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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论坛概况 

 主办单位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数据资源中心  

 支持单位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世界钢铁协会 

中欧汽车材料委员会 

欧洲汽车工业协会 

日本汽车零部件工业协会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 

 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18 年 3 月 28 日 

论坛时间：2018 年 3 月 28-30 日  

论坛地点：社会山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天津市西青区知景道 198 号） 

 论坛规模 

参会嘉宾主要包括国内外政府领导、汽车行业专家学者、

行业协会、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材料企业、第三方机构、

科研院校和宣传媒体代表共计 1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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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主题 

永久主题：新材料 新技术 新工艺 

年度主题：材智创新 绿塑未来 

 论坛日程 

3 月 

28 日 
14:00-17:00 

宣布成立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中心 

智能嗅觉系列解决方案交流会 

3 月

28-29 日 
14:00-17:00 企业需求对接洽谈会 

3 月

28-30 日 
9:00-17:00 先进绿色材料技术展示 

3 月 

29 日 

9:00-12:00 主论坛：宏观产业趋势 

14:00-17:00 

分论坛一：汽车绿色发展 

分论坛二：车内环境优化 

分论坛三：材料正向开发 

分论坛四：新能源材料 

分论坛五：轻量化技术 

分论坛六：涂装 VOCs 削减 

3 月 

30 日 

9:00-12:00 
“车用材料技术工作组” 

工作会议 

14:00-17:00 西青区企业技术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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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活动说明 

 成立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中心 

中汽中心成功获批成为汽车行业唯一的工业节能与绿

色发展评价中心（以下简称“评价中心”），未来将以“评价

中心”为平台，开展工业节能和绿色发展政策、标准、规范

研究及试点示范推广工作，支撑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论坛

期间，“评价中心”宣布成立，并于同期发布车用绿色低

VOCs 材料产品、“绿色标杆企业”评选结果，以加快带动汽

车行业开展绿色产品评价工作。 

 智能嗅觉系列解决方案交流会 

针对当前消费者关注度高的车内异味问题，围绕中国首

套气味评价智能嗅觉系列解决方案开展深入交流。智能嗅觉

系列解决方案包括智能嗅觉分析仪（SSA）和智能嗅觉分析

系统（SSAS），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取代人类鼻子的

嗅觉功能进行气味检测与评价，将成为汽车行业气味评价的

革命性产品，引领我国汽车行业气味表征技术的发展潮流。 

 成立汽车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为协助汽车产业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需要

基于材料层面技术突破，创新整车与材料企业合作模式，引

导材料产业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因此，在相关部委的指导

下，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联合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材

料企业、科研院校、以及检测机构与认证机构筹备成立“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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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旨在建立汽车行业上下游协同

发展机制，推动先进材料技术成果应用转化。 

 先进绿色材料技术展示 

材料论坛期间，对企业广泛关心的低毒低害材料、低气

味材料、电子鼻、车内 VOC 监测及净化设备等新材料和新

技术进行展示。 

 “车用材料技术工作组”工作会议 

车用材料技术工作组是 IFAM 的创始组织，现有近百家

成员单位，覆盖主流汽车企业，以及大型零部件、材料企业

和检测机构。届时召开“车用材料技术工作组”第 17 次工

作会议，对相关研究工作进行总结、研讨、规划。 

 西青区企业技术调研 

组织与会企业代表到西青区典型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参

观，与企业专家进行深入技术交流。 

 会务组联系方式 

任保进：022-84379197； 张涵：022-84379793 

张妍：022-84379785；   张连桐：022-84379799-2765 

康医飞：010-67832396； 张瑾：022-84379189 

网址：http://ifam.catarc.info 

邮箱：news@catarc.ac.cn 

 会议报名须知： 

1）会议费：2200 元/人（国内参会者），350 美元/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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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参会者）。上述参会费用包括会务费、资料费等，交通、

住宿费用自理。 

2）请参会代表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前，扫描下方二维

码，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至会务组。 

 

扫一扫即可报名 

3）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天津卡达克数据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天津津西支行 

银行帐号：0202 0201 0400 19879 

银行支付号：103110002025 

用 途：2018 车用材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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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论坛议程 

2018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9:00-12:00  

主论坛：宏观产业趋势 

材料是提升汽车绿色制造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引擎。主论坛将围绕

车用材料产业发展环境、技术趋势，邀请政府领导、行业专家解

读最新政策和技术动向，把脉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趋势。 

9:00-9:20 

致辞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致辞 

（西青区人民政府） 

9:20-10:20 

深化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推动汽车产业提质增效 

（工业和信息化部） 

统一绿色产品体系，提升汽车绿色发展质量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四化时代汽车产业核心业态的变革与重塑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10:20-10:40 茶歇 

10:40-11:10 宣布成立汽车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11:10-12:00 

新材料产业引领制造业跨越升级 

（中国工程院） 

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解读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先进用钢基础及潜能分析 

（世界汽车用钢联盟） 

 



 

7 

 

2018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14:00-17:00 

分论坛一：汽车绿色发展 

绿色制造是深入落实《中国制造 2025》的重要方向之一，本论

坛将从有害物质管控与绿色供应链构建出发，剖析国内外政策法

规、先进技术和管控措施，促进企业协同创新，推进汽车全产业

链的绿色发展。 

14:00-15:20 

《GB/T 30512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修订进展介绍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有害物质管控水平逐步引领世界汽车产
业发展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数据资源中心） 

欧盟 ELV 法规政策最新要求 

（PSA 集团） 

日本 ELV 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构建 

（日本汽车回收协会） 

15:20-15:40 茶歇 

15:40-17:00 

日本汽车零部件产业绿色供应链实践 

（日本汽车零部件工业协会） 

汽车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 

全生命周期体系推进汽车绿色制造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数据资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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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14:00-17:00 

分论坛二：车内环境优化 

车内环境一直是汽车行业关注的焦点，本论坛分别邀请行业机

构、整车企业、零部件及材料企业专家分享国内外法规标准进展、

企业管控经验、低气味材料解决方案，探讨车内空气质量优化方

式，持续改善车内环境、提升汽车产品品质。 

 

14:00-15:20 

车内空气质量标准编制最新进展 

（北京理工大学） 

车内气味的化学计量学分析与预测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数据资源中心） 

整车气味物质溯源分析研究 

（泛亚技术中心） 

零部件 VOCs 测试方法国际标准编制进展 

（日本汽车工程学会） 

15:20-15:40 茶歇 

15:40-17:00 

车内零部件 VOCs 控制技术研究 

（丰田纺织（中国）有限公司） 

气味溯源-鼻子追溯气味&仪器分析源头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如何打造舒适的车内空气环境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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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14:00-17:00 

分论坛三：材料正向开发 

材料正向开发，是整车开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汽车

质量、产品一致性和成本的有效管控。本论坛从汽车产品材料开

发流程、安全结构件材料选用、材料信息化管理以及腐蚀设计等

方面，探讨汽车产品正向设计的新模式，实现汽车品质提升。 

14:00-15:20 

材料正向开发技术解读 

（汽车企业） 

车用材料信息化管理提升行业产品开发效能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汽车用材设计与工程数据库系统研究 

（南京博郡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基于 AMASS 的材料开发与大数据管理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数据资源中心） 

15:20-15:40 茶歇 

15:40-17:00 

构建符合我国供应链现状的汽车腐蚀标准体系 

（众泰汽车） 

汽车涂层钢板腐蚀及腐蚀预测方法 

（日本 JFE 钢铁集团） 

首钢汽车用钢新技术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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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14:00-17:00 

分论坛四：新能源材料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

脏，其相关材料技术一直是行业研究热点。本论坛从顺应“双积

分”管理要求、加强新型材料应用出发，立足新能源汽车的安全

性与可靠性，针对传统材料面临的技术变革与挑战进行深入沟通

交流，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14:00-15:20 

新能源汽车“双积分”管理办法解读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数据资源中心） 

新能源汽车用材技术路线解读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高功率高能量密度的电池电极材料路线 

（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阻燃材料之于新能源汽车的相关性 

（杜邦） 

15:20-15:40 茶歇 

15:40-17:00 

电池外壳镀镍钢板性能提升方案 

（Tata Steel Plating,Hille & Müller GmbH） 

有机硅在新能源汽车中的应用 

（埃肯有机硅） 

汽车大趋势以及保气性的重要性 

（埃克森美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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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14:00-17:00 

分论坛五：轻量化技术 

轻量化是实现汽车节能、减排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实施汽车轻量

化对于提升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论坛从

汽车轻量化材料与技术应用出发，邀请国内外行业专家，围绕 

轻量化材料研发、技术应用、轻量化设计等方面，探讨轻量化技

术发展趋势，推动汽车与材料产业的协同进步。 

14:00-15:20 

长安汽车典型铝合金轻量化零部件研究进展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热轧高强度钢在车辆轻量化实践中的应用 

（汽车企业） 

世界汽车轻量化技术与材料的创新和应用 

（中欧化工制造商协会） 

新型复合材料连接技术助力车身轻量化 

（北京化工大学） 

15:20-15:40 茶歇 

15:40-17:00 

乘用车轻量化技术与创新应用 

（零部件企业） 

先进粘结技术在汽车轻量化中应用 

（洛德化学） 

全球领先的车用塑料轻量化解决方案 

（博禄贸易） 

有机硅技术助力汽车轻量化 

（埃肯有机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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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14:00-17:00 

分论坛六：涂装 VOCs 削减 

为践行国家“十三五”节能减排重点任务，开展汽车涂装 VOCs 削

减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

策。本论坛邀请汽车涂装领域的行业专家、汽车企业专家、涂装

装备企业专家共聚一堂，从法规政策解读、管控评价体系介绍、

削减经验分享等方面展开交流，探讨汽车涂装的绿色未来。 

14:00-15:20 

《汽车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削减路线图》解读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数据资源中心） 

汽车行业排污许可及最佳可行技术指南标准编制
进展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公司） 

汽车涂装清洁生产指标体系建设 

（中国表面工程学会） 

汽车高固含涂料技术发展和应用 

（奇瑞捷豹路虎） 

15:20-15:40 茶歇 

15:40-17:00 

涂料助剂助力于汽车涂料的绿色之路 

（赢创） 

汽车涂装废气 VOCs 处理技术 

（涂装装备企业） 

汽车涂装废气在线检测系统 

（涂装装备企业） 

注：1、论坛日程安排请以当日为准；2、论坛全程提供中英同声传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