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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商用车行业
职业发展技术研讨会

EV 电机设计分析与试验验证

编号：C1867
日期：4 月 18-19 日（2天）
讲师：黄苏融	教授
语言：中	文

CEU：1.3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地址：上海
价格：4,000	元（含税）

简介
本次研讨会专门为 EV 电机工程师而设计，系统

地介绍 EV 电机设计分析与试验验证知识，并与工程
实际紧密结合，其中对 EV 电机设计的典型案例和学
员交流 EV 电机技术的实际问题，有助于提高 EV 电
机设计工程师的视野和解决问题能力。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全面了解整车开发所需的 EV电机知识
•	 全面掌握电机开发所需要的电机设计方法和一
定的工程经验。

受众与条件
本科电气工程或机械工程专业，具有一定的工

程经验。

大纲
第一天
•	 各类电机的结构原理与运行

o	 异步电机
o	 开关磁阻电机
o	 同步磁阻电机
o	 永磁同步电机

•	 EV 对驱动电机的要求与选择
o	 EV 对驱动电机的要求
o	 EV 电机与驱动系统性能匹配
o	 各类 EV 电机的比较分析与选择

•	 EV 电机设计
o	 电机开发流程
o	 电磁材料
o	 绝缘材料
o	 冷却与散热
o	 EV 电机设计与性能仿真分析验证

第二天
• EV 电机试验验证

o	 试验流程
o	 电气功能和耐久性试验
o	 电机系统特性和参数测试
o	 电机系统环境适应性试验

• 先进 EV 电机技术
o	 先进 EV 电机技术路线
o	 IPM 永磁同步 - 磁阻同步电机技术
o	 高密度轻量化轴向磁场 /轮毂电机技术
o	 无永磁少稀土新结构电机
o	 车用混合励磁电机技术

• EV 电机设计专题研讨
o	 逆变器供电 EV 电机设计需关注的问题
o	 基于材料服役特性的 EV电机多领域一体
化正向设计方法

o	 EV 电机多领域仿真分析平台及其应用举
例讨论

o	 永磁体的选用、绕组技术、电机损耗与冷
却散热、电磁振动噪声抑制技术研讨

o	 高压 (60V 以上 ) 与低压 (60V 以下 ) 电气
系统的 EV 电机设计比较

讲师 : 黄苏融 教授
电机设计专家，上海大学教授 / 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问教授，
台达电力电子学者 ,	上海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特聘专
家。

曾担任IEEE-IAS北京分会主席和上海分会主席，
现任国家中小型电机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委
会主任，全国专业标委会委员 ( 旋转电机标委会和电
工合金标委会 )，上海汽车电驱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副主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中小型电机专委会副主
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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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完成 20 余项国家级项目课题，发表论文
180余篇、拥有 1项美国专利和 13项中国发明专利。
五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银
奖 ,	上海市育才奖，上海高校优秀青年教师，上海教
卫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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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商用车行业
职业发展技术研讨会

简介
本次研讨会为期两天，旨在向参与人员介绍混

合动力汽车推进系统概况，以及串联式、并联式及
插入式混合动力传动的设计及控制方法。此外，研
讨会还将探讨高效能量管理策略。为确保参与人员
完全理解研讨会涉及的设计理念及实际应用，研讨
会讲解中将使用案例分析、示例及演示等各种教学
方法。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描述并认识基本的混合动力部件及架构，并解
释HEV 与传统汽车的不同之处

•	 了解针对不同车辆系统HEV 开发中主要考虑
的各种因素

•	 了解轻混合、中混合及全混合动力汽车动力传
动系统的基本布局设计

•	 比较不同混合动力架构的优缺点
•	 理解普锐斯和 P2	HEV 驱动系统工作原理及它
们所需要面对的挑战

•	 描述并评价HEV 新兴技术、工程挑战及发展
趋势

受众与条件
•	 在动力传动开发以及 /或者研究领域从业三年
或以上的人员。学员最好在混合动力传动系统
有相关经验。

•	 动力传动开发工程师、控制工程师及混合动力
汽车工程师。

•	 建议学员具备机械、电力 /电子或汽车工程本
科学历。

•	 能够在发动机、变速箱、电机、电池及电子控
制领域有相关技术知识。

大纲
第一天

•	 电动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简介
o	 电动车及电力驱动系统
	 - 电动车架构
	 - 电机分类
	 - 直流电机
	 - 感应电机	
	 - 永磁电机
	 - 开关磁阻电机

o	 混合动力汽车及其动力总成
	 - 混合动力汽车原理
	 - 内燃机
	 - 变速器
	 - 串联式 HEV 动力总成架构	
	 - 并联式 HEV 动力总成架构
	 - 混联式 HEV 动力总成架构	

•	 串联和并联混合动力总成控制方法
o	 串联混合动力总成	
	 - 控制策略	
	 - 电耦合器	
	 - 电机功率设计	
	 - 发动机功率设计	
	 - 电池功率 /能量容量	
	 - 油耗	

o	 并联混合动力总成	
	 - 控制逻辑	
	 - 机械耦合器	
	 - 电机功率设计	
	 - 发动机功率设计	
	 - 变速箱参数设计	

•	 插电式 HEV 和弱混 HEV 的动力总成
o	 插电式混动车		

编号：C1235
日期：4 月 25-26 日（2天）
讲师：蒋宇翔	博士
语言：中	文

CEU：1.3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地址：上海
价格：4,000	元（含税）

电动车和混动车的动力总成架构、控制及能量管理系统



4

	 - 插电式混动车概念	
	 - 能量管理策略	
	 - 能量储存设计
	 - 充电及设施

o	 弱混动车
	 -	ESS	(Engine	Start/Stop)	
	 -	BSG	(Belt-driven	Starter/Generator)
	 -	ISG	(Integrated	Starter/Generator)
	 -	48V	system

第二天

•	 能量管理系统
o	 电池	
	 - 性能参数	
	 - 铅 - 酸电池	
	 - 镍基电池	
	 - 锂基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o	 超级电容	
	 - 配置	
	 - 原理	
	 - 性能	

o	 超高速飞轮系统
	 - 原理	
	 - 功率容量	

o	 混合能量储存系统	
	 - 电池和超级电容	
	 - 设计电池和超级电容的大小

o	 再生制动	
	 - 制动能量	
	 - 制动功率	
	 - 电动车和混动车的制动系统	
	 -	控制策略	

•	 燃料电池及燃料电池电驱系统
o	 燃料电池	
	 - 工作原理	
	 - 系统特点	
	 -	燃料供给	

o	 燃料电池混合动力电驱系统	
	 - 架构	
	 - 控制策略	
	 - 驱动系设计	

•	 典型案例分析

讲师 : 蒋宇翔 博士
蒋博士现任金康新能源汽车动力总监，原任菲

亚特 -克莱斯勒亚太区动力总成集成管理总监，领导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总成研发、集成及国产化。之前
曾任吉利集团动力总成研究院常务副总、上汽集团
商用车技术中心动力总成开发部总工程师、福田汽
车研究院发动机技术中心总工程师，以及美国福特
公司动力传动控制及先进工程项目经理。此外，蒋
先生还曾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动力总成控制中心
项目经理。蒋先生在中国清华大学获得热能 -汽车工
程学士及硕士学位，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机械
工程博士学位，并拥有密歇根大学工商管理MBA 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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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商用车行业
职业发展技术研讨会

美国 ASME Y14.5-2009 尺寸及公差

简介
在理解 GD&T 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本技术专题

研讨会将教授 ASME	Y14.5-2009 所规定的术语、规
则、符号以及 GD&T 概念。本研讨会使用世界著名
GD&T	专家 Alex	Krulikowski 编写的教材，对几何公
差符号、公差带、适用修饰符、常见的应用和局限
性进行深入的阐述。本研讨会还将比较 GD&T 和坐
标公差、规则#1和 #2、形状和方向控制、位置公差、
跳动和轮廓度控制，并结合 2009 年最新标准来讲解
所有的新规则和新符号。此外，课堂给出的 150 多
道练习题也能帮助您加深理解所学的知识。每一位
与会人员能够获得一套强大的集合学习材料，其中
包括：

•	 基于批判思维技能的几何尺寸与公差
（GD&T）必备教科书，（ASME	Y14.5-
2009），由世界著名GD&T	专家 Alex	
Krulikowski 编写

•	 《GD&T 终极袖珍指南》（2009）
•	 ETI 数字化设计词典软件（价值 79 美元）
•	 30 天基础级 2009GD&T网络培训研讨会（价
值 179 美元）用于练习和加强课堂所学的内
容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阐述工程图纸标准的重要性
•	 描述不同类型的尺寸、公差和注释
•	 解释为什么形位公差要优于坐标公差
•	 解读一般的尺寸标注符号
•	 确定 GD&T 使用中的主要术语
•	 识别 GD&T 使用中的符号和修正符号
•	 解释 GD&T 使用中的规则
•	 描述最坏情况边界、实效状态、补偿公差这几
种概念

•	 解读不同类型的公差（平面度、圆度、圆柱度、
直线度、垂直度、平行度、倾斜度、位置度、
跳动和轮廓度）

•	 描述基准体系
•	 解读基准目标、尺寸基准特征（RMB）和尺寸
基准特征（MMB）的应用

受众
本研讨会对下列人员很有价值：
如工程制图的制作人员和解读人员、产品和测

量仪器设计师、工艺、产品和制造工程师、供应商
质量工程师/专业人员、CMM三坐标操作员、采购员、
审核员、检验员、技术人员以及销售工程师。

条件
与会人员需已完成 ETI 工程制图要求的研讨会

学习或同等研讨会的学习。

大纲
•	 介绍

o	 制图标准
o	 尺寸，公差和注释
o	 坐标公差和几何公差GD&T
o	 一般尺寸标注符号

•	 基础知识
o	 主要的 GD&T 术语
o	 符号和修正符号
o	 GD&T 规则
o	 GD&T 概念

•	 形状
o	 平面度公差
o	 直线度公差
o	 圆度公差
o	 圆柱度公差

编号：ET1151
日期：4 月 28-30 日（3天）
语言：中文

CEU：2.0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地址：上海
价格：5,600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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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准系统
o	 基准系统
o	 基准目标
o	 尺寸基准特征（RMB）
o	 尺寸基准特征（MMB）

•	 方向度
o		垂直度公差
o	 平行度公差
o	 倾斜度公差

•	 位置度
o		位置公差介绍
o		位置公差	-	RFS 和 MMC
o		位置公差的特殊应用
o		位置公差的计算

•	 跳动、同轴度和对称度公差
o		圆跳动和全跳动公差
o		同轴度和对称度公差

•	 轮廓度
o		轮廓度公差的基本概念
o		轮廓度公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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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商用车行业
职业发展技术研讨会

简介
汽车智能化已成为众多国家和汽车企业认定的

未来汽车产业发展方向。全球汽车行业正在步入以
电动化、智能化为主的转型升级时代，各个国家正
在不断完善政策，加快推动智能汽车的发展。但是，
智能汽车的研发是高度跨学科的，而且整车系统集
成与各种智能化功能之间的体系化至关重要。

本技术研讨会将回顾并总结智能汽车的发展背
景及现状，然后为汽车智能化功能和智能汽车整车
集成归纳一套系统化分析设计框架，并且提供了一
系列测试方法，以实现对智能化功能的评估。本研
讨会还将介绍智能汽车的共性关键技术及其最新技
术发展，以及阐述最新国内外智能网联汽车路测机
制，为在智能汽车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提供参考和
有效信息。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了解智能汽车的关键技术
•	 使用系统化分析框架分解各种智能化功能
•	 掌握智能汽车整车的集成及标定方法
•	 使用合适的测试手段评价各种智能化功能
•	 把握智能汽车领域的技术挑战和趋势

受众
本研讨会面向智能汽车领域的研究者，研发工

程师，测试工程师，政策决策者等各种层次的受众。

条件
建议参加者需具备机械、电子等工程学科背景

以及基本的汽车技术知识。

大纲
第一天

•	 智能汽车的发展背景
o	 	智能汽车的定义与分级
o				最新的国内外智能化发展现状

•	 详细阐述智能汽车技术体系及最新技术发展
o	 感知系统
o	 信息融合
o	 智能决策
o	 控制执行
o	 安全体系

第二天

•	 智能汽车整车技术
o	 智能控制系统架构体系
o	 整车集成与标定

•	 智能汽车测试与评价
o	 单项、组合和综合功能测试与评价
o			国外测试与评价	
o			国内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与准入机制

•	 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o	 网络安全
o	 法律法规
o	 基础设施

讲师 : 殷承良 博士
殷承良教授目前是上海交通大学智能网联电动

汽车创新中心主任；	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以及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副主任和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汽车电子控制技术，新能
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整车集成与开发，电池管理系
统及混合能量存储系统技术，智能网联汽车等。

智能汽车：从功能体系到整车架构

编号：C1615
日期：5 月 14-15 日	(	2 天 )
讲师：殷承良	博士
语言：中	文

CEU：1.3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地址：上海市
价格：4,000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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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起，他曾先后担任教育部科技奖励评审专家，
科技部、工信部技术评审专家，上海市经济与信息
化委员会，上海市新能源汽车专家等。他也曾长期
担任上汽集团、东风汽车集团高级技术顾问。殷承
良教授分别于 1996 年和 2000 年在吉林工业大学获
得车辆工程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讲师比较风趣幽默，专业知识丰富，智能汽
车技术路线讲解详尽，未来趋势分析合理。”

华晨宝马 工程管理

“老师说明举例生动具体，信息面广，丰富，
有利于整车厂人员全面了解智能汽车。”

广汽丰田 研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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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商用车行业
职业发展技术研讨会

车联网信息安全

编号：C1911
日期：5 月 16 日（1天）
讲师：伍	军	博士
语言：中	文

地址：上海
价格：2,000 元（含税）

简介
车联网信息安全已成为现在智能网联汽车最重

要和棘手的课题。从2016年SAE发布首个J3061	《汽
车网络 - 物理系统的网络安全指南》以来，人们才逐
渐意识到网络安全在智能网联领域的重要性。然而，
在智能网联领域的网络安全人才的匮乏，也是现今
中国乃至全球汽车行业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本次研讨会面向车联网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
介绍车联网信息安全的相关基本知识，包括基本安
全术语、SAE	J3061 车联网安全指南、车联网安全
攻防实战培训、软件安全开发生命周期等。该课程
结合车联网的行业背景和信息安全领域的先进技术，
作为了解车联网信息安全领域不可缺少的课程之一。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掌握车联网信息安全领域的基本信息安全需求
和基本术语

•	 熟读和解析 SAE	J3061 车联网安全指南及其应
用

•	 进行车联网安全攻防实战训练
•	 掌握和运用软件安全开发生命周期
•	 了解未来网络安全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应用

受众
•	 OEM、Tier	1、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企业及研究
机构的系统工程师、信息安全工程师、软件工
程师等 ;

•	 想要进入智能网联行业的企业也可以选择这门
课程，了解网络安全的原理和重要性。

大纲
第一天

•	 车联网信息安全基本安全需求与术语

o	 车联网的信息通信系统架构
o	 车联网的安全脆弱性
o	 车联网的安全需求分析
o	 车联网安全术语

•	 SAE	J3061 车联网安全指南
o	车辆研发、生成、测试、响应周期中的安
全问题
o	 车辆研发过程中的威胁识别和评估
o	 车辆研发与生产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o	 车辆研发与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保障技术

•	 车联网安全功防实战	
o	 车联网系统漏洞分析技术	
o	 车联网协议脆弱性分析技术
o	 车联网漏洞利用技术
o	 车联网防御技术

•	 车联网软件安全开发生命周期	
o	车联网软件开发流程	
o	 车联网软件开发流程中的安全问题
o	 车联网软件开发流程安全加固
o	 车联网软件安全开发全生命周期构建	

讲师 : 伍 军 博士
伍军是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内容分析国家工程实

验室副主任，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专家。博士毕业
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日本国立产业技术综合研
究所（AIST）博士后特别研究员，早稻田大学国际
信息通信研究院特聘研究员，2013 年 9 月至今在
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车联网技术
及其安全、云计算 / 雾计算技术及其安全、下一代
互联网及其安全、大数据技术及其安全等。发表论
文 100 余篇，其中近 40 篇 SCI（IEEE	Transactions,	
IEEE	Journal 等国际知名期刊及《电子学报》、《通
信学报》等期刊）、50 余篇 EI（IEEE	INFOCOM、
GLOBECOM、ICC 等国际知名会议），申请 30 项
发明专利；与早稻田大学的 IEEE	Fellow	佐藤拓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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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ura	Sato）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Daniel	M.	Kammen 教授等合著
Wiley/IEEE 英文著作一本；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上海市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国家电网科技部重
点课题、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重大课题、公安部第三
研究所、上海市科委等 10 余项项课题。参与中国国
家 973、863 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
本学术振兴会（JSPS）课题等科研项目。担任包括
GLOBECOM、ICC、WICON 在内的 10 余个国际会议
的TPC成员，并担任SCI期刊 IEEE	Access的副编辑，
SCI 期刊 IEEE	Sensors	Journal、Sensor 等期刊的专
刊责任编辑。任物联网国际标准 IEEE	P21451-1-5 标
委会主席委员会委员、中国设施信息安全专业委员
会理事、机械工业出版社“高等教育网络空间安全
规划教材”编委会委员。入选中央网信办“网络安
全学科建设及教师培养”赴美培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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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商用车行业
职业发展技术研讨会

简介
本次研讨会将探讨	HEV	动力总成设	计的基本原

理。届时，也将讨论	HEV	的典型架构以及混合动力
总成的基本功能和模式。本次研讨会也将解释（P）
HEV	的动力总成设计和混合	传动系统。案例研究将
探讨多种	HEV	车型，诸如普锐斯、沃蓝达、吉利、
英菲尼迪	M35h、捷达、	比亚迪秦、宝马	i8。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认识	HEV	不同动力总成架构的基本布局
•	 解释动力总成在	HEV	中的功能
•	 了解	HEV	动力总成的工作模式和模式切换
•	 明确	HEV	动力总成的主要研发考量
•	 评估特定	HEV	的动力总成架构
•	 识别	HEV	的发动机或电动机，考量功率、	扭
矩和效率因素

•	 说明混合传动系统的基本传动装置
•	 了解功率耦合机制如何转换功率流
•	 明确研发	HEV	变速箱的设计挑战
•	 解释设计混合动力变速箱及其部件的基础知识

受众与条件
建议参加者拥有本科工程专业学历背景，且在	

相关领域有一定知识或经验，如动力总成的集	成，
设计与制造汽车动力总成，或者设计与制	造变速箱
/发动机 /电动机和部件。

大纲
第一天

•	 混合动力 ( 含插电式 ) 车及其动力总成
o	 中国汽车工业急需混合动力技术
o	 混合动力车 (HEV)、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PHEV)、增程式电动车 (REEV)

o	 混合动力系统分类：PS、P1、P2、P3、
和 P4 混合动力系统

o	 混合动力车构架
o	 整车控制器和控制策略
o	 通讯网络

•	 混合动力系统的组成部分
o	 发动机：功率、扭矩、燃油效率
o	 电机：电动和发电、额定功率和扭矩、峰
值功率和扭矩、冷却

o	 动力耦合
o	 变速箱：AT、DCT、CVT、AMT、e-CVT
o	 动力电池：电量、额定功率、峰值功率
o	 能量再生制动
o	 直流变压器 DC/DC
o	 电动空调系统

•	 混动总成的主要功能和工况
o	 系统启动、就绪
o	 怠速启停
o	 怠速发电	
o	 纯电驱动
o	 EV、HEV 模式切换：行驶中启动发动机
o	 发动机和电机混合驱动
o	 能量再生制动
o	 发动机驱动车辆起步
o	 应付极端情况所需的功能

•	 混合动力变速箱设计
o	 混合动力系统构型
o	 动力耦合与传动：混合动力变速箱
o	 串联式混合动力系统
o	 动力分流混动系统
o	 并联式混合动力系统
	 -	P2 混动系统
	 -	P2 混动系统
	 -	P4 混动系统

混合动力汽车动力总成设计

编号：C1527
日期：5 月 22-23 日	(	2 天）

9 月 2-3 日	(	2 天）
讲师：段志辉	教授
语言：中	文

CEU：1.3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学时：3.0（上海市继续教育学时）
地址：上海
价格：4,000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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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	 混合动力车动力系统设计

o	 整车质量和受力分析
o	 整车动力学方程
o	 EV 工况：加速性能，持续车速，爬坡能
力

o	 HEV 工况：加速性能，持续车速，爬坡
能力

o	 加速性能仿真
o	 燃油经济性：油耗和综合油耗
o	 油耗Walk-down

•	 混合动力车系统设计
o	 整车目标
o	 混合动力系统构型
o	 混合动力变速箱
o	 发动机匹配
o	 电机系统设计
o	 电池系统设计
o	 再生制动系统设计
o	 空调系统设计

•	 混合动力整车控制
o	 整车控制系统及通讯
o	 驾驶员意图解读
o	 系统设置和工作模式控制
o	 能量管理
o	 发动机、电机、变速箱、电池、再生制动
系统等协调工作

o	 系统状态监控及信息交流

•	 主流混合动力系统及其发展趋势	
o	 国际主流混合动力技术
o	 奇瑞 P2 和科力远 PS混合动力系统
o	 PS 和 P2 的优缺点
o	 PS 系统发展趋势
o	 P2 系统发展趋势
o	 电力变矩器 eTC 混动系统
o	 混合动力系统发展的动向

讲师 : 段志辉 教授
段志辉，混合动力技术专家

•	 从 1996年开始，先后在通用电气、福特汽车、
长安汽车、奇瑞汽车从事混合动力技术和产品
开发

•	 任奇瑞艾瑞泽7e插电式混动车项目技术总监，
项目入选 4部委“新能源汽车创新工程”，获
国拨资金 2.5 亿；已销售 4000 辆

•	 任奇瑞混动系统研发和产业化项目技术总监，
研发新型混动系统并实现量产，系国际首款量
产的电力变矩器混动系统和国内首款量产 P2
混动系统，荣获“中国心”2016 年度新能源
汽车动力总成优秀奖

•	 任长安汽车混动技术总监，自主设计并研发成
功多轮混动样机 /车

•	 牵头编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节
能车混合动力部分

•	 负责福特首款混动变速箱技术整改，荣获福特
最高质量奖

•	 获 SAE	International 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电机
电器电子委员会评选出的“中国汽车新能源行
业优秀技术专家”

•	 任 SAE	International 职业发展讲师已 6年，
开设混合动力技术基础和混合动力总成设计两
门课；2016年获得SAE颁发的“杰出讲师奖”

“讲解深入浅出，易懂，段老师对混动技术有
自己清晰见解，感触很深。”

博世 研发管理

“PS和 P2，行星齿轮，传动效率的动图原理和
解释非常生动。”

马勒 研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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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商用车行业
职业发展技术研讨会

编号：C1868
日期：5 月 22-24 日（3天）
讲师：John	F.	Elter	博士

杜	斌	博士
语言：中英文

CEU：2.0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地址：上海
价格：5,600	元（含税）

车用燃料电池及应用

简介
本次研讨会为期三天，将全面介绍燃料电池在

汽车工程领域应用的最新情况。研讨会主要针对工
程师开设，尤其是希望能够快速了解燃料电池技术
的工程经理，使其能够更好的参与该技术的开发与
应用。研讨会将首先简要描述燃料电池及其工作原
理、氢气如何生产、储存和传播，随后，将着重探
讨该技术如何从基本原理到现今社会的实际应用。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掌握汽车应用中燃料电池的概念和术语
•	 掌握燃料电池组的关键部件
•	 了解影响成本和可靠性的关键设计要求
•	 了解主要的限制性能和可靠性的失效模式
•	 计和开发专用于运输系统的燃料电池
•	 通过实际案例的学习，了解燃料电池汽车的应
用和发展

受众与条件
致力于燃料电池汽车和系统的设计、采购或管

理的专业人员。参与者有工程、物理和化学背景为佳。

大纲
第一天	燃料电池原理

•	 燃料电池介绍
•	 电化学势
•	 反应动力学
•	 电催化
•	 电流分布和质量输运
•	 表征方法

第二天	燃料电池关键部件

•	 聚合物电解质膜
•	 水管理和热管理

•	 多孔电极
•	 催化剂类型和加载
•	 气体扩散媒体
•	 双极板
•	 燃料电池堆设计与集成考虑

	
第三天	燃料电池在交通系统的应用

•	 聚合物电解质膜
•	 典型系统架构
•	 美国能源部系统与制造研究
•	 燃料电池控制系统
•	 最新进展
•	 总结

讲师：John F. Elter 博士
John	F.	Elter	博士目前是	Sustainable	Systems	

LLC	公司的主席，并担任可持续系统的战略、技术
和产品开发方面的顾问。他还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NSF）独立评论员，为小型企业的能源发电和机
器人系统发展提供建议。他最近为由	Springer	出版
社出版的《可持续发展百科全书》撰写质子交换膜
燃料电池章节。同时，他还入选了中国国家外专局
认定的	“千人计划”	外专项目。	在过去的	7	年中，
他曾在	Plug	Power	公司担任系统架构副总裁和首席
技术官，负责燃料电池系统架构和质子交换膜燃料
电池系统的技术开发工作。同时，他分别成立了制氢、
燃料电池堆、控制系统和基本原理方面的卓越中心。
他是戈登燃料电池会议	（Gordon	Conference	on	
Fuel	Cells）的联合主席，曾出席在美国、欧洲和亚
洲的会议并就燃料电池系统发表演讲。在辞去	Plug	
Power	公司的职务后，他成为了纽约州立大学纳米
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纳米工程教授，讲授电化学系统
研讨会。他还是该大学可持续生态系统纳米技术中
心的执行主任，负责为电化学系统打造纳米级电极
结构。	他是	SAE	和	IEEE	的成员、ASME	的会员、
ASME	理事会的前会员、ASME	基金会及其工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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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主席。他获得了普渡大学的机械工程学士。
2007	年，他被评为该大学的年度工程师。他还拥有
纽约大学的机械工程学硕士以及罗切斯特大学的博
士学位，并被评为该大学的杰出校友。

讲师：杜 斌 博士
杜	斌	博士，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美

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一直致力于环保新材料及新能
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研究。自	2002	年起加入纳斯达
克上市的美国最大燃料电池公司	Plug	Power	Inc，
历任资深研究员、创优研发中心主任、亚洲区经
理、全球采购总监等职务，拥有	20	多年的技术与商
业管理经验。曾担任美国能源部 / 国防部资助的多
个研发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 项目主管。掌握燃料电
池及相关核心技术并参与过多项技术转让与开发。
作为项目主管，领导了混合动力电池管	理技术转让
给中信国安的全过程，并帮助其圆满完成	2010	广
州亚运会期间混合动力公交巴士车队运行任务。	已
获美国授权专利	7	项，发表论文	68	篇，包括	10	多
次大会主题报告和特邀报告，	并应邀为两本专著撰
写绿色能源及燃料电池章节（	Polymer	Electrolyte	
Fuel	CellDurability、Materials	 for	 the	Hydrogen	
Economy）。曾担任美国国家标准局专家评审委员
会独立专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新能源研
究中心工业顾问委员会委员、美国纽约州新能源协
会常务理事，并长期受邀担任美国三所大学的客座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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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技术研讨会

GD&T 实际应用

简介
在理解 GD&T 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本技术专题

研讨会将教授应用于零部件 GD&T 的思维过程，
它将改变许多工程师零件公差设计的思考方式。
本研讨会使用的是世界知名的 GD&T 专家 Alex	
Krulikowski 的教材，主要探讨绘图效果有好有坏的
原因、行业常用的尺寸标注方法、使用 GD&T 来交
流零件各尺寸的系统功能以及将 GD&T 运用于零件
的逻辑性。除了学习这些新的知识以外，与会人员
还将对自己公司提供的零件装配进行设计功能分析，
并当堂将 GD&T 应用于不同的组件，从而巩固自己
所学的知识。（为保护与会人员公司图纸和隐私信息，
此项练习为选择性练习。）每位与会人员都将获得
一套学习材料，其中包括：

•	 一本由 Alex	Krulikowski 编写的关于 GD&T
的应用的研习班练习册

•	 研讨会笔记
•	 绘图讲义
•	 ETI 数字设计词典软件（价值 79 美元）
•	 有效期为30天的基础级1994	GD&T网课（价
值 189 美元）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阐述使用正确的技术进行绘图的重要性
•	 了解影响技术上正确的绘图的创建和阐释的三
大主要领域

•	 解释计算零件公差的常见方法
•	 识别基于零件的适应与功能要求的基准特征
•	 学习使用 GD&T 就某个元件的功能要求进行沟
通

•	 描述如何来确定非功能尺寸
•	 解释对某个元件进行功能性标注尺寸的五步方
法

•	 将上述元件功能性标注尺寸五步方法运用于各
自公司产品的某个元件

受众与条件
本研讨会面向产品工程师、设计师、审核员、

工程管理人员和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由于本研讨会将不涉及GD&T的基础概念，因此，
为了从本研讨会中学有所得，参与本研讨会的人员
需要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或参加过相关的研讨会（如
SAE 的三天基础级 GD&T 研习班），能够较好掌握
基于 ASME	Y14.5-2009 标准的 GD&T 知识。

大纲
•	 使用正确的技术进行绘图的重要性
•	 制作技术上正确的图纸的原则和准则
•	 计算零件公差的常见方法
•	 在安装和执行功能的基础上确定基准
•	 利用 GD&T 对元件的功能关系进行描述
•	 确定辅助（非功能性）尺寸
•	 对某个元件进行功能性标注尺寸的五步方法
•	 将上述元件功能性标注尺寸五步方法应用于某
个元件

“讲师经验丰富，思路清晰，有一定互动。”

parker

“亮点是理论性强，实例是有典型的代表性的，
非常用心的老师。”

商飞

编号：ET2512
日期：6 月 13-14 日	(	2 天 )
语言：中	文
CEU：1.3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学时：3.0（上海市继续教育学时）
地址：上海市
价格：4,000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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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功能展开（QFD）：客户的声音转换成工程需求的方法

编号：C1985
日期：6 月 20 日（1天）
讲师：刘玉生	博士
语言：中	文

CEU：0.7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地址：上海
价格：2,000 元（含税）

简介
通过本次专业研讨会，你将会从真实的行业案

例中学习如何通过QFD 系统地将客户的需求转化为
工程特性。你将学会如何将客户的需求分类；如何
用质量屋系统地将客户的需求转化为工程特性；如
何分析QFD 结果以及如何有效地构建QFD。当前在
行业中，尤其在中国，需求开发更多基于经验而非
科学方法。本研讨会将重点探讨这一主题，并提供
一个更加以过程为导向的方法从而实现更好的需求
开发。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将客户需求分类
•	 系统地将客户需求转化为工程特性
•	 有效构建QFD
•	 分析 QFD 结果

受众
系统工程师、需求工程师、市场分析人员、需

求开发、产品开发

条件
本科及以上学历。最好有工程行业从业经历。

适合的学科包括需求工程、设计工程以及系统工程。

大纲
•	 基于客户之声（VOCs）开发更好的工程需求

o	 四个象限工具

•	 为什么 VOCs 很重要
o	 传统设计的缺陷
o	 关于客户的三个核心问题
o	 客户—新定义

o	 客户划分 /需求权重
o	 卡诺模型—客户需求
o	 客户需要什么
o	 客户需求的来源

•	 VOC/QFD 相关知识
o	 质量功能开发（QFD）
o	 QFD 历史
o	 QFD 的关键组成部分
o	 设计要求 &目标 (DRO)
o	 通过 4个质量屋实现从 VOC到 DRO
o	 从 VOC 到 DRO的案例

•	 QFD 步骤
o	 构建 QFD:	阶段 0-6
o	 分析 QFD
o	 案例学习和练习

•	 QFD 结论
o	 QFD:	下一步
o	 常见的 QFD隐患
o	 要点
o	 其它 QFD应用
o	 QFD 总结

讲师 : 刘玉生 博士
刘玉生博士，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 CAD&CG 国

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
学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复杂装备创新设计中心主任。
2000 年 9 月于浙江大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获
博士学位。同年 10 月进入浙江大学 CAD&CG 国家
重点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2002 年 10 月出站后
前往在香港城市大学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2003 年
4 月开始在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任固定研究人
员，2007 年晋升为教授，2008 年被评为博士生导
师。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8 月在佐治亚理工学院
MBSE 中心从事访问研究一年，取得了满意的访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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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商用车行业
职业发展技术研讨会

果。相关访问成果被评为 2010 年美国机械师学会年
会的最佳会议论文。近年来主要从事MBSE、模型驱
动产品设计、三维模型检索、数据挖掘等方面的研
究，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863 子课
题 3项，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 1项及省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 3项，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近
40 篇，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
和著名期刊 CAD、IEEE	T-ASE、IEEE	T-SMC、JED、
AIEDAM、Pattern	Recognition 等发表的论文已取得
较大影响，单篇引用已近 5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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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SE：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方法与技术

编号：C1902
日期：6 月 21 日（1天）
讲师：刘玉生	博士
语言：中	文	

CEU：0.7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地址：上海
价格：2,000 元（含税）

简介
随着产品复杂程度不断增加，传统基于文本的

系统工程方法已无法满足需要，基于模型的系统工
程应运而生。其主要特点是：从一开始即以模型的
形式，对复杂系统的需求、结构与行为等进行基于
图 (Diagram) 的无二义性说明、分析、设计等，从
而在在产品的相关人员间建立统一的交流平台。但
如何进行MBSE建模与模型驱动技术的实施、应用、
如何与领域行业进行有机融合仍然是一大挑战。

本研讨会将针对装备产品的系统设计的共性问
题展开，从MBSE的概念与内涵、SysML建模技术、
模型驱动技术以及如何落地实施展开讨论，是国内
MBSE 方面最为全面的一个综合性研讨会。装备产品
总体设计的工程师均需要了解这项新技术。该研讨
会的覆盖面将会很广，包括航空航天、船舶、兵器
等大型装备制造企业。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基于 SysML 建模
•	 使用 SysML 的高级扩展机制
•	 使用 MBSE 的模型驱动技术
•	 实施 MBSE

受众与条件
从事航空与汽车行业的系统工程师、总工程师，

从事复杂产品总体设计的技术相关人员，您可以从
中更深入的学习到MBSE 的相关知识。

大纲
•	 MBSE 概念与内涵

o	 MBSE 的历史背景
o	 MBSE 概念定义
o	 MBSE 内涵分析
o	 国内外研发应用情况

o	 MBSE 优势分析
o	 MBSE 的可能未来发展趋势
o	 总结

•	 MBSE 建模语言、方法与工具
o	 系统工程与MBSE 概述
o	 MBSE 标准建模语言 SysML
o	 MBSE 建模方法
o	 MBSE 建模工具
o	 总结

•	 MBSE 中模型驱动技术
o	 模型驱动的自动设计
o	 模型驱动的工具链集成
o	 总结

讲师 : 刘玉生 博士
刘玉生博士，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 CAD&CG 国

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
学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复杂装备创新设计中心主任。
2000 年 9 月于浙江大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获
博士学位。同年 10 月进入浙江大学 CAD&CG 国家
重点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2002 年 10 月出站后
前往在香港城市大学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2003 年
4 月开始在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任固定研究人
员，2007 年晋升为教授，2008 年被评为博士生导
师。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8 月在佐治亚理工学院
MBSE 中心从事访问研究一年，取得了满意的访问成
果。相关访问成果被评为 2010 年美国机械师学会年
会的最佳会议论文。近年来主要从事MBSE、模型驱
动产品设计、三维模型检索、数据挖掘等方面的研
究，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863 子课
题 3项，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 1项及省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 3项，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近
40 篇，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
和著名期刊 CAD、IEEE	T-ASE、IEEE	T-SMC、JED、
AIEDAM、Pattern	Recognition 等发表的论文已取得
较大影响，单篇引用已近 5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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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开发轻量化正向设计的技术路径与典型案例

编号：C1904
日期：7 月 19-20 日（2天）
语言：中	文
CEU：1.3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地址：上海
价格：4,000 元（含税）

简介
汽车轻量化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近年来各大

主机厂都在致力于整车轻量化研究和应用工作，尤
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开发更是如此。遗憾的是当前中
国品牌汽车轻量化一般都是设定一个轻量化目标和
随意强制分解到各个系统，并停留在零部件或局部
减重设计开发和应用的水平。其实整车轻量化设计
开发必须是顶层正向设计，遵循合理的技术路线自
上而下逐步分解实施的。汽车轻量化顶层设计开发
主要包含对标与规划，性能目标轻量化，整车各系
统彼此协同轻量化整体设计，根据轻量化模型采用
不同的轻量化方案，整车重量目标的二次优化，结
构设计轻量化，选材与工艺设计轻量化，装配与连
接轻量化设计，轻量化集成或平台化设计等。中国
汽车经历了功能设计、性能设计、质量设计，目前
正向可靠耐久性设计和轻量化正向设计迈进，这个
研讨会课程正是迎合主机厂这一需要而开设的，不
仅教授轻量化正向开发的理念和（车身）典型零部
件轻量化案例，更是通过（一个传统车和一个超轻
新能源）典型整车轻量化开发过程引导和掌握基本
的技术路径与顶层设计方法。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通过对标，各种材料及工艺对比分析，及案例
介绍：合理选择轻量化材料和工艺。

•	 掌握轻量化设计原则及评价方法。
•	 通过典型车身轻量化开发案例，理解或（取决
于本人经验和水平）掌握车身轻量化正向开发
设计技术路径与方法。

•	 通过整车项目管理案例介绍，清楚或（取决于
本人经验和水平）掌握整车轻量化正向开发步
骤与方法。

受众与条件
主机厂整车产品开发、工艺、制造或装配工程

师，各性能目标制定和支持部门，前瞻技术工程师、
项目经理等

参加课程工程师必须至少具备基本汽车产品开
发设计经验，或研发技术管理经验

对相关材料和工艺也要有一定的了解。在汽车
产品开发设计过程中，有轻量化设计的强烈需求。

大 纲
第一天
•	 汽车轻量化设计开发理念
•	 EV 纯电动车的设计和开发

o	 各类高强钢
o	 镁铝合金
o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o	 轻量化材料性能比对及选用原则

•	 EV 纯电动车的设计和开发
o	 轻量化金属成型工艺
o	 玻纤增强材料成型工艺
o	 碳纤维增强材料成型工艺
o	 其它轻量化成型工艺

•	 车身结构轻量化设计
o	 超轻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典型案例
o	 典型高端车材料综合利用低成本技术方案
案例

o	 传统整车低成本轻量化典型案例
o	 轻量化设计必须技术工具

第二天
•	 轻量化装配设计

o	 轻量化装配设计
o	 轻量化连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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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和平台轻量化设计
o	 整车平台化工作思路与案例
o	 整车模块化设计理念与案例：前端模块设
计；Cockpit 案例等

•	 整车轻量化顶层设计技术路径与案例
o	 汽车轻量化技术路线
o	 整车轻量化及新技术应用评价方法
o	 整车轻量化技术路径设计案例：规划，目
标，分解，二次优化，技术方案，过程管
控，检查和评价等

•	 整车轻量化设计的发展趋势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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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多主体安全、功能安全和 SOTIF

编号：C1950
日期：8 月 27-28 日（2天）
语言：英	文
CEU：1.3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地址：上海
价格：4,000 元（含税）

本课程需要自行携带电脑进行实际操作

简介
自动驾驶汽车已发生多起致死交通事故，因此

我们必须在此类汽车的验收、试验、验证和部署中
将安全保证视为首要任务。事实上，人们对安全性
的顾虑已被列为阻碍自动驾驶汽车推广的第一大原
因，而且安全性也是自动驾驶汽车研发过程中要求
最为复杂的任务之一。然而人们对安全性以及应用
于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理念仍有诸多误解。

本课程为期两天，将重点介绍安全的本质以及
自动驾驶汽车设计、研发、试验、运行和部署专业
人员所需的基本相关技术。通过学习，学员将能够
设想一个自动驾驶汽车安全被充分理解的未来，并
对汽车研发和使用的相关人员提供指导。学习内容
包含自动驾驶汽车安全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安全
的三种类型：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SOTIF）和
多主体安全。学员还将学习如何构想安全的各种应
用设计方面、了解 SOTIF 和多主体安全在自动驾驶
汽车中扮演的角色，并学习如何将一个概率和随机
框架用于多主体安全的开发。

学员需要携带手提电脑来完成 5个课堂练习，
以便加深记忆和应用。学员将在课堂上完成练习，
并能从老师那里得到指导和反馈。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清楚描述危险、风险、风险评估、降低风险等
概念

•	 列出并描述功能安全、SOTIF 和多主体安全的
最基本概念和方法

•	 描述 ISO	26262 标准应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的主
要特征

•	 为一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定子系统开发一个功
能安全理念

•	 概括 NHTSA 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指南的主要内
容

•	 指出一辆车与其他车辆或行人在同一条道路上
时涉及的安全危险

•	 设计一辆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辩护论证
•	 总结撰写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报告时应考虑的主
要内容

受众与条件
负责 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汽

车安全设计的人士，需具备机械、电气或计算机工
程或计算机科学学位。

大 纲
第一天
第一部分

•	 安全的自动驾驶汽车平台：与安全有关的重要
部件
o	 控制功能性
o	 感知系统
o	 计算平台

•	 风险分类（自动驾驶安全完整性等级：ASIL）
•	 初步危险分析（PHA）
•	 安全功能、安全目标
•	 功能安全概述

练习 1：描述与要求
完成一辆最高级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并开展初
步危险分析（PHA）。设计应明确包含以下内容：

o	 功能性
o	 感知系统
o	 计算平台
o	 自动驾驶汽车平台

第二部分

•	 ISO	26262 标准概述
•	 功能安全概念的开发

o	 故障识别：随机故障和系统故障
o	 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关键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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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误差、失误、故障、危险列表
o	 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目标
o	 自动驾驶安全完整性等级的分配
o	 风险缓解与风险降低

练习 1回顾与讨论
练习 2：描述与要求
针对练习 1的设计开发并记录一个功能安全概念
（FSC）

第三部分

•	 将 ISO	26262 应用于自动驾驶汽车时面临的挑
战
o	 感知系统的问题（SOTIF）
o	 端对端的问题
o	 计算与通讯问题
o	 行为安全问题

•	 行为安全介绍
•	 SOTIF 介绍
•	 回顾与讨论

练习 3：描述与要求
评估一辆车与其他车辆同处于一条道路时涉及的
安全危害

第二天
第四部分

•	 行为安全
o	 与其他人同处一条道路

•	 车辆动态问题
•	 事故：故障、责任、内疚
•	 责任敏感性安全（RSS）

o	 自主车辆 Ego	vehicle
o	 安全动作 /行为
o	 绝对安全

•	 安全保障、谨慎驾驶
•	 回顾和讨论

练习 4：描述和要求
针对你自己的自动驾驶汽车设计确定主要的安全
关键功能（SCF），并为每一个安全关键功能设
计一个降低风险的子系统。明确每个 SCF的 ASIL
值及以下内容：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SOTIF）

和行为（多主体）安全
第五部分

•	 保障多主体安全
o	 安全纵向距离
o	 自主车辆的安全插入

•	 预期功能安全（SOTIF）的安全性
•	 政府在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性中扮演的角色
•	 回顾和讨论

练习 5：描述与要求
明确一辆自动驾驶汽车的主要安全特征和流程，
并根据NHTSA 指南撰写相应安全报告，其中应
包括：运行设计域（ODD）、物体与事件感知和
判断（OEDR）、应急计划（最低风险条件）

第六部分

•	 系统安全
o	 设计一个可良好运作的系统
o	 分析安全性能
o	 应用开发流程

•	 撰写一份安全报告
o	 运行设计域（ODD）
o	 物体与事件感知和判断（OEDR）
o	 应急计划（最低风险条件）

•	 回顾与讨论
•	 总结

讲师：Juan Pimentel
Juan	R.	Pimentel 博士目前是国际咨询师，他退

休前在美国凯特林大学担任计算机工程教授。他曾
撰写过多本有关工业互联网、多媒体系统和安全关
键汽车系统的著作。此外还积极从事北美、南美、
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大量国际咨询服务和专业培训。
他还是汽车系统、工业通讯和物联网相关的侵权案
件中的鉴定证人。

Pimentel 博士曾在全球多家科研机构从事科研
活动，如德国的 Franuhofer 学院、法国的计算机科
学与自动化研究院（INRIA）、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
西班牙的马德里科技大学和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
哥伦比亚的洛斯安第斯大学和秘鲁的工程技术大学。
2007 年因其在工业通讯系统和汽车系统中的杰出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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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荣获凯特林大学颁发的“杰出研究员奖”。曾在
多家国际会议与期刊（主要是 IEEE 和 SAE）上发表
86 篇以上的同行评审论文。

作为弗吉尼亚大学 1980 年的毕业生，他的其他
成就还包括与西门子共同开发 Profibus 的应用层以
及 FlexCAN——一个针对安全关键应用的基于 CAN
的可依赖架构。在最近几年内，他参与了多个自动
驾驶汽车的相关项目，包括设计、模拟、试验、功
能安全和开发在线培训材料等。他还在 SAE 和通用
汽车合作组织的 AutoDrive 自动驾驶汽车竞赛中担
任凯特林大学团队的顾问。他最近参与的一个项目
是开发一套达到充分安全等级的自动驾驶汽车的设
计技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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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新能源汽车的电动力总成技术在很多方面都与

传统内燃机汽车有很大差异。参加本课程的人员将
有机会全面深入学习并实践有关系统配置、关键子
系统及部件设计、系统控制、测试、设计验证等方
面的内容。此外，课程还将从工程师的角度探讨有
关可靠性、耐久性、NVH 性能及相关技术趋势方面
的常见问题。

本课程将为工程师提供系统化的知识架构和非
常具体的细节信息，具体涉及以下方面：

•	 电动汽车平行轴型多速变速器（着重换挡执行
机构和同步器）

•	 电动汽车行星齿轮型多速变速器（着重多片式
离合器和液压系统）

•	 冷却与润滑系统设计（包括案例分析）
•	 控制策略、软件架构与主要算法
•	 混合动力和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变速器
设计（着重构型分析与能量管理策略）

•	 以可靠性与耐久性为目标的设计验证流程

本课程内容以技术开发基础为主，对新技术趋
势也有所涉及。由于可靠性、耐久性及优异的 NVH
性能是动力系统产品的成功关键，本课程将协助工
程师加快学习进度，缩短工程工作中的学习曲线。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根据各种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插
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动力需求，决定合适
的技术解决方案

•	 评估不同系统配置和关键组件设计
•	 解决电动力总成系统设计中的大多数关键问题
•	 设计控制软件，实现换挡质量目标
•	 理解动力总成产品开发的基本理论，实现可靠
性和耐久性目标

受众与条件
•	 新能源汽车研发领域内负责电动力总成系统或
部件产品集成、研究、开发、设计、测试及仿
真的产品工程师、项目工程师、应用工程师、
设计与发布工程师。

•	 强烈建议参加本研讨会的人员应至少拥有工程
学士学位或扎实的技术背景，并对汽车及汽车
动力总成有基本的认识。

大纲
第一天

•	 全球一体化电动力总成产品深度剖析
o	 单速多合一电动力总成产品技术方案解析
（多个案例）；

o	 多速多合一电动力总成产品技术方案解析
（多个案例）；

o	 一体化电动力总成产品的竞争态势的归纳
分析；

o	 电动力总成技术的发展趋势；

•	 新能源汽车电动力系统的动力匹配
o	 整车的动力性、经济性要求；
o	 驱动电机及电机控制器的外特性；
o	 动力匹配和系统参数的选择；
o	 传动比的优化（一个案例）；

•	 新能源汽车变速器的结构方案
o	 EV 变速器的布置方案（一个案例）；
o	 HEV/PHEV 变速器的构型（多个案例）；
o	 液压润滑结构方案与设计（一个结构方案
案例及两个仿真案例）；

•	 变速器子系统的设计
o	 平行轴齿轮（一个案例）；
o	 行星齿轮（一个案例）；
o	 湿式多片离合器；
o	 同步器；
o	 换挡执行机构；	

新能源汽车电动力总成产品的开发

编号：C1635
日期：9 月 10-11 日	(	2 天 )
讲师：袁一卿	博士
语言：中	文

CEU：1.3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学时：3.0（上海市继续教育学时）
地址：上海市
价格：4,000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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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	 EV 变速器的控制
o	 控制策略；
o	 换挡规律及换挡过程控制；
o	 控制算法；
o	 TCU 软硬件架构；
o	 常用传感器和信号处理；
o	 变速器的标定；

•	 HEV/PHEV 变速器的控制
o	 能量管理控制策略；
o	 模式切换动态协调控制策略；	

•	 EV/HEV/PHEV 变速器的设计验证
o	 变速器的可靠性和耐久性（两个案例）；
o	 加速寿命试验；
o	 软件的测试；
o	 台架测试；
o	 整车测试。

讲师 : 袁一卿 博士
袁一卿博士为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电

驱动首席专家。2014 到 2019 年曾任同济大学新
能源汽车工程中心教授。在加入同济之前，他曾在
2009 到 2013 年间担任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研究员，并兼任上海中科深江电动车辆有限公
司（即中国科学院电动车研发中心）副总经理，为
公司的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在 1999 年到 2008 年
间在美国戴姆勒克莱斯勒 / 克莱斯勒公司工作，负
责汽车动力系统的研究、开发、设计和仿真。袁博
士在汽车动力总成系统研发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现为中国国家科技库专家，并为全球汽车精英组织
（Global	Automotive	Executive	Committee）成员，
SAE、ASME、STLE、ASTM、IEEE 及 DCEA 等多个
学术行业协会会员，之前还曾担任上海新能源汽车
和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员、DCEA 协会秘书长及
北美华人汽车工程师学会（NACSAE）中国分会理事
等职位。发表期刊和会议技术论文 30 余篇，拥有超
过 30 项国内外专利。他是清华大学学士、上海理工
大学（前身为上海机械学院）硕士，并在美国弗吉
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讲解内容丰富，能够直击要点，讲师资历丰富，
非常好。”

上汽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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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链计算和公差叠加

编号：ETY800
日期：9 月 20-21 日	(	2 天 )
语言：中	文
CEU：1.3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地址：上海市
价格：4,000	元（含税）

简介
本次为期两天的技术专题研讨会将深入阐述如

何运用公差叠加来分析产品设计以及如何运用叠加
的几何公差。与会人员将学习创建 1D零部件公差叠
加的关键方法和概念。课堂将使用世界知名的GD&T
专家 Alex	Krulikowski 的教材并辅以大量的课堂训练
题让与会人员深入学习公差叠加的应用。每位与会
人员都将获得一套学习材料，其中包括：

•	 一本公差叠加重要概念工作簿
•	 一个公差叠加绘图工具包
•	 一份公差叠加 Excel 电子表格模板
•	 一份公差叠加汇总表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描述实际状态如何影响零部件的组装
•	 解释公差叠加的重要性，学习叠加方法、叠加
形式以及叠加电子表格

•	 学习如何使用在 RFS 和 MMC/MMB的坐标尺
寸、跳动公差、同心度公差、轮廓度公差、几
何倍数公差和位置公差来计算零件叠加

•	 学习如何使用在MMC/MMB的坐标尺寸、跳动
公差、同心度公差、双边和单侧轮廓公差、几
何倍数公差和位置公差来计算组件叠加

•	 学习如何使用应用于特性和尺寸特性的形式和
方向公差来计算叠加值

受众
工程制图的制作人员和注释人员、产品和测量

仪器设计师、工艺、产品和制造工程师、供应商质
量工程师 /专业人员、CMM运营商和检验员。

条件
由于本研讨会将不涉及GD&T的基础概念，因此，

为了从本研讨会中学有所得，参与本研讨会的人员
需要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或参加过相关的研讨会（如
SAE 的三天基础级 GD&T 研习班），能够较好掌握
基于 ASME	Y14.5-2009 标准的 GD&T 知识。

大纲
第一天

•	 公差叠加的简介
o	 叠加的定义
o	 叠加的重要性 /目的 / 好处
o	 计算叠加的时机

•	 1D 叠加方法的简介
o	 定义和叠加规范
o	 四舍五入的影响
o	 四个基本的叠加步骤
o	 实际状态的概念、计算以及不同配偶件特
性的许可 /阻碍

•	 ETI 叠加形式和电子表格
o	 叠加形式的主要部件
o	 有关叠加的缩写词
o	 电子表格的使用和局限性

•	 零部件和组件叠加的使用
o	 坐标尺寸
o	 跳动公差
o	 轮廓度公差
o	 在 RFS 的位置公差
o	 在 MMC的位置公差
o	 在 MMB的位置公差	-	基准特征转变的基
本知识

第二天

•	 零部件和组件叠加的使用（续）
•	 研讨会小结

o	 公差叠加的六个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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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高级公差叠加研讨会预览
o	 研讨会评估

“讲师经验丰富，教材专业，加深了对 GD&T
的了解。”

常熟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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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次技术专题研讨会将系统地介绍汽车NVH知

识，从噪声与振动源的分析与控制，到它们的传递
路径的分析与控制，最后到人体的响应分析。研讨
会专门为汽车NVH工程师和研究生而设计，将理论
分析与实践控制案例紧密结合。通过 2天的学习，
参会人员能够，能深入理解NVH的机理并提升解决
问题的能力。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全面了解整车开发所有需要的NVH知识
•	 全面掌握整车开发过程中所需要的NVH知识
和一定的工程经验

•	 掌握整车NVH开发中的“源 -传递路径 -人体”
的分析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受众
大学本科毕业，工程类（如机械工程）专业，

振动与声学专业。如具备一定的工程经验更好。

大纲
第一天

•	 概述
o	 汽车 NVH的问题与挑战
o	 源 - 传递路径 - 人体模型
o	 NVH 控制的基本原则

•	 噪声与振动源分析与控制
o	 发动机噪声振动分析与控制
o	 动力传动系统噪声振动分析与控制
o	 进排气噪声振动分析与控制
o	 风噪分析与控制

第二天

•	 传递路径分析与控制
o	 车身结构振动与声辐射分析与控制
o	 声学包装分析
o	 底盘振动传动路径分析与控制
o	 动力总成悬置系统设计

•	 人体响应分析
o	 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
o	 汽车声品质
o	 噪声与振动的主动控制

讲师 : 庞 剑 博士
获上海交通大学工学硕士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

学机械工程博士。从事噪声与振动产品开发和研究
30 多年。

2008 年，加盟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汽
车工程研究总院副总经理。领导团队获得中国汽车
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入选首批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会士。担任国际汽
车制造商协会（OICA）中国噪声组组长；中国汽车
工程学会 NVH 委员会副会长。担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ehicle	Noise	&	Vibration》等国际杂志
编委。担任“汽车噪声振动和安全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受聘同济大学、
重庆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和兼职教授。

出版了 4本学术专著和 2本文学书籍，发表过
80 多篇学术论文。2018 年，Wiley 出版社出版了他
的新书《Noise	and	Vibration	Control	in	Automotive	
Bodies》。

编号：C1632
日期：10 月 21-22 日（2天）
讲师：庞	剑	博士
语言：中	文

CEU：1.3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学时：3.0（上海市继续教育学时）
地址：上海
价格：4,000	元（含税）

汽车 NVH 分析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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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讲课的内容很适合我们研究NVH的人员，
课程很丰富。”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

“讲师经验丰富	业内知名，解答很详细	互动很
好。”

北京汽车研究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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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与混合动力汽车的应用开发：平衡经济目标和技术要求

编号：C1630
日期：10 月 31 日 -	11 月 1 日（2天）
讲师：蒋宇翔	博士
语言：中	文

CEU：1.3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学时：3.0（上海市继续教育学时）
地址：上海
价格：4,000 元（含税）

简介
随着排放和油耗法规越来越严格，汽车业也加

紧了对电驱动力总成和电动车的研发。中国的汽车
业更是如此，因为中国市场对电动车（EV）和混合
动力汽车（HEV/PHEV）的需求越来越大，全国各地
都在兴建便捷的充电设备。当前，如何在经济成本
的限制下达到 EV/HEV/PHEV 汽车规定的技术指标并
实现主要电力传动部件（电池和电机）及控制器的
最优开发是亟待考虑的问题。本技术专题研讨会将
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并满足对理解 EV/HEV/PHEV
实际开发过程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参与者将通过研讨会了解到如何在兼顾经济和
技术因素时开发新能源汽车 (EV/HEV/PHEV) 所需的
知识。研讨会还将详细讨论电动车的主要部件（电
池和电机）及控制策略。本研讨会旨在解决新能源
(EV/HEV/PHEV) 汽车开发过程中所面临的方法、测
量标准、成本和功能目标等方面的问题。本研讨会
还将介绍电动汽车的充电系统。研讨会最后将对新
能源汽车市场进行展望。所有在本研讨会中提到的
设计概念和实际应用都会辅以案例来进行分析。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正确认识新能源汽车 (EV/HEV/PHEV) 的技术和
经济目标

•	 就功能、控制和集成这几方面解释电控、电池
和电机的原理

•	 识别高效的HEV/PHEV 电驱架构，比如 P1、
P2、P3 和 P4 等

•	 描述基本的新能源汽车营销战略

受众与条件
本次研讨会适于有一到两年 EV/HEV/PHEV 汽车

开发经验的工程和研究领域的人士，最好持有机械、

电子电器、汽车工程等专业的学士学位。此外，参
与者最好还能够具备基础的关于发动机、变速器、
电机、电池和电子控制系统等领域的专业技术知识。

大纲
第一天
•	 新能源汽车开发过程中的经济和环境因素

o	 经济和环境指标	
o	 整车厂的新能源车动力总成选择	
o	 新能源车的生命周期成本
		 		 -	 纯电动车的生命周期成本
		 		 -	 插电混动车的生命周期成本	

o	 远程信息技术在智能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
		 		 -	 车辆远程信息技术	
		 		 -	 车速规划	
		 		 -	 用远程信息技术优化HEV 管理	
		 		 -	 智能交通系统	

•	 EV 纯电动车的设计和开发
o	 电动车的架构	
o	 电驱系统设计	
o	 电动车的性能	
o	 能耗	
o	 案例分析		

•	 HEV/PHEV的设计和开发
o	 HEV/PHEV 的架构	
o	 PHEV 子系统设计的 Tradeoff 分析
o	 能耗、油耗、排放和成本
o	 案例分析

第二天
•	 电池和电池管理系统

o	 电池的设计要求
		 		 -	 成本要求	
		 		 -	 寿命要求	
		 		 -	 温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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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全要求	
		 		 -	 环保要求	
		 		 -	 车辆要求	
		 		 -	 未来预测	

o	 锂电池的安全性
		 		 -	 锂电池失效	
		 		 -	 安全电路	
		 		 -	 安全标准	

o	 测试和性能
o	 电池生命周期和回收
o	 电池管理系统
		 		 -	 架构	
		 		 -	 BMS	功能	
		 		 -	 案例	

o	 充电及设备

•	 电机和驱动
o	 转换器和逆变器
o	 直流电机及驱动
o	 感应电机及驱动
o	 永磁电机及驱动
o	 开关磁阻电机及驱动
o	 驱动控制及保护系统
o	 电磁兼容
o	 设计创建 AC驱动

•	 EV 和 PHEV 的市场前景
o	 技术因素
o	 顾客及车辆购买
o	 政策因素
o	 发展前景

讲师 : 蒋宇翔 博士
蒋博士现任金康新能源汽车动力总监，原任菲

亚特 -克莱斯勒亚太区动力总成集成管理总监，领导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总成研发、集成及国产化。之前
曾任吉利集团动力总成研究院常务副总、上汽集团
商用车技术中心动力总成开发部总工程师、福田汽
车研究院发动机技术中心总工程师，以及美国福特
公司动力传动控制及先进工程项目经理。此外，蒋
先生还曾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动力总成控制中心
项目经理。蒋先生在中国清华大学获得热能 -汽车工
程学士及硕士学位，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机械
工程博士学位，并拥有密歇根大学工商管理MBA 学
位。

“第一次从动力系统分配的角度详细进行理论
说明	知识量大。”

东风本田

“全面介绍了NEV的各个方面的技术与现状。”

福特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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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静态感知质量”直接关系到客户买车时的第

一眼，第一触（摸），第一嗅等的感受，顾客下一
步是否还会继续往下体验和购车很大程度上也取决
于这“第一感受”。

当前主机厂在整车开发过程中针对静态感知质
量设计技术路径，尤其是设计开发前期对造型，和
数据冻结开模之前的静态感知质量评审没有系统的
方法，通常只能在实车装车后评价，发现问题再做
大量设计整改。造成人力资源，开发费用，及时间
的浪费。而且往往由于受到时间和费用等约束，最
终还是达不到造型预期或令顾客满意的造型或精致
工艺效果。因此，主机厂急需建立一套完善的静态
感知质量目标设定，对造型和数据的评审，正确的
设计技术路径，客观的评价方法应用于产品开发全
过程，在整车产品开发全过程予以监控和及时纠正
感知质量风险问题，才能大大减少装车之后的设计
变更，得到最佳预期的造型效果批量生产实车。

本次研讨会阐述整车开发一整套完善的静态感
知质量设计技术路径和实车评价方法；尤其是能够
在产品开发前期，从结构设计集成、精致工程等角
度对造型或数据进行评价和设计优化。尤其是首次
针对产品开发前期造型和数据阶段提出了一整套静
态感知质量客观评价方法，即“整车 DTS 精致工程
指数”，可在造型阶段就量化衡量整车 DTS 达成的
难易程度，使得造型的工程可行性在设计前期就得
到客观的评价。

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技术专题研讨会，您将能够：

•	 了解如何建立汽车静态感知质量体系与流程
•	 掌握对造型，CAS，及数据，以及实车的感知
质量评价方法

•	 运用精致工程，尺寸工程，人机工程等技术工

具设计具有良好感知质量的汽车车身，内外装
饰系统

受众
•	 汽车（含新能源）主机厂负责汽车造型，和外
观零部件设计开发（主要是车身，内外饰，或
电子电器）的产品工程师；

•	 整车集成和静态性能评价工程师，质量保证
（Audit）工程师和装配工艺工程师，项目管
理工程师等；

•	 从事车身和内外饰零部件设计和生产的供应商
也必须参与并懂得静态感知质量的设计和应用
技术；

•	 各大专院，院校汽车专业学生，及对新车有兴
趣的“车评人”等

大纲
第一天

•	 感知质量概述
o	 感知质量的发展历程
o	 汽车感知质量	

•	 静态感知质量的评价和控制
o	 静态感知质量评价体系介绍
o	 静态感知质量评价方法介绍
o	 目标建立原则和步骤
o	 产品开发过程的控制流程和控制工具

•	 造型的静态感知质量
o	 汽车造型设计概述
o	 汽车造型静态感知的整体体验	

•	 整车感知人机工程设计
o	 感知人机工程概述
o	 舒适感知人机工程设计
o	 安全感知人机工程设计
o	 空间感知人机工程设计

汽车静态感知质量设计与评价

编号：C1903
日期：11 月 8-9 日	(	2 天 )
语言：中	文
CEU：1.3	CEUs	( 美国继续教育学分 )

地址：上海市
价格：4,000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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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便利感知人机工程设计	
o	 智能化人机交互设计

第二天

•	 整车尺寸技术规范及车身精致工程设计
o	 整车尺寸技术规范设计
o	 整车 DTS 管控与评价方法
o	 车身精致工程

•	 内外饰精致工程设计
o	 内外饰精致工程概述
o	 设计精致工程
o	 品质精致工程
o	 制造精致工程

•	 汽车静态感知质量发展理念与趋势
o	 造型趋势
o	 车联网及人工智能
o	 绿色、生态理念
o	 车内声品质发展趋势
o	 仪式感
o	 个性化、定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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