾驶。

以极大减少车辆动力电池在低温下的电能损

用混动变速箱 DH-CVT。

耗。在所有加热器类型中，伟巴斯特高压电

当然，自动驾驶也是舍弗勒非常关注的技术方向，

70 多年的深厚技术积淀基础之上，舍弗勒更加充
满创新活力，积极加速转型，正如我们在此次上海车

加热器的功率最大，启动最快，且不受环境

并已通过收购帕拉万公司获得了核心技术——Space

展现场感受到的充满活力的舍弗勒。马迪斯・青克先

温度影响。伟巴斯特高压电加热器可以实现

Drive 线控技术。舍弗勒此次展示了一套 Space Drive

生表示：
“凭借全球领先的线控技术、高效节能的驱动

高功率、热效率、可靠性三个核心指标的最

线控系统，同样吸引了很多专业观众驻足。实际上，

解决方案，舍弗勒积极致力于打造未来车辆概念，为

佳平衡表现。

Space Drive 线控技术已经在市场上应用了 17 年，且拥

实现零排放、自动化及互联式的城市交通做好充分的

有 10 亿公里公共道路无事故行驶记录，是一款可立即

准备。”（文 / 龚淑娟）

H

捷太格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6.2

01
6BC0

齿条平行式电动助力转向器（RPEPS）
2019 上海车展，捷太格特将围绕“No.1

捷太格特全面展示创新产品，积极布局未来发展

＆ Only One，迈向更美好的未来”的企业
愿景为参展理念，展示最新技术和产品。其

在 2019 上海车展，捷太格特带来了面向汽车新四

中，最新的转向器产品——齿条平行式电动

化的努力与成果，主要产品有 EPS 电动助力转向器、

助力转向器（Rack parallel type electric power

轴承、驱动零部件、LEXUS LC500 切割车、未来概念车、

steering ：RP-EPS）将在本届车展上展出，

360 度虚拟现实 VR 眼镜“JGOGGLE 2”及动力辅助服

该产品已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开始在中国

（J-PAS）等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自捷太格特成立以来，

量产下线。RP-EPS 的电机和电子控制单元

不断为全球汽车降低油耗、节能减排做出努力、同时也

（MCU ：Motor + ECU）安装在与齿条平行的

在为提供舒适驾乘体验不断做出贡献。未来，捷太格特

位置，可以提供更高的输出功率，适用于需

也将凭借自身的创新及优势在新能源汽车及自动驾驶方

要较大转向助力的 SUV、皮卡和大型高级轿

面继续发挥创新，加速汽车行业发展。

的构想。该模型车的方向盘转动，车轮亦随之转动，中

捷太格特此次参展，不仅展示了其新能源领域的产

间却没有机械连接的线控转向技术。可伸缩管柱模块技

品创新组合，还展示了面向自动驾驶及未来出行的概念

术使得在自动驾驶模式下，方向盘自动收纳，为驾驶员

的轴承，实现整体构造小型轻量化和高刚性；

车模型。雷克萨斯 LC500 的切割车模型搭载了捷太格

提供更舒适的驾驶空间。安置于车轮处的轮边电机可直

新型滚珠丝杠结构，具备优秀 NV 性和低摩

特汽车领域代表商品，例如适用于大型乘用车的低油耗、

接为车轮提供驱动力。通过合理分配左右驱动力，可抑

擦的特点。此外，扭矩传感器和电

高功率齿条平行式电动助力转向器（RP-EPS）
、提高车

制因横风而引起的侧滑。

机驱动部分采用冗余

辆性能的托森限滑差速器（TORSEN）
、低油耗、高性能

在 4 月 16 日的媒体发布会中，捷太格特松冈浩史

设计，提高故障时的助

的轮毂轴承单元（HUB unit）等。捷太格特的工程师对

常务取缔役表示道，自 1995 年捷太格特第一家在华企

力持续性。据了解，该

AI《汽车制造业》的记者讲到，其中 RP-EPS 已于 2019

业成立至今，已在无锡、广州、大连、长春、天津、新

公司在汽车行业的重点客

年 1 月在捷太格特天津工厂量产，轮毂轴承单元的中国

乡等地设立了 6 家轴承生产工厂、7 家汽车零部件生产

户包括日产、丰田、通用、

生产基地位于大连和广东佛山。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能

工厂、1 家机床制造销售公司、2 家科技研发中心和诸

大众、长安汽车和

源汽车方面，目前捷太格特可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氢气

多关联公司。本着“在中国，为中国”的精神，捷太格

广 汽

供给系统提供“高压供氢阀”和“减压阀”
，这两款产

特集团 25 家在华企业将继续齐心协力不断创新，做中

等。

品已经搭载于丰田汽车公司的燃料电池车 MIRAI。

国客户的优质供应商，为更多中国汽车和工业领域提供

车等，使大型车的操控更加舒适。
RP-EPS 的减速机部分采用了特殊设计

未来概念模型车搭载了捷太格特关于未来汽车技术

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帮助中国企业更快发展。
（文 / 马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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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与客户连接更紧密

全自动
发泡密封
粘接、灌封

胜德（苏州）密封系统有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胜 德 公 司 ”
） 在 2019 上 海 车 展
上隆重展出了先进的材料科技以及精密的
供料设备。胜德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总
监 Peter Fischer 先生认为：
“为了避免潮
湿、灰尘等有害物质，胜德公司为客户开
发了一站式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汽车行
业，我们的技术可以在汽车上的应用可达
400 多种，为汽车的各个系统提供全方位
保护”
。
胜德公司全方位服务于汽车工业客

Peter Fischer 先生（左）和 Santiago Jove Mayoral 先生（右）

户，秉承一站式解决方案供应商的立业理念，为

整合于复杂的生产线中，胜德公司都将提供相匹

汽车客户提供“CHEMICALS，ENGINEERING，

配的技术开发、咨询以及销售服务。

“CHEMICALS”
SERVICES”全方位服务。首先，

“SERVICES”特指胜德公司可提供一整套来

是按客户需求，为其量身定制具备最佳物理和化

料加工服务，从单个样品到小规模系列加工直至

学特性的密封制剂，确保这些材料必须满足长期

大规模批量生产，全部囊括其中。胜德公司的服

的高质量要求，以期达到终端产品在应用中可再

务团队可以在不干扰正常生产的情况下进行试验

生产并达到精确的尺寸。与此同时，胜德公司还

或新产品开发。同时，胜德公司将化学与技术专

提供可生物降解的环保洗涤剂，适用于清洗低压

长融合于具有创意性的服务之中。

混合供料设备。

最后，胜德公司总裁 Santiago Jove Mayoral 先

“ENGINEERING”理念为客户量身定制供料

生补充道：
“胜德公司为客户不断提供多方位的专业

设备。胜德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专长为客户灵活

知识与实践经验，我们使用各种不同的密封材料，将

定制混合供料设备和自动化解决方案。无论客户

其应用于变化多端的零部件几何构型中，确保客户的

将胜德的工程设备作为单一的生产单元还是将其

产品始终处于安全的密封保护之中。
”
（文 / 陈鹏）

伊顿为中国电动车市场引入新技术
动力管理公司伊顿于 2019 上海车展
上宣布，将其车辆电气化（eMobility）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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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部的技术引入中国，以帮助整车制造商
应对日益增长的电动车需求。
全球 60% 以上的电动车在中国销售，
随着汽车制造商致力于减少排放，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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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信部关于新能源汽车（NEV）的法
规，预计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的销量还将增
加。新能源汽车法规的制定，旨在促进新
能源汽车的发展，并帮助汽车制造商遵守
现有的燃油经济法规。为了更好的支持中

展位 :5BJ121/5.2 厅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伊顿车辆集团 eMobility 事业部总裁 杰夫・罗文格先生

国电动车制造商，伊顿开始在国内生产电动车相关

力汽车的三个关键领域：智能电力电子、动力系统

产品，并有进一步扩张的计划。

和先进的配电及电路保护。多年来，伊顿一直是中

“我们对汽车客户独特需求的理解，以及我们
在中国和其他地区混合动力和电动车的经验，使我

sonderhoff.suzhou@sonderhoff.com
www.sonderhoff.com

国及全球整车制造商们信赖的电气化产品供应商，
提供直流 / 直流（DC/DC）转换器、智能配电单元

们相比较于中国电动车市场上的其他独家供应商， （PDUs）
、混合动力和电动变速箱以及高压熔断器
具有明显优势。
”伊顿 eMobility 事业部总裁 Jeff

等产品，并计划进一步扩大技术和产品组合。

“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
Lowinger 表示，

伊顿 eMobility 事业部成立于 2018 年，通过整

场，由于政府补贴、更严格的排放标准以及新能源

合伊顿电气和车辆两大业务的产品、专业知识和全

车的销售政策，销量还在持续增长，所有的这些举

球制造能力，进一步增强了其全球能力，向乘用车、

措都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我们很荣幸能为中国迅

商用车和非公路车的客户提供智能电气化产品和解

猛发展的新能源车市场提供我们 eMobility 的技术。
”

决方案。伊顿正以其电动车变速箱解决方案支持着

伊顿 eMobility 事业部专注于电动车和混合动

全球的电动中型卡车和公共汽车。
（文 / 文二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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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吉亚携最新技术亮相 2019 上海车展
内空气质量解决方案，满足驾乘
者对热舒适度的个性化需求。另
外，全新的智能声学表面技术和
降噪科技，提升了驾乘者在独立
音区内的声音体验。
此次上海车展，佛吉亚首次
展出歌乐电子的最新科技，包括：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和直观的人机
交互解决方案，高清显示屏可自
定义为四个个性化区间，可同时
适应驾乘者的不同功能需求；全
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科技公司佛吉亚，携“智
享未来座舱”和“创赢绿动未来”两大领域的创新科技，

高清摄像头为驾驶员提供高级驾驶辅助，以提升行车
安全性，扩展车身周边视野。

亮相于 2019 上海车展，集中展示安全、舒适、个性

燃料电池系统整合了燃料储氢罐和燃料电池技

化驾乘体验的颠覆性创新技术；动力总成电气化、绿

术，适用于轻型车和商用车的燃料堆技术。佛吉亚和

色出行和零排放出行的最新技术。

米其林近日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合资公司，

整体集成的“未来座舱”
，搭载于量产展示车中，

致力于成为氢能出行领域的领导者。

展示集智能化、一体化设计于一身的“未来座舱”如何

深耕中国市场 25 年，佛吉亚与这一全球最大的

为前后排乘客构建更具互联性、个性化和沉浸式的车上

汽车市场共同成长。自 2013 年以来，佛吉亚相继与

体验，帮助每位驾乘者充分利用车上时间。佛吉亚与采

东风、比亚迪和五菱工业等中国汽车制造商组建多家

埃孚合作研发的全新前后排座椅结构，依托智能动力学

合资公司，大大提升了佛吉亚面向本土整车厂商的销

技术，配备独特的安全功能，可为自动驾驶汽车所有座

量增长。同时，依托“智享未来座舱”和“创赢绿动

椅位置和朝向提供安全保障，同时提升驾乘者的舒适度。

未来”两大领域的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佛吉亚的单车

佛吉亚与马勒共同研发了智能、高效的座舱热管理和舱

技术应用价值。

莱茵金属汽车

2019（第六届）
国际汽车轻量化及轻型零部件技术论坛
聚焦“新能源汽车轻量化”
2019 年 4 月 19 日

中国·上海圣诺亚皇冠假日酒店

5.2H

51

5BE1

铝制驱动电动机壳体及电动车领域相关产品
隶属于莱茵金属汽车的科尔本施密
特华域铝技术有限公司，已经开始为
一家德国汽车制造商生产乘用车的驱
动 电 动 机 壳 体。 该 零 部 件 将 广 泛 用
于该主机厂旗下的多款乘用车纯电动

论坛背景

车型上。这些电动车续航里程可达数
百千米，专门为中国市场定制。

由德国弗戈传媒集团 AI《汽车制造业》主办的

此轻量化的壳体，在德国总部完成

“2019（第六届）国际汽车轻量化及轻型零部件

设计和样品加工。后期的量产由莱茵金

技术论坛”将于 4 月 19 日（上海车展专业日）在

属旗下的华域皮尔博格有色零部件（上

上海再次盛大举办。本届论坛将以“轻量化材料、

海）有限公司生产。这种方法的最大优点

设计及工艺的创新应用”为主题，探讨新材料、

是它为设计师提供了最大的设计自由度。比如，设

新方案、新工艺的创新解决方案，从而推动中国

计师可以设计

各类底切几何形状和各种形状的通道。另外，材料的使用量也会减少，从而

汽车轻量化技术的创新与工程应用，助力中国汽

实现 3% 和 5% 的减重效果。由于砂的热传导极低，在熔体的填充速度和融化

车行业的发展，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温度相同的情况下，在壁厚方面也可以比冷铸件做得更薄。如果将芯包装连
接到模具填充物上，实践证明，因为具有相对较少的变量，所以低压砂模铸
造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工艺。在这方面，多年积累的经验和该公司在低压铸造
方面的领先地位有了用武之地。与低压冷铸约 8 min 的循环时间相比，新工
艺最多只需要 1/4 的时间。这款铝制驱动电动机壳体生产对铸造技术要求极高，

AI《汽车制造业》

充分展示了该公司的技术实力，也为电动汽车的轻量化做出了贡献。2019 上

扫码报名参会

海车展期间，莱茵金属汽车展台还将展示更多电动车领域前瞻性的产品和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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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TS 四大技术亮相上海车展
源 自 德 国 并 专 注 涡 轮 增 压 器 十 余 年 的 BMTS

机的高排气温度（最高超过 1000 ℃），具有良好的热

Technology 在上海车展亮相并展出了一系列最新产品

稳定性，与传统涉及相比，导流叶片间隙减小 30%。，

及前瞻技术。

使得增压器拥有更高的效率并能有效缓解“涡轮迟滞”

BMTS 以先进科技引领涡轮增压器市场。从 2008

现象。配合 FNT 技术，内燃机在降低油耗、减少污染

年成立以来，研发投入占比一直保持在 5%-6%。其核

物排放的同时提高能量转换效率，提高使用者的驾驶

心技术涉及以下 4 个方面：

乐趣。

浮动式可变截面涡轮 (FNT) 目前，可变截面涡

3D 轴承 涡轮增压器的零部件超过 20 个，其中

轮增压器（VTG）技术已经在涡轮增压器上普遍使用，

最为关键的部分是轴承系统。它影响着油耗、低速扭

然 而 ,BMTS

矩和瞬态响应性能。BMTS 创新的 3D 轴承专利技术可

自主创新研

以降低机油耗，减小摩擦损失，提高涡轮热机械效率，

发的第二代

针对长时间耐久进行优化，并减小同步和次同步噪声。

V T G —— F N T

与全浮动轴承、球轴承相比，3D 轴承是目前为止最安

（浮动式可变

静的，将提高车内的声学舒适性。

截面涡轮增压

可调截面压气机（CMX） 该系统在压气机轮前呈

器）对 VTG 做

虹膜状，可根据发动机的要求对增压器压气机进行调

了相当大的改

整。该设计可改善瞬态响应性能，提高低速扭矩性能，

善。 与 传 统 的

提高发动机低扭和瞬态性能。

涡轮增压器相

电子辅助涡轮增压器 BMTS 研发的电动涡轮增压

比， 可 变 截 面

器把电机装在“冷端”，按需调节扭矩。并且能进行能

涡轮增压器浮

量回收，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给电池充电。最重要的

动式的设计理

是，这种设计可提高发动机效率及车辆动态响应性能，

念适用于汽油

提供了更好的驾驶性能。（文 / 陈鹏）

海拉用领先的汽车电子技术，解码未来出行
海拉在本届上海车展带来了面向节能与电气
化、互联与数字化、自动化和个性化等方面具有
代表性的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如动力电子产品、
电池管理系统、定制化车辆系统、PM2.5 传感器、
24GHz 和 77GHz 雷达及激光雷达产品、震动传
感器（SHAKE）、车辆进入系统（HELLA Smart
Access）、摄像头软件和个性化汽车照明解决方
案等。
海拉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 Rolf Breidenbach 博
士在媒体发布会中说道，为了从全面的产业转型中
获益并巩固自身创新领导地位，海拉通过对未来出

海拉集团新闻发布会

行、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投资汽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海拉一直在研发致力于先进低

车行业核心技术的研发，并且同行业伙伴共同助力未来

排放传动系统相关产品，如电池管理系统，电压电流传

智能及绿色出行，实现美好生活愿景。

感器等产品，不仅能够为使用安全提供保障，同时还能

目前，汽车行业正在发生模式上的转变，从全球来

推进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例如，海拉可基于 48V

看，中国在自动驾驶及新能源方面的发展十分迅速。海

技术为轻型混合动力提供动力电子产品，如 48V 电池组

拉中国区电子事业部执行副总裁 Frank Petznick 先生在

将 48V 锂电池、电池管理系统和 DC/DC 转换器集成在

接受 AI《汽车制造业》的专访表示，海拉对于此也有相

一个产品中，提高汽车动力系统的综合性能。此外，海

应的解决方案和技术。举例来说，在自动驾驶方面，目

拉双电压电池管理系统可实现锂电池在 12V 或 48V 电

前海拉和 AEye 正在展开合作，基于 AEye 的 iDAR 技术

气系统中的应用。

提供适用于 ADAS 和自动驾驶方面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海拉在中国近 40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汽车行

在合作过程中，海拉将全方位提供技术支持，并做到供

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海拉也将继续携手更多的

应链管理及技术转移等工作，充分利用自身的汽车电子

合作伙伴，用领先汽车电子和照明技术，解码未来出行，

优势，积极推动自动驾驶的发展，实现突破性的表现。

共同助力中国汽车行业的飞速发展。
（文 / 马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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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技术

Innovative Technology

大陆集团智领科技，驱动中国美好出行
未来出行领域的竞争才刚

冷却液流量控制阀。首批应用

刚开始，技术发展让汽车行业

于电动汽车的产品计划于2019

正持续不断地经历快速且深刻

年底在中国开始量产。此外，

的变革。科技公司大陆集团凭

大陆集团将为包含热泵系统的

借其创新技术为中国人创造更

纯电动车提供二氧化碳管路，

加美好的出行生活。在2019上

在冬季驾驶中提供更加良好的

海车展上，大陆集团在位于6.2

驾驶环境。二氧化碳管路利用

号展馆6BF101展台展示其最新

不破坏臭氧层的天然制冷剂，

产品和技术。

助力环保的同时极具性价比, 特

“作为一家在中国拥有

别是在中高纬度的低温地区对

超过25年发展历史的全球科

大陆集团展台

技公司，大陆集团在中国提

电动汽车有明显的增程效果。
电动汽车所使用的轮胎产

供改善出行的高质量产品、技术及

的NCAP测试来说，显得日益重要。

对电动汽车而言，驾驶员尽可

品也需要能够为清洁能源作贡献。大

服务，为提升人们生活品质做出贡

因此，该系统有助于避免撞车或减

能少地消耗摩擦制动器上的能量是

陆集团ContiAdapt轮胎通过集成在车

献。”大陆集团中国区总裁兼首席

轻撞车造成的后果，这遵循“零愿

至关重要的。因此电动汽车也需要

轮的微型压气机调整胎压，配以可调

执行官汤恩先生表示，“在此次上

景”原则，即实现零碰撞的未来愿

新的制动技术解决方案。得益于轻

整宽度的轮辋，从而根据不同路况调

海车展上，我们展示了在自动驾

景。这一代电子制动系统因其高水

质材料，新概念车轮减轻了车轮和

整轮胎与地面接触块的大小。

驶、电动汽车和智能网联等领域的

平的集成能力而与众不同。

驻车的重量，使电动汽车拥有了轻

万物互联时代的智能出行

最新技术和系统解决方案，凸显了

智能自动车门系统也是自动驾

型结构。这一概念的优势包括：更

大陆集团打造更安全、更清洁、更

驶的一项必备功能。在即使没有操

换车轮和制动片更为容易、制动盘

在数字化时代，一切都是无缝

智能、更舒适的未来出行生态系统

作员或门把手的情况下，无人驾驶

也更耐磨损。我们使用制动方面的

连接的，汽车无疑是万物互联的一

的信心。”

车辆也必须能够自动打开和关闭车

技术所研发出的这种解决方案，可

部分。大陆集团为未来智能出行提

门，以应对不同的实际情况，让乘

以为电动汽车提供持续可靠的制动

供解决方案和服务。

客方便地上下车。

效果。
大陆集团还将其先进的电气化

间互联，它现在已成为未来智能出

为未来出行提供清洁能源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带入中国电动汽车市场。

行的关键技术。在 2019 上海车展期

大陆集团为中国市场提供高压电驱

间，大陆集团推出了全新的混合式

自动驾驶让个人出行更安
全且更舒适
技术能够挽救生命，大陆集团
辅助及自动驾驶技术致力于将交通

一体式互联不仅仅是车与车之

事故尘封于博物馆内。未来，驾驶

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中国政

解决方案。高度集成的电驱动系统

V2X平台，其能充分利用车辆互联的

将变得更加安全，更加舒适，人们

府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在这三年

是基于平台解决方案开发的。它

潜力满足全球市场需求，同时有着

内中国政府将努力改变能源消耗方

将电机、变速器和功率电子集成一

显著的成本效益。该解决方案已经

情。总体来说，驾驶将会成为一个

式，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过剩产

体，结构紧凑而功能强大（功率高

赢得了首个客户订单，不仅可以实

无缝出行的体验：人们通过高速公

能，并且不使用质量低下的煤炭产

达 150kW ）该动力总成模块可以快

现高速 5G 连接，还可以通过 V2X 通

路自主巡航功能从城市周边到达市

品，针对重点区域大幅减少空气污

速轻松地集成到紧凑型和豪华型车

讯实现安全驾驶。该平台已经在全

染，重现蓝天白云。从高效内燃机

辆中，特别是中型车辆对此有大量

球范围内进行系列开发，并将支持

入，并且在最后一公里换乘无人驾

到减少排放，以及电气化和轻量

需求。此款产品大陆集团计划将于

蜂窝车联网通讯在中国的应用。

驶交通工具到达最后的目的地。

化，大陆集团的产品解决方案致力

2019 年底在中国天津开始量产，供

于实现一个更加清洁的世界。

应中国和国际市场。

将有更多时间在汽车内做其他事

内，然后找到停车场将车自动停

对自动驾驶来说，传感器至关
重要。全新第五代雷达不仅性能强
大，而且还基于可扩展的模块化原

基于智联云仪表产品，大陆集
团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可以让用

大陆集团致力于满足对内燃机

人们能否接受电动汽车的一个

户在全数字组合仪表上设置其专属

高效率及低排放技术不断增长的需

关键因素是热管理系统，它对续航

的界面风格。为了使用该解决方

则，其功能范围广泛，能够灵活支

求。大陆集团 VRAAX 涡轮增压器

里程以及充电时间都有重大影响。

案，用户可以将相关应用程序下载

持汽车制造商的不同需求和电子电

在上海车展期间首次亮相中国。全

大陆集团此次也展示了热管理解决

到他们的智能手机或访问大陆集团

球市场在汽油发动机领域对涡轮增

方案，以更节能的方式控制整车加

提供的网站。在应用程序或网站

压器的需求大幅增加。基于其成熟

热和冷却需求。大陆集团热管理产

上，他们可以选择不同风格的人机

品已投入生产，例如，新型多通阀 -

交互界面或进行个性化设计。

气（ E / E ）构造。长距雷达可以根
据所需的性能，最大检测距离达到
300 米，开度角± 60˚ 。除盲点检

TM

TM

的 RAAX 涡轮增压概念，大陆集团
TM

测，变道辅助或后方交叉交通警告

开发了名为 VRAAX 混流涡轮增压

对于将各个功能进行系统集成

等功能外，短距雷达还能实现精准

技术。带可变截面进气导流叶片有

的车辆，大陆集团使用其集成式车

泊车的功能。

效提高发动机扭矩响应，以进一步

身电子平台（ IIP ）作为中央接口，

优化内燃机。

以确保驾驶员、车辆和周围环境之

MK 100ESC high plus旨在将驾
驶员辅助功能的舒适性要求与自动

全新的大陆集团电动增压器还

间的信息畅通。通过这种方式，我

紧急制动（ AEB ）功能的高压动态

有助于提升涡轮增压器的更多性

们正在建立一体式人机界面并确保

要求相结合。凭借更强大的电动马

能。它不仅能够大幅改进瞬态响应

车辆驾驶舱内的安全操作。大陆集

达和优化的液压泵， MK 100 ESC

和提高效率，同时也能为涡轮增压

团此次还展出了其今年与中国最大

high plus能够满足更高的压力动态要

器的应用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在确

求，并支持 AEB 功能，这对于未来

保其高性能的同时实现排放目标。

的卡车制造商之一一汽解放共同发
VRAAX

TM

涡轮增压器

布的车联网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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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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