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名企、高校权威专家沟通交流
与行业专家深入探讨

与现场1000余位观众互动

自2020年末，全球通胀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汽车行业正全力向新能
源方向转型，引进新产品和新技术/工艺是产业链上的制造企业面临的挑战。
数字化及大数据应用越来越多被制造业所应用，数据安全治理已成为工业4.0时
代难以绕开的话题，汽车智造行业也不例外。
今年SMAS论坛涵盖“数字工程和工业数据安全”，“智能制造”两个板块，将为与会
嘉宾分享与之相关的应用案例。

近些年，企业在组织内部和供应链寻求降本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进一步取得降本
增效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如何让企业业务流程像工厂车间一样精益化和自动化，
有着巨大的潜力。随着数字化在企业的业务及生产过程的渗透率加大，对工业数据
安全的重视度越来越高。
本届SMAS论坛上，演讲嘉宾分享企业业务流程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以及如何保
障数据的安全性。

数字化和工业数据安全

智能制造

“智能化、集成化、网联化、轻量化”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新四化”发展趋势，这
些强劲的趋势正在推动汽车产业不断推出新技术和产品。此次论坛将分享汽车
行业从产品和技术角度的整体发展趋势，共同探讨整车厂以及零部件制造商的
典型智能制造应用案例，以及如何解决支撑大规模生产的核心生产工艺的难点。

第6届智能制造发展与应用大会
暨汽车产业数字化 网联化 智能化发展高峰论坛

2023年03月29日-30日 中国 • 苏州工业园区 凯宾斯基大酒店

论坛背景

论坛亮点

大会架构

往届回顾

现场设有展台，可观摩行业先进产品及应用

03月29日
主旨演讲

03月30日
平行论坛

自动化产业升级与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应对策略

全体大会 - 宏观环境解读与汽车行业数字化转型及发展

底盘设计与制造工程
技术发展

数字化及工业数据安全

扁线电机智能制造发展
电子产业数字化
应用及智造工程

数字技术及产业应用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活动日程 

全体大会 - 宏观环境解读与汽车行业数字化转型及发展  【03月29日】

09:15 - 09:20 领导致辞

10:50 - 11:20
面向未来的数字化工厂智能设计及制造

吴爱国
大中华区副总裁兼技术总监

易盼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12:00 - 13:10 午餐

09:20 - 09:50
机器人和自动化的历史和未来

葛兴福  教授/博士  
德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同济大学顾问教授

11:20 - 12:00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企业转型

古洪霞
应用经济学专家  新苏南模式研究院智库主任

09:50 - 10:20
汽车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

刘家东
总经理

信通院(江苏)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10:20 - 10:50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自动化产业升级与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应对策略  【03月29日】

13:10 - 13:40
引领自动化行业标准的探索

梁超
首席运营官

儒拉玛特自动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13:40 - 14:20
加强产业链协同，推进智能制造升级

周斌
董事  副总裁

汇川技术

董事长

14:20 - 14:50
数字化转型人才困局及破局之道

吴加富
苏州富纳艾尔科技有限公司

16:30 - 17:00

15:20 - 16:00
智造“未来之星”，以数字化工程技术共筑智能新未来

常旅刚
总工程师

张浩天
工程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

儒拉玛特自动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16:00 - 16:30

数字化专家

数字化赋能企业卓越运营

方宏峰
卡尔蔡司光学（中国）有限公司

均普智能⸺全球核心产业链模块化整合的挑战与应对

解时来
首席执行官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茶歇14:50 - 15:20

茶歇

13:10 - 13:40

13:40 - 14:25

14:25 - 14:45

14:45 - 15:30

15:30 - 16:15

16:15 - 17:00
从一维到多维，让汽车智造数据安全治理有章可循

李莅
工业数据安全治理高级专家

山石网科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探索与应用

孙楠
百兰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百度智能云智慧工业事业部  业务拓展副总经理

IndustryApps ‒ 从新路径进入数字化转型

刘余芳
项目总监

英达埃普（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定义智能制造 

Florian Weihard
首席技术官

儒拉玛特自动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先进的机器人制造赋能适应性强、灵活多变的生产系统

吴建成
副总经理 

赛拟特软件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Dr.-Ing. Lucas Bretz
总经理 

GAMI 全球先进制造研究所

数字化及工业数据安全  【03月29日】

平行论坛  【03月30日 全天】

*【拟定议题，以现场实际为准】

底盘设计与制造工程技术发展论坛

主题一：

底盘集成化设计

汽车底盘结构轻量化设计与优化
汽车底盘零部件轻量化的连接解决方案
智能汽车底盘集成化平台化生产趋势
CTC电池助力底盘滑板化
轮毂电机在底盘滑板化进程中的适用性分析
BBW线控制动的稳定性控制方案
集成式底盘控制技术的难点分析
新能源换电底盘的设计及优化

主题二：

底盘核心零部件
制造

行驶系统零部件装配集成技术解决方案
动力传动系统零部件装配集成技术解决方案
EPS及SBW转向系统零部件装配方案
高压铝合金底盘的可行性分析
EMB制动技术的降本之路
底盘核心零部件高效加工技术
底盘精密部件测量技术
集成化电驱系统装配方案

主题三：

底盘焊接技术

车桥焊装线的规划管理及工程工艺控制
螺柱焊技术在汽车底盘零部件的应用
激光技术在底盘零部件焊接中的解决方案
电阻焊在底盘零部件焊接中的质量控制
汽车底盘铝合金焊接工艺解析
氩弧焊在底盘零部件焊接中的解决方案
汽车底盘焊接零部件的质量检测
底盘焊接车间焊烟处理方案

主题四：

底盘总装

汽车底盘系统零部件组装测试
底盘部件数据自动追溯技术
底盘螺栓拧紧防错技术
压装系统在底盘零部件装配的解决方案
汽车底盘动态疲劳测试
汽车底盘疲劳寿命测试评价
机器人技术在底盘零部件装配集成应用解决方案
新能源动力电池包合装的系统控制方案
多品种底盘混流生产技术
汽车底盘工厂精益化生产管理
新能源汽车底盘NVH测试技术

*【拟定议题，以现场实际为准】

电子产业数字化应用及智造工程论坛

主题一：

汽车电子创新
开发及应用

座舱电子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智能座舱视觉解决方案
集中式座舱域控制
语音控制系统的运用
智能识别系统的提升
车机OS的发展趋势
汽车电子执行系统的性能提升

主题二：

汽车电子智能制造

汽车电子柔性化、智能化产线设计
汽车电子零组件测试解决方案
汽车电子高效涂覆技术
汽车电子自动焊接技术
汽车电子自动化点胶系统
机器人助力汽车电子智能制造

汽车电子生产过程中的数据追溯
汽车电子高效清洗技术
汽车电子产品封装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汽车电子类产品的光学检测
电压检测技术助力汽车电子的稳定性
汽车电子气密性检测方案

主题二：

线圈成型技术

模压成型技术质量的控制
发卡弹簧机成型技术
数控CNC设备自动成型技术
扁线电机扩口工艺
扁线电机pin扭头过程的关键技术
扁线电机涂敷绝缘技术
线圈成型过程中的工装夹具设计
扁线电机EUV浸漆工艺
扁线电机滴浸技术
定子真空灌封工艺

主题四：

测试技术

扁线定子在线PDIV测试方案
扁线电机电性能测试技术
扁线电机NVH的提升及测试
扁线电机EOL测试技术
漆包线耐电晕性能测试

主题一：

扁线电机
开发及整线技术

扁线电机柔性化制造方案
扁线电机耐电晕性能提升方案
波绕式扁线电机制造工艺
扁线电机油冷技术
扁线电机生产数据采集及追溯
扁线电机混线生产方案

主题三：

激光焊接技术

激光焊接在扁线电机中的创新应用
漆包线脉冲激光消融脱漆工艺
高速光学振镜焊接技术助力电机制造
图像捕捉系统在电机焊接重点运用
扁线定子装配焊接缺陷检测
AI视觉助力扁线电机质量提升

*【拟定议题，以现场实际为准】

扁线电机智能制造发展论坛 

*【拟定议题，以现场实际为准】

主题一：

工业数字化转型

汽车零部件数字化工业转型
汽车零部件精益制造：设备联网快速打造数字化管理
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数字化管理加速精准决策实施
预见性维护⸺实现“工业4.0”的关键因素
汽车零部件自动化生产线与数字化车间助力汽车智能制造

主题三：

智慧工厂、数字化
双胞胎

建设汽车零部件智能车间，打造高效柔性智能绿色制造体系
汽车零部件智能工厂的基础：PSE生产系统工程
利用产品的数字化双胞胎实现汽车零部件闭环性能工程
智慧工厂数字运维-人工智能在汽车汽车零部件装备和设施中的创新应用
运用CPS（信息物理系统）体系，实现全领域全流程优化及再造
柔性供应链入厂物流解决方案
汽车覆盖件模具智能化与信息化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题二：

智能制造与产业
协作数字技术

以AI与5G前瞻技术掌握智造未来
工业物联网下协作机器人如何为汽车零部件生产赋能
MOM平台驱动汽车零部件数字化转型
数据驱动汽车零部件制造-工业互联网时代的制造协同系统
汽车零部件车间设备数据的采集与安全防护

 数字技术及产业应用论坛

苏州金鸡湖凯宾斯基大酒店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国宾路1号

预定通道

参会地址

参会费用

参会、参展、演讲及赞助，请联系：
lillian.feng@ruhlamat.com.cn
sky.ke@for-expo.com

SMAS 2023

参会费用 RMB 3,800

专场会议、茶歇、午餐 专场会议、茶歇、午餐、
台卡、前排座位

全场通票、茶歇、午餐、
依需求安排2场商务配对洽谈

RMB 5,800 RMB 10,000

包括内容

论坛 VIP嘉宾 一对一商务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