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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传动领域行业盛会将首次登陆苏州

国际CTI第三届中国论坛和

展会“ 汽车变速器、混合动力

和电力驱动技术”将于2014年9

月17~19日在苏州隆重开幕。据

悉，CTI论坛作为汽车传动领域

的行业盛会，已经在中国成功举

办了2届，每次都吸引了众多来

自世界各地的业内企业、专家和

学者前来参加。

据了解，CTI论坛每年也会

在德国和美国举办。德国论坛

“创新汽车变速器、混合动力

和电力驱动技术”每年都会吸

引近千名与会者和参展商相聚

首都柏林，该论坛可以说是世

界汽车传动领域最重要的盛会

之一。同样在美国，CTI论坛也

已成功举办了7届，并凭借其论

坛紧密连接市场，时刻关注最

新发展趋势的特点，成为美国

的汽车传动与驱动领域极具声

望的年度盛会。

“中国政府对未来中国汽

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清晰的

构想，因此对于国内外汽车驱动

技术供应商来说，为了可以为中

国及亚洲市场提供最佳技术解决

方案，加强相互之间需求的了

解，围绕汽车驱动技术展开广泛

交流和探讨就变得尤其重要。”

▼  全新奥迪TT采用创新3D音频技术

近日，奥迪官方详解了全

新奥迪TT上开创性的3D音响系

统。在这款轿跑车上，Bang & 

Olufsen音响系统采用了创新的

Symphoria车载3D音频技术，

带来影院级的环绕音效体验。

采 用 S y m p h o r i a 技 术 的

Bang & Olufsen音响系统，通

过麦克风探测车舱内的噪声，并

由处理器分析后进一步优化声

效。音响系统680W的功放控制

着12个扬声器，其中包括2个中

央扬声器和位于车门上的2个低

音扬声器。

凭 借 该 3 D 音 响 系 统 ， 奥

迪再次大幅提升了车内的高档

音效体验。通过与世界知名音

频和多媒体技术研究机构——

Fraunhofer合作，奥迪开发了

Symphoria软件，用于声音信号

的“后处理”及渲染。首先，该

软件通过分析，将音频信号的不

同声音元素分离；然后，软件对

分离后的声音元素在车舱内进行

分发。这样，音域变得更宽、更

深，带来全新的3D空间感，使

每位乘客都能享受到非常精准的

顶级音响体验。

CTI德国论坛的专家顾问委员会

主席，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汽

车研究所所长兼教授以及CTI委

员会主席Ferit  Küçükay博士

说道。汽车传动及驱动系统是影

响能源消耗的关键因素，同时也

在客户的汽车购买行为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 巴斯夫全新汽车涂料装置在上海投产

巴斯夫上海涂料有限公司一座全新的汽车涂料装置日前在上海

化学工业区揭幕。本项目投资总额约5000万欧元，旨在扩大汽车涂

料产能，进一步巩固巴斯夫作为中国领先汽车涂料供应商的地位。

装置配备了目前最先进的通风和废气处理设备，以确保厂区

内外环境清洁。此外，该装置对物料的传输进行了特别的设计，实

现了封闭式处理。巴斯夫涂料解决方案亚太区高级副总裁费培德表

示：“我们的创新工艺和高性能汽车涂料将有助于客户达到效率目

标和保持竞争力。”

“巴斯夫按照市场趋势预测和客户需求进行投资规划，将继续

投资以加强中国和亚洲的本地生产，更快地响应客户需求，” 巴斯

夫亚太区总裁（职能管理）、大中华区总裁兼董事长侯宇哲博士补

充道。

新的汽车涂料生产装置毗邻建设中的巴斯夫树脂和电泳漆装

置，后者将于2015年下半年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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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ing 特别报道

Focusing on gearbox,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and electric drive

2014 年 9 月 24 日，CTI 论坛在苏州成功举办，此次论坛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平台，为与会者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认识汽

车工业最尖端科技的机会，与此同时，与会者通过深入探讨，能更充分并系统的了解到动力传动与驱动技术的新动向。精彩的

专题报告和多角度深入的交流研讨，以及最直观的传动技术展示平台，共同呈现了汽车工业领域的新发展和大趋势。苏州作为

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机械制造以及汽车零配件企业在此投资办厂，并以苏州为中心扎根中国。

深入讨论当下中国市场面临的发

展和大趋势
“今年，无论在各个会场中还是在

展览中，参会者的反馈信息都是展会

开办以来最为积极的一次。”CTI 论坛

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费里特 •库曲凯教

授总结道，“从高级管理层面直到技术

层面，供应商与整车制造商在不同层

次上展开了高效的讨论与交流。同时，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今年的讨论规模

也大大超过了往届并达到了一个新的

水平。我们的论坛致力为所有参展商

打造一个深度了解与交流的平台。而

我们的努力通过本届研讨会的圆满召

开又一次得到了证明，据统计，2014

年 CTI 论坛与会者与往年相比增长了

5%，其中来自中国的与会者增长了

6%。”

本届 CTI 论坛所讨论的议题以及

在论坛中所探讨的最新发展趋势，与

中国政府针对汽车市场出台的新政策

十分契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最

新声明指出，“自今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年底，中国将对环境相对低害

或无害的机动车辆统一取消征收增值

税。”此项新政策明确表达了市场和政

府对未来汽车行业所提出的更高要求。

聚焦
汽车变速器、混合动力汽车及电驱动技术

——国际 CTI 第三届中国论坛暨展会成功举办

← 费里特 •库曲凯教授高度赞扬了汽车制造商与供应商

之间的高效、高速的分享与沟通。

↓ 陈勇博士　今年研讨会的重点包括新驱动解决方案，

NVH 方面的优化和其新技术的发展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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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ing 特别报道

CTI 论坛组织者和专家委员会成员，方伟荣博士、费里特 •库曲凯教授、西尔维娅 •曾金格女

士和李春亮博士对今年 CTI 论坛暨展会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换言之，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在要求

技术不断创新的同时，如何实现资源

的合理利用，以及环境保护将成为未

来市场和政府着重关注的发展重心，

也是本届论坛最关注并广泛深入讨论

的中心问题之一。

“展会上广泛和深入地探讨了

DCT、CVT、AT 等不同变速器产品之间

的市场竞争。今天，中国市场对于变速

器制造商以及整车制造商来说都处于一

个很好的形势，变速器及整车制造商都

能够相对舒适地依照各自的需求选择相

应的产品。”费里特 •库曲凯教授谈道，

“在另一方面，变速器产品之间的竞争

在不断加剧，为满足中国市场上不断提

升的用户需求，各类变速器产品必将进

一步急速发展。对变速器和整车制造商

来说，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只有通过

大力的研发才能保持并扩大自身产品的

市场份额。与往届一样，论坛期间同时

举办了传动技术博览会，为与会者提供

了更多面对面交流和了解新产品技术的

机会。”

今年 CTI 国际论坛的题目由业

内专家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做：新驱动

解决方案，例如来自 AISIN 的新一

代自动驱动系统—前轮驱动装置，来

自吉利汽车的一款 6 档 AMT 变速箱

搭载电动机和另一款搭配混合以及

Plug-In 并联式混合动力的 6 档 AMT

变速箱，汽车配置的新搭配和此项技

术的发展在论坛上博得广泛的讨论。

此外，NVH 方面的优化和其新技术

的发展也在论坛中备受关注。在热烈

的讨论中，国内和国际与会者们就液

态和添加剂能作为增效的工具达成共

识，并详细介绍了已在其他市场得到

认同的新技术和解决方案。同时一汽

在专题演讲中展示的电动化动力总成

系统，以及上汽展示的湿式双离合器

变速箱的研究也成为论坛的一大热

点。

“成百上千的与会者和高标准的专

题讲座在 CTI 论坛在中国举办的第三

个年头继续强调了其对中国以及亚太

地区的重要意义。” CTI 传动系统 ( 欧

洲、美国和中国 ) 的论坛总监西尔维

娅 •曾金格女士进一步补充道：“我们

首要感激的是专家委员会，没有他们

在专业以及经验上的传授和在技术上

提供的咨询和建议，CTI 论坛不可能如

此顺利举行！”

专家委员会由 CTI 论坛顾问委员

会的主席，来自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

学的费里特 • 库曲凯教授，以及来自

吉利汽车研究院的总工程师兼副院长

陈勇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科

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及 SimulationX

培训中心主任徐向阳博士、上汽技术

中心变速器部全球总监方伟荣先生以

及长城汽车传动研究院自动变速器项

目组总工程师 Gerhard Henning 先生

等 19 名业内知名人士共同组成。

在随后的发布会上，CTI 论坛组织

者和专家委员会成员针对汽车行业的

发展方向做出一系列详尽的回答。其

中包括对于新能源发展方向的探讨、

变速器将对于低油耗做出贡献等内容。

专家们也表示对于 CTI 论坛十分赞赏，

比如，通过 CTI，不仅可以展示海外的

设备技术，也能够了解到当地客户的

需求等。

CTI 论坛与业内专家强强联手，

共同打造传动与驱动技术领域极

富赞誉的盛会
CTI 中国论坛是 CTI 德国柏林论

坛的姊妹论坛。2014 年，CTI 论坛

吸引了 11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

学者以及 120 多家展商共同参加。以

“创新汽车变速器，混合动力和电驱

动技术”为中心的 CTI 论坛已经成为

了世界汽车驱动与传动领域中最重要

的盛会之一。同样在美国，CTI 论坛

已成功举办过 8 届。多年的成功经验

促使主办方感受到驱动与传动领域的

全球化进程在日益加速，并在 2012

年第一次将 CTI 论坛带入中国。时至

今日，来自 20 多个不同国家，超过

1900 多名的与会者和行业专家参加

出席在德国，美国以及中国的 CTI 传

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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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update  行业动态

9 月 17 日 -19 日， 国 际

CTI 第三届论坛暨展会在苏州

举行。来自中国、德国、美国、

日本等国家约 420 名专家学者

对当前传动技术领域的最新发

展、驱动技术中备受关注的节

能、低耗等大趋势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探讨，同时也针对地区

与国际间技术发展的差异开展

了广泛的了解和交流。据统计，

今年 CTI 论坛与会者与往年相

比增长了 5%，其中来自中国的

第三届国际 CTI 闭幕，420 名国际专家学者齐聚苏州

与会者增长了6%。

今年 CTI 国际

论坛的题目由业内

专家为中国市场量

身定做：新驱动解

决方案，例如来自

AISIN 的新一代自

动驱动系统—前轮

驱动装置，来自吉

利汽车的一款 6 档

AMT 变速箱搭载

电动机和另一款搭

配混合以及 Plug-In
并联式混合动力的 6 档 AMT
变速箱，汽车配置的新搭配和

此项技术的发展在论坛上博得

广泛的讨论。此外，NVH 方面

的优化和其新技术的发展也在

论坛中备受关注。在热烈的讨

论中，中国和国际与会者们就

液态和添加剂能作为增效的工

具达成共识，并详细介绍了已

在其他市场得到认同的新技术

和解决方案。同时通过一汽在

专题演讲中展示的电动化动力

总成系统，以及上汽展示的湿

式双离合器变速箱的研究也成

为论坛的一大热点。

“成百上千的与会者和高

标准的专题讲座在 CTI 论坛在

中国举办的第三个年头继续强

调了其对中国以及亚太地区的

重要意义，”CTI 传动系统（欧

洲、美国和中国）的论坛总监

西尔维娅 •曾金格女士表示。

本届国际 CTI 专家委员

会由 CTI 论坛顾问委员会的

主席，来自德国布伦瑞克工

业大学的费里特 • 库曲凯教

授，以及来自吉利汽车研究

院的总工程师兼副院长陈勇

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

通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及

SimulationX 培 训 中 心 主 任

徐向阳博士、上汽技术中心

变速器部全球总监方伟荣先

生以及长城汽车传动研究院

自动变速器项目组总工程师

Gerhard Henning 先 生 等 19
名业内知名人士共同组成。

CTI 论坛组织者和专家委员会成员：方伟荣博士，

费里特 •库曲凯教授，西尔维娅 •曾金格女士和李

春亮博士（从左至右）。

奥地利微电子日前在北

京宣布，推出采用 DAEC（动

态角度误差补偿）技术的

AS5047D、AS5147 和 AS5247
磁性位置传感器。适于电机控

制和角度位置测量。

AS5047D面向机器人和编

码器模块应用。AS5147/5247
均符合 AEC-Q100 认证，面

向汽车转向、传动、刹车制动

器、引擎进气阀等应用。其中

5247 是互为备份的双芯片结

构，可满足功能安全更高的要

求。

奥地利微电子高级市场经

理 Oliver Weber 表示：“传统

磁性旋转位置传感器芯片需要

将其嵌入式磁性元件中磁场强

度的原始测量信息转换为数字

角度测量结果，这样会导致传

播延迟。延迟期间，由于离心

器的角位移发生变化，当数字

输出时，其实际位置与传感器

所测量的位置将会产生误差。

而 DAEC 技术的独特算法能

动态地补偿每个测量样本被捕

捉时的转速。”

例 如， 在 7000rpm 转 速

下，47 系列磁性位置传感器

的角度测量误差为 0.08°，

12000rpm 转 速 下 的 误 差 为

0.14°，14500rpm 转速下的误

差不到 0.17°（不含非线性积

分）。

Oliver 还表示，微分传感

技术可使设备不受杂散磁场

的影响，无需任何防护措施

即可应用在电嘈杂环境中，

所以完全符合严苛的汽车应

用环境。

AS5047D 采 用 14 引 脚

TSSOP 封装，千片批量价格

4.21 美元。

奥地利微电子发布
最新磁性位置传感器

10 月 22-24 日，瑞典山特

维克在 SAE-CCE 2014（2014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

览会）期间面向中国市场正

式发布其全新 Pressurfect ™和

Pressurfect ™ XP 无缝不锈钢

管产品。该产品将应用于新

一代 GDI 发动机的油轨与油

管，更好地顺应汽车轻量化

发展趋势与日益严格的节能

减排要求。

此次发布的 Pressurfect 和
Pressurfect XP 专为 GDI 汽车

发动机量身定制，高强度、耐

腐蚀，可保证燃料充分且安全

地燃烧，同时满足节能减排的

山特维克推出用于 GDI 发动机的不锈钢管管材

需求。其中，

Pressurfect 
XP 强 度 更

强、质量更

轻（减重可

达 40%），

可轻松应对

极端压力工作条件。在美国

SAE International 2014年会上，

该款产品被授予SAE技术奖。

山特维克汽车行业全球产

品经理 JariPonsiluoma 表示：

“山特维克在 GDI 技术领域

有着丰富经验，早在 GDI 技
术刚刚起步时，山特维克就参

与其中，目前公路上行驶的汽

车中有至少 500 万台 GDI 发
动机，其中大部分采用的是山

特维克的不锈钢管材。此次能

参与到 SAE-CCE 2014 的盛会

中，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也希

望山特维克可以借这个平台向

更多的业内同仁展示最新的研

发成果，为中国汽车行业发展

再助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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