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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特别报道

第五届国际CTI中国论坛“汽车变

速器、混合动力和电力驱动技

术”将于2016年9月21日-23日在上海隆

重开幕。在论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行

业专家和企业领导将齐聚一堂，通过8个

系列预计67场专业报告来介绍和展示当

前汽车变速器领域内的最新技术和成果，

从科技与经济两个角度分析市场未来的

发展趋势。于此同时，“变速器展会”亦将

与论坛同期召开。届时，来自中国和国际

的众多整车厂、变速箱生产商及零配件供

应商的高管们将探讨针对传统和新能源

驱动的战略和方案、零部件以及研发工

具，并介绍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China’s fifth International CTI Sym-

posium ’Automotive Transmissions, Hy-

brid & Electric Drives’takes place from

21 to 23 September 2016. Automobile

exper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ill meet

here to discuss the latest business-rele-

vant developments in transmission tech-

nology, which will be presented in eight

lecture sets with 60 presentations. In the

keynote lectures and satellite exhibition ’

上届CTI中国论坛

国际传动领域专家论坛即将在上海隆重开幕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Experts Meet for the Fifth Time in Shanghai

第五届国际CTI中国论坛暨展会
5th CTI Symposium and Transmission Expo in China

2016年9月21日-23日，上海
21–23 September 2016,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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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ssion Expo’, high-ranking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automobile and transmission man-

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will describe their

strategies and new concepts, components and

development tools for conventional and alter-

native drives.

大力推动中国变速器驱动技术发展
Tailwind fo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in China

中国政府致力大力推动和发展新能源汽车，

目标是至2020年实现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到五百万辆。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正大力

推广奖励性政策以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新一

轮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将会陆续实施。电

动汽车的补助额度将根据其最短续航里程来决

定。可以预见，随着中央和各地方政策的展开，势

必会对中国汽车产业产生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将

极大地推动新能源汽车中变速器和传动系统的

发展，而这一技术正是新能源计划能否取得长远

成功的关键。”国际CTI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德

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汽车工程技术研究院长

(Technische Universit覿t Braunschweig)Ferit

Kü覶ükay教授解释说。

By 2020, China plans to have more than

five million New Energy Vehicles (NEVs) on its

roads. To achieve th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using targeted stimuli to promote electric

mobility. ”Central government’s new subsidy

regulations are in place, and are supported in

large cities by range-based NEV subsidies”,

explains symposium chair Prof.Dr.Ferit Kü覶ü-

kay from TU Braunschweig.“These central and

local measures will have a massive impact on

the Chinese automobile industry–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drive technology, which is key to the

long-term success of NEVs.“

伴随着这个发展，今年论坛的重点是电动化

及其发展，以及传统驱动系统的继续发展：

Accordingly, questions about electrification

and conventional drive evolution will be centre

stage at this year’s symposium:

* DHT (Dedicated Hybrid Transmission): 同

传统的混合动力变速器相比有哪些优势？

* Dedicated Hybrid Transmission (DHT):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f this new transmis-

sion category over traditional add-on hybrid

transmissions?

* 新一轮新能源汽车政策对新能源汽车的发

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考虑到传动轴和

混合动力传动？

* Regulations in China: How do the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s

(NEV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powertrains and

hybrid transmissions?

上届CTI中国论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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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步及换档元件：如何提高舒适度、动力性

及其效率？

* Starting and shift elements: How can

comfort, dynamics and efficiency be improved?

* 按需对执行系统、润滑系统、轴承和密封部

件进行优化以提高变速器效率。

* On-demand actuation, lubrication, opti-

mised bearings and seals for reduced transfer

loss

* DHT、AT、DCT、CVT、AMT：各类变速器如

何在中国市场脱颖而出？

* DHT, AT, DCT, CVT, AMT: which con-

cepts have which advantages in China?

* 通过最优的传动系统标定达到最佳的动力

性、舒适度及传动效率。

* Optimised powertrain calibration fro more

dynamics, comfort and efficiency

* 如何通过各类混合动力传动及电子驱动传

动系统进一步提高传动系统效率？

* How can different hybrid and electric

drive concepts make transmissions even more

efficient?

交流学习及建立联系的绝佳平台
Knowledge sharing, innovations and

trends

CTI德国论坛被称作世界汽车传动领域最重

要的盛会之一，每年在德国首都柏林隆重举办。

CTI中国论坛作为CTI德国柏林论坛的姊妹盛会，

以它高质量的专家讲座，深度的中国市场分析和

洞察，以及顶级专家和企业决策者的参与在业内

也深受推崇和信赖。“去年的CTI中国论坛约有

430名与会者参加，今年我们将更注重论坛质量

上的提高和突破，而不仅仅是参会人数上的攀

升。”欧洲、美国和中国 CTI 论坛的项目总监

Slyvia Zenzinger 女士说道。

The CTI Symposium China is a ’sister

event’of the CTI Symposium Berlin. In addition

to particularly high-quality lectures, it stands

out by factoring in parameters that are specific

to the Chinese market, and through the high

number of decision-makers who attend.“Last

year we had about 440 participants; this year,

we’re expecting even more”, notes Sylvia

Zenzinger, Managing Director CTI Transmission

Symposia Europe, USA and China.“That said,

we focus on quality – not quantity.”

去年的论坛吸引了来自全世界近1300名参

与者和120名制造商相聚柏林。“在去年的CTI德

国论坛上，首次展出了具有变革意义的DHT变速

器，对此我们非常的自豪，”CTI中国论坛执行项

目总监Maria Forko女士介绍说，“这一技术上的

理念一被提出后，立刻被广大零件制造商所接

纳，在本届于上海举行CTI论坛上，DHT变速器无

疑也将成为焦点。”

Last year’s Berlin Symposium–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specialist events fo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 was attended by

around 1,300 participants and 120 exhibito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e’re proud of the

fact that DHTs were first defined and presented

as a new breed of hybrid transmissions in

Berlin,“ says Maria Forko, Deputy Project Man-

ager CTI Symposiums China.“OEMs and sup-

pliers added this technical term to their vocab-

ulary right away. So naturally, it will play an im-

portant role at this year’s symposium in

Shanghai too.“

CTI中国论坛在上海召开，主会日为期两日。

主会日前一天（9月21日）为介绍日。介绍日上，主

办方会对各种先进变速器进行介绍和详细讲解，

新人和初学者在这一天可以介绍讲解汽车变速

箱和新能源驱动技术的基础知识。

The two-day Symposium in Shanghai will

be preceded by an introductory day (Septem-

ber 21) that offers newcomers an overview of

the basics of automobile transmissions and al-

ternative dr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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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观察  |  Auto Observation

DHT 为中国

《汽车工艺师》记者/ 于永初

正如之前专家预言，日 严格

的法 法规和汽车驾驶者日益提高

的环保意识 中国的汽车产业开

意识到，混合动力在中国的汽车行

业将 得越来越重要的市场地位。

一个新的驱动系统在这样的 景下

而出：DHT混合驱动，正在作

为新的混合动力驱动发展起来。

DHT是一种混合动力驱动，本

质上 助于电动驱动实现其功能，

如在汽车的运行中调 内 的

数和 。这意 着：电动驱动

的汽车 部件在D H T系统 中

心任 ，是这一设计的中心 成部

分，也是DHT驱动器与传统的“

加驱动方案”根本上的区别。“不

管是 推动法规的 方面 是

增加驾驶 来 ，电 化驱动

将给驱动技术在未来带来根本性的

变 。现有的大部分传统驱动系统

用了 加驱动方案 ，而这

致了额外 用的增加。更多的

专业方案 求更 的效益，

功能 用和 用之 的 ，”

特内 及 设备公司变速器

人Mario Brunner解 ，就是

在传统的动力驱动设计中效率也是

十分重要的。“现在奥迪开 设计

生产新一 的可 续的 轮驱动系

统，在保 传统 轮驱动特性的同

，效益也将 得 提高。”奥

迪变速器研发部门 人Michael 

Schöffman说到。效益是变速器发

展 程中经常被提及的问题，而

DHT系统无疑将为之加分。

DHT系统 有非常多的优点，

其中 个特别的重要：首先，DHT

系统 更加 有效率。在传

统自动变速器不 增加传动 置数

量，以此推动驱动发展的同 ，

DHT变速器 会减少传动 置。其

次，DHT驱动系统 环保出行成为

可能。 为在电 驱动的 下，

内 能 在功率 内更加

地运行，以此实现降低能 。最

，电 驱动可以在额外功率的最

状 下运行，以提高动力，进而

增强驾驶 ，这也是混合驱动汽

车能 得市场的重要优势。目前，

用混合驱动的汽车 很少， 是

它无疑将成为一个 势。“考虑到

越来越大的环 力，以及更加严

格的排放标准，推动驱动技术的发

展在世界 和中国国内 被提上

日程，”舍弗勒集团大中国区总裁

杨汉兵先生说到。“在 的十年

里，世界 变了中国的汽车市场，

在未来的十年，中国将影响 至

变世界汽车领域。”清华大学汽

车产业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教授

说 。到2020年 将有望实现

有500万辆电动汽车的 望，中央

政府有信心实现这一目标。

CTI论坛 DHT

在2015年12月 在柏林举行的

第14届国际CTI论坛上第一次对专业

众展示了DHT变速器，并进行了

讨论。国际CTI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

Ferit Küçükay教授和Robert Fische博

士（AVL 特集团和专业领域的

会员）首先发起了这一 ，同

在专业领域引 了“DHT”这一

。 此 高度展望下一次以

“汽车变速器，混合动力和电力驱

动技术”为主题的国际CTI论坛，

这次论坛将于2016年9月21 23日在

上海举行，届 将会有500位专家与

会，将已经开 讨论的DHT这一主

题继续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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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9日零部件

■ 商 车 

DHT系统使混合驱动更加节能经济
正 如 之 前 专 家 预 言，

日 趋 严 格 的 法 律 法 规 和 汽

车 驾 驶 者 日 益 提 高 的 环 保

意识，使中国汽车产业开始

意识到，混合动力在中国汽

车 行 业 将 赢 得 越 来 越 重 要

的市场地位。一个新的驱动

系 统 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 脱 颖

而出：DHT 混合驱动，正

在 作 为 新 的 混 合 动 力 驱 动

发展起来。

DHT 一个纯粹的混合
驱动设计

DHT 是一种混合动力

驱动，本质上借助于电动驱

动 实 现 其 功 能， 例 如 在 汽

车 运 行 过 程 中 调 整 内 燃 机

的转数和转矩。这意味着：

电 动 驱 动 的 汽 车 零 部 件 在

DHT 系 统 接 收 中 心 任 务，

是 这 一 设 计 的 中 心 组 成 部

分，也是 DHT 驱动器与传

统的“附加驱动方案”根本

上的区别。无论从推动法规

的 完 善 方 面 还 是 从 增 加 驾

驶乐趣来看，电气化驱动都

将 给 驱 动 技 术 在 未 来 带 来

根本性的变革。现有的大部

分传统驱动系统利用了“附

加驱动方案”，而这导致了

额外费用的增加。“更多的

所谓‘专业方案’追求更好

的效益，即功能使用和费用

之间的比例。”李斯特内燃

机 及 测 试 设 备 公 司 变 速 器

负责人 Mario Brunner 解释

道，即便在传统的动力驱动

设计中，效率也是十分重要

的。“现在奥迪开始设计生

产 新 一 代 的 可 持 续 的 四 轮

驱动系统，在保留传统四轮

驱动特性的同时，效益也将

获得显著提高。” 奥迪变速

器研发部门负责人 Michael 

Schöffman 表示。效益是变

速 器 发 展 过 程 中 经 常 被 提

及的问题，而 DHT 系统无

疑将为之加分。

混合驱动发展的原因：
节能、环保、有动力

DHT 系统拥有非常多

的优点，其中 3 个特别重要。

首先，DHT 系统结构更加

紧密有效率，在传统自动变

速 器 不 断 增 加 传 动 装 置 数

量 以 此 推 动 驱 动 发 展 的 同

时，DHT 变速器则会减少

传动装置。其次，DHT 驱

动 系 统 使 环 保 出 行 成 为 可

能。因为在电气驱动的支持

下，内燃机能够在功率范围

内更加精确地运行，以此实

现能耗降低。最后，电气驱

动 可 以 在 额 外 功 率 的 最 佳

状态下运行，以提高动力，

进而增强驾驶乐趣，这也是

混 合 驱 动 汽 车 能 赢 得 市 场

的重要优势。

目 前， 使 用 混 合 驱 动

的汽车还很少，但是它无疑

将成为一个趋势。“考虑到

越 来 越 大 的 环 境 压 力 以 及

更 加 严 格 的 排 放 标 准 推 动

驱动技术的发展，在世界范

围 和 中 国 国 内 都 被 提 上 日

程。”舍弗勒集团大中国区

总裁杨汉兵表示。“中国作

为汽车电汽化的领头者，在

过去 10 年里，世界改变了

中国的汽车市场，但在未来

的 10 年，中国将影响甚至

改变世界汽车领域。”清华

大 学 汽 车 产 业 战 略 研 究 院

院长赵福全说。到 2020 年，

北京将有望实现拥有 500 万

辆电动汽车的愿望，中央政

府有信心实现这一目标。

CTI 论坛作为 DHT
设计诞生的见证者

去年 12 月初在柏林举

行 的 第 14 届 国 际 CTI 论

坛 上，DHT 变 速 器 第 一

次 向 专 业 观 众 展 示。 国 际

CTI 论 坛 顾 问 委 员 会 主 席

Ferit Küçükay 和 Robert 

Fische 博士（AVL 李斯特集

团和专业领域的会员）首先

发起了这一概念，同时在专

业 领 域 引 入 了“DHT” 这

一缩写。因此，下一次以“汽

车变速器，混合动力和电力

驱 动 技 术 ” 为 主 题 的 国 际

CTI 论 坛 也 备 受 期 待。 这

次论坛将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 23 日在上海举行，届

时将会有 500 位专家与会，

将已经开始讨论的 DHT 这

一主题继续下去。 

CTI 一个汇聚专家的
专业论坛

CTI 论坛是一个汇聚了

来自全世界专家的国际学术

交流研讨会，该研讨会致力

于讨论和交流汽车变速器和

混合驱动及电力驱动领域的

最新技术和发展。该论坛主

要聚焦于驱动市场的传动装

置技术和汽车市场经济方面

的发展。除了关注 DHT 变

速器的发展之外，此次在上

海举行的 CTI 论坛专家报告

中，还将涉及减少车辆二氧

化碳排放、提高驱动装置效

益和舒适度、自动化驾驶对

传动器的影响等主题。

李斯特内燃机及测试设备公司 DHT 变速器 ( 图片由李斯特内燃机及测试设备公司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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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focus行业聚焦

正如之前专家所预言，日趋严格

的法律法规和汽车驾驶者日

益提高的环保意识使中国的汽车产业开

始意识到，混合动力在中国的汽车行业

将赢得越来越重要的市场地位。一个新

的驱动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

DHT混合驱动，正在作为新的混合动力

驱动发展起来。

Stricter legislation and more environ-

mental awareness among drivers, in-

cluding those in China, are causing a

radical rethink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all the experts agree that hybrid drives

will become more important. A new

transmission category is particularly out-

standing: Dedicated Hybrid Transmis-

sions ( DHTs ) , which are developed

specifically for use in hybrid drives.

DHT一个纯粹的混合驱动设计
DHT–a pure hybrid concept opens

up new avenues

DHT是一种混合动力驱动，本质上借

助于电动驱动实现其功能，例如在汽车的

运行中调整内燃机的转数和转矩。这意味

着：电动驱动的汽车零部件在DHT系统接

收中心任务，是这一设计的中心组成部

分，也是DHT驱动器与传统的“附加驱动

方案”根本上的区别。“不管是从推动法规

的完善方面还是从增加驾驶乐趣来看，电

气化驱动都将给驱动技术在未来带来根

DHT———
一个也为中国汽车工业设计的驱动系统
DHT A New Transmission Category for China Too

DHT系统使混合驱动更加节能经济袁并且通过更多的动力增强驾驶乐趣遥
Dedicated Hybrid Transmissions (DHTs) make hybrid drives more economical, cheaper

long term, and more dynamic for a more enjoyable drive.

3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www.gear001.com

Industry focus行业聚焦

本性的变革。现有的大部分传统驱动系统利用

了“附加驱动方案”，而这导致了额外费用的增

加。更多的所谓‘专业方案’追求更好的效益，即

功能使用和费用之间的比例，“李斯特内燃机及

测试设备公司变速器负责人Mario Brunner解释

道，就是在传统的动力驱动设计中效率也是十

分重要的。”现在奥迪开始设计生产新一代的

可持续的四轮驱动系统，在保留传统四轮驱动

特性的同时，效益也将获得显著提高。”奥迪变

速器研发部门负责人Michael Sch觟ffman说到。

效益是变速器发展过程中经常被提及的问题，

而DHT系统无疑将为之加分。

A DHT is a hybrid transmission that per-

forms key transmission functions (such as

matching the ICE’s rpm and torque to vehicle

operating condition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n

electric motor. So in a DHT, electric motor com-

ponents handle essential tasks, and are‘baked

in’to the concept. This distinguishes DHTs fun-

damentally from add-on solutions, and follows

the current way of thinking.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legislation or driving enjoyment is the

stimulus”, says Mario Brunner, Head of Passen-

ger Car Transmission, AVL List GmbH.“Either

wa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electrification will

significantly change the future of drive technolo-

gy. Most of today’s hybrid drives use conven-

tional transmissions with add-on hybrid solu-

tions, but that means extra costs. For an optimal

balance of functionality and cost, we need dedi-

cated solutions instead.“ However, the efficiency

of traditional transmission concepts is also being

improved. “Audi is currently launching a new,

sustainable S-tronic generation of its all-wheel

drive system”, reveals Michael Sch觟ffmann, He-

ad of Transmission Development, Audi AG.“It

still has all the typical Quattro characteristics, but

is much more efficient.“ Efficiency is an issue all

through drive development work, and DHTs

score high marks in this respect.

混合驱动发展的原因：节能，环保，

有动力
Why are hybrids on the rise? Because they

are economical, eco-friendly and dynamic

DHT系统拥有非常多的优点，其中三个特

别的重要：首先，DHT系统结构更加紧密有效

率。在传统自动变速器不断增加传动装置数量，

以此推动驱动发展的同时，DHT变速器则会减

少传动装置。其次，DHT驱动系统使环保出行成

为可能。因为在电气驱动的支持下，内燃机能够

在功率范围内更加精确的运行，以此实现降低

能耗。最后，电气驱动可以在额外功率的最佳状

态下运行，以提高动力，进而增强驾驶乐趣，这

也是混合驱动汽车能赢得市场的重要优势。目

前，使用混合驱动的汽车还很少，但是它无疑将

成为一个趋势。“考虑到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

以及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推动驱动技术的发

展在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都被提上日程，”舍弗

勒集团大中国区总裁杨汉兵先生说到，尤其中

国作为汽车电汽化的领头者。“在过去的十年

里，世界改变了中国的汽车市场，但在未来的十

年，中国将影响甚至改变世界汽车领域。”清华

大学汽车产业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教授说

道。到2020年北京将有望实现拥有500万辆电动

汽车的愿望，中央政府有信心实现这一目标。

Of DHTs’many advantages, three stand

out. Firstly, DHTs can be designed to be far

more compact and efficient. Unlike conventional

automatic shifts, for example, where gearstep

numbers are progressively increasing, DHTs

can actually reduce the gearstep count. Sec-

ondly, DHTs support very economical, e-

co-friendly driving because the electric motor’s

support enables the ICE to stay within its opti-

mal performance window. Thirdly, the extra

power from the electric motor can be used to

tangibly boost two factors that are key for the

acceptance of hybrid automobiles: driving 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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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ics and enjoyment. Hybrid drive automo-

biles are still a rarity, but a turnaround is in sight.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growing pressure to

factor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re strongly;

on the other, there are stricter emission rules.

These have adv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en-

ergy-saving drive technologies in the world as

a whole, as well as in China“ explains Hanbing

Yang, President Automotive of the Schaeffler

Group Greater China. China in particular is seen

as a pioneer of electric mobility. “In the last

decade, the world changed the Chinese auto-

mobile market. In the next decade, China will

assume leadership in the automobile world. So

‘Developed for China’means ‘Developed for

the world’too“ says Prof. Dr. Frank Zhao, Di-

rector of Tsinghua Automotive Strategy Re-

search Institute (TASRI),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ambitious targets of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confirm that assessment: the plan is

to put around 5 million electric automobiles on

the road by 2020.

CTI论坛作为 DHT设计诞生的见证者
The term 耶DHT爷 was born at the CTI

Symposium

在去年12月初在柏林举行的第14届国际

CTI论坛上第一次对专业观众展示了DHT变速

器，并进行了讨论。国际CTI论坛顾问委员会主

席 Ferit Kü觭ü kay教授和 Robert Fische博士

（AVL李斯特集团和专业领域的会员）首先发起

了这一概念，同时在专业领域引入了“DHT”这

一缩写。由此让我们高度展望下一次以”汽车变

速器，混合动力和电力驱动技术“为主题的国际

CTI论坛，这次论坛将于2016年9月21日至23日

在上海举行，届时将会有500位专家与会，将已

经开始讨论的DHT这一主题继续下去。

The first time people presented and dis-

cussed DHTs for a broad specialist audience

was at the 14th International CTI Symposium

Berlin in early December 2015; the initiative

came from Prof. Dr.-Ing. Ferit Kü觭ükay, the

Symposium chairman, and Dr. Robert Fischer

(AVL and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Since

then, this born-in-Berlin acronym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by specialists, and the industry

eagerly awaits the next International CTI Sym-

posium ‘Automotive Transmissions, Hybrid &

Electric Drives“. From 21-23 September 2016,

an estimated 500 experts will meet up in

Shanghai to continue their discussion of DHT, as

well as other topics.

CTI，一个汇聚专家的专业论坛

CTI – a Forum by Experts for Experts

CTI论坛是一个汇聚了来自全世界的专家的

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该研讨会致力于讨论和

交流汽车变速器和混合驱动及电力驱动领域的

最新技术和发展。该论坛主要聚焦于驱动市场

的传动装置技术和汽车市场经济方面的发展。

除了关注DHT变速器的发展之外，此次在上海

举行的CTI论专家报告中，还将涉及减少车辆二

氧化碳排放、提高驱动装置效益和舒适度、自动

化驾驶对传动器的影响等主题。

The International CTI Symposium is a

meeting place for exper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wish to discover and discuss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and developments in automobile

transmissions and alternative drives. The Sym-

posium presents the people who drive the

transmissions market, and indicates technically

and financially interesting developments. Apar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DHT, topics for Expert

Talks in Shanghai will also include cost reduc-

tion potential, higher efficiency and comfort op-

timization, CO2 emission reductions, integration,

connectivity and the influence of automated

driving on trans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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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T 
一个也为中国汽车工业设计的驱动系统
DHT ——Drive System Designed for Auto Industry in China

正如之前专家所预言，日趋严格的法律法规和汽车驾驶者日益提高的环保意识使中国的汽车产业开始意识到，混合动力在

中国的汽车行业将赢得越来越重要的市场地位。一个新的驱动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DHT 混合驱动，正在作为新的混合

动力驱动发展起来。

DHT 一个纯粹的混合驱动设计
DHT 是一种混合动力驱动，本质

上借助于电动驱动实现其功能，例如在

汽车的运行中调整内燃机的转数和转

矩。这意味着：电动驱动的汽车零部件

在 DHT 系统接收中心任务，是这一设

计的中心组成部分，也是 DHT 驱动器

与传统的“附加驱动方案”根本上的区

别。“不管是从推动法规的完善方面还

是从增加驾驶乐趣来看，电气化驱动都

将给驱动技术在未来带来根本性的变

革。现有的大部分传统驱动系统利用了

“附加驱动方案”，而这导致了额外费用

的增加。更多的所谓‘专业方案’追求

更好的效益，即功能使用和费用之间的

比例，李斯特内燃机及测试设备公司变

速器负责人 Mario Brunner 解释道，就

是在传统的动力驱动设计中效率也是十

分重要的。现在奥迪开始设计生产新一

代的可持续的四轮驱动系统，在保留传

统四轮驱动特性的同时，效益也将获得

显著提高。” 奥迪变速器研发部门负责

人 Michael Schöffman 说到。效益是变

速器发展过程中经常被提及的问题，而

DHT 系统无疑将为之加分。

混合驱动发展的原因：节能，环

保，有动力
DHT 系统拥有非常多优点，其中三

个特别重要：首先，DHT 系统结构更加

紧密有效率。在传统自动变速器不断增

加传动装置数量，以此推动驱动发展的

同时，DHT 变速器则会减少传动装置。

其次，DHT 驱动系统使环保出行成为可

能。因为在电气驱动的支持下，内燃机

能够在功率范围内更加精确的运行，以

此实现降低能耗。最后，电气驱动可以

在额外功率的最佳状态下运行，以提高

动力，进而增强驾驶乐趣，这也是混合

驱动汽车能赢得市场的重要优势。目前，

使用混合驱动的汽车还很少，但是它无

疑将成为一个趋势。“考虑到越来越大的

环境压力，以及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

推动驱动技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和中国

国内都被提上日程，”舍弗勒集团大中国

区总裁杨汉兵先生说到，尤其中国作为

汽车电汽化的领头者。“在过去的十年

里，世界改变了中国的汽车市场，但在

未来的十年，中国将影响甚至改变世界

汽车领域。”清华大学汽车产业战略研究

院院长赵福全教授说道。到 2020 年北

京将有望实现拥有 500 万辆电动汽车的

愿望，中央政府有信心实现这一目标。

CTI 论 坛 作 为 DHT 设 计 诞 生 的

见证者
在去年 12 月初在柏林举行的第

14 届国际 CTI 论坛上第一次对专业

观众展示了 DHT 变速器，并进行了

讨论。国际 CTI 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

Ferit Küçükay 教 授 和 Robert Fische

博士（AVL 李斯特集团和专业领域的

会员）首先发起了这一概念，同时在

专业领域引入了“DHT” 这一缩写。

由此让我们高度展望下一次以”汽

车变速器，混合动力和电力驱动技术

“为主题的国际 CTI 论坛，这次论坛将

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至 23 日在上海

举行，届时将会有 500 位专家与会，

将已经开始讨论的 DHT 这一主题继续

下去。 

CTI，一个汇聚专家的专业论坛
CTI 论坛是一个汇聚了来自全世界

的专家的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该研

讨会致力于讨论和交流汽车变速器和

混合驱动及电力驱动领域的最新技术

和发展。该论坛主要聚焦于驱动市场

的传动装置技术和汽车市场经济方面

的发展。除了关注 DHT 变速器的发展

之外，此次在上海举行的 CTI 论专家报

告中，还将涉及减少车辆二氧化碳排

放、提高驱动装置效益和舒适度、自动

化驾驶对传动器的影响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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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甘文嘉

继8月15日在美国发布最新研
发的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
（BMS）后，9月29日，美国Ten-
D Energies公司在上海举行BMS新
技术产品发布会，同时宣布该项目
落户上海临港科技城。在当天开幕
的上海浦东国际汽车展览会上，
Ten-D Energies公司展示了这一创
新技术产品。Ten-D Energies高层
表示，该技术产品将开辟使用第三
方 BMS 来增加电池寿命的市场，
目标市场主要针对中国和北美洲。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大量推广使

用，不时有电动汽车发生自燃事
故，还有不少消费者抱怨汽车续航
里程愈来愈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
使用问题呢？使用不成熟的BMS
是主因。
电池、电机和电控是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中的三大核心部件，也是
目前各类新能源汽车在技术开发上
的重要环节。如果说电驱动是新能
源汽车的四肢、电池是心脏，那么
电控技术则是新能源汽车的大脑，
而 BMS 是电控中最为关键的部
分。作为衔接电池组、整车系统和
电机的重要纽带，BMS是决定电池
系统寿命、性能的重要因素。目

前，三大核心零部件占到新能源汽
车成本的60%以上。其中，电池、
电机和电控占比分别为40%、11%
和10%左右。在消费者看来，新能
源车最大的“心病”就是换电池成
本太高。因此，新能源车要跑得
快，电池不能成为拖后腿的短板。
另外，电动汽车发生自燃原因

有多种。若搭载不成熟的BMS，就
无法实时精准地监控电池充放电状
况，造成电池芯局部功耗过大，产

生局部热量，而且信息无法传递至
驾驶员，极易导致电池发生自燃。
业内人士认为，安装优秀的BMS
能够有效提高电池的利用率，防止
电池出现过充电和过放电，并且延
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监控电池组及
各电池单芯的运行状态，有效预防
电池组自燃。
国内外许多新能源车企都将

BMS作为最核心的技术来看待，最
著名的例子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特

斯拉。特斯拉电动汽车的“三大
件”中，电池来自于松下，电机来
自于台湾供应商，只有BMS是特
斯拉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2008
年- 2015年期间，特斯拉所申请的
核心知识产权大都与 BMS 相关。
资料显示，2012年全球BMS市场
增长率超过10%，2013年至2015年
大幅跃升到25%-35%。现阶段，不
论整车厂、电池厂，还是相关零部
件企业均投入BMS，以求掌握电动
汽车的关键技术。
基于对电池本身的深入研究，

Ten-D Energies公司研发了具有先
进水平的BMS，其具有以下三大前
瞻性技术：
一是采用第二代主动均衡技术

高效率重新分配电池包内能量。电
池包内电压最低的一节电池会接受
邻近其他电池的电力补充，这将使
充电时间大幅缩短，不会再发生过
充电的情况，同时降低了电池组的
损耗。
二是通过云计算将系统工况数

据与大数据匹配。
三是采用多重冗余设计以确保

安全性和可靠性。该产品在部分处
理器损坏的情况下仍可以保持正常
工作，大大提高了汽车的安全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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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动专用变速器发展时机来临
DHT混合驱动系统结构紧凑，更节能，驾驶乐趣更多

本报记者 甘文嘉

日趋严格的排放法规和汽车驾
驶者日益提高的环保意识使中国的
汽车产业开始意识到，混合动力在
中国的汽车行业将赢得越来越重要
的市场地位。一个新的驱动系统在
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混合动力
专用变速器（DHT）正在作为新的
混合动力驱动发展起来。
9月21日- 23日，第五届国际

CTI 中国论坛“汽车变速器、混合
动力和电力驱动技术”在上海举
行。其间，CTI 论坛顾问委员会主
席、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汽车工
程技术研究院院长 教
授不仅展望了未来汽车变速器的
发展前景，更现场提出和介绍了
DHT 这种全新变速器的技术特
点。

我国正在大力推动和发展新能
源汽车，目标是至2020年实现全国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500万辆。
“新一轮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政策将会陆续实施。电动汽车的
补助额度将根据其最短续航里程来

决定。可以预见，随着中央和各地
方政策的展开，势必会对中国汽车
产业产生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将极
大地推动新能源汽车中变速器和传
动系统的发展，而这一技术正是新
能源汽车能否取得长远成功的关
键。” 教授解释说，
要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市场需要有
竞争力，并且适合本土的技术方
案。

“在去年的CTI 德国论坛上，
首次展出了具有变革意义的DHT
变速器。”CTI 中国论坛执行项目
总监Maria Forko介绍说，“这一技
术理念一经提出，立刻被广大汽车
零部件制造商所接纳。在本届于上
海举行的CTI 论坛上，DHT 变速
器无疑也成为焦点。”
与附加式解决方案不同，DHT

是一种由电机来发挥实质传动功能
的混合动力变速器。根据DHT 的
工作原理，其核心功能由机电组件
提供，机电组件是该结构不可或缺
的部分，这是DHT 与附加组件解
决方案的本质区别。判断变速器是
否为DHT 的标准是：在无电机条

件下，系统能否运行。在电机这一
关键组件缺失的情况下，DHT 将
无法运行，但是在传统的附加组件
解决方案中，车辆仍可借助传统驱
动系统来行驶。

其实，早在1997年，丰田普锐
斯就采用了专门针对混合动力设计
的动力集成，环绕一个行星齿轮组
排列，成为首款配备符合当今定义
DHT 的量产车型。普锐斯目前的
累计销量已超过700万辆。其他汽
车制造商也相继开发了先进的混合
动力变速器。通用汽车开发了
Voltec系统，将其应用于欧宝Am-
pera、雪佛兰沃蓝达和其他车型。
三菱选择了GKN 的混合动力变速
器。
李斯特内燃机及测试设备公司

变速器负责人 Mario Brunner认
为，不管是从推动法规的完善方面
还是从增加驾驶乐趣来看，电气化
驱动都将给驱动技术在未来带来根
本性的变革。现有的大部分传统驱
动系统利用了附加驱动方案，而这
导致了额外费用的增加。更多的所
谓专业方案追求更好的效益，即功

能使用和费用之间的比例。效益是
变速器发展过程中经常被提及的问
题，而DHT 系统无疑将为之加分。

虽然DHT 专用方案与传统驱
动系统的兼容性较低，但DHT 系
统拥有三大显著优点：首先，DHT
系统结构更加紧密有效。传统汽车
变速器要提高传动效率，就需要增
加传动装置数量，DHT 变速器相
对较少。
其次，DHT 机电辅助功能可

以使内燃机始终处于最优效率范
围，节能环保。
第三，电机的额外动力可增强

驾驶性能，从而提升驾驶乐趣，这
也是混合动力驱动汽车能赢得市场
的重要优势。
目前，使用混合动力驱动的汽

车还很少，原因在于DHT 的性价
比还没有附加组件解决方案高。但
转折点即将到来，或者已经到来。
“当 DHT 产量达到 10台以上，
DHT 性价比即可优于附加式解决
方案。”李斯特动力总成系统工程
和技术副总裁Robert Fischer博士
认为。

创新管理系统技术让电池更耐用更可靠

美国Ten-D Energies BMS项目落户临港

本报讯 威伯科近日宣布，公
司将不断深化OptiRide悠行™电子
控制空气悬架技术（ECAS）在中
国商用车市场的应用，中国主流重
型卡车制造商在量产车型中将继续
增加对该技术的应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市

场。在中国，威伯科是第一家也是
唯一一家ECAS 系统的供应商。该
技术可有效识别车桥超载情况，并
实现自动载荷分配，从而优化车辆
的驱动性能，同时有效减少了车辆
的车轮磨损和其他运营成本。并
且，悠行™能将车身升高和降低，因
此可以更高效地装卸货物。此外，悠
行™所带来的车辆驾驶平顺性可以
更好地保护货物，并大大提高车辆
的安全性能。 （何文）

本报讯 9月20日- 27日，德
国汉诺威商用车及零部件展
（IAA）在德国汉诺威举行。博世
集团在展会中展出了与商用车智能
驾驶相关的创新技术，并表示，其
将在提供车辆电气化、自动化和互
联化解决方案的同时，为未来智能
交通不断开发创新服务。
博世预计，卡车列队行驶技

术，即卡车在公路上排队依次前进
的技术于 2025年前就会进入市
场。博世在此次IAA商用车展上用
它的“Vision X”概念现场展示了
未来的解决方案。
在互联方面，博世拥有自己的

物联网云，用于推行包括卡车安全
停车等在内的智能服务。从2017
年开始，物流公司和驾驶者就可以
在这一平台上预约高速休息区的卡
车停车位。 （洪虹）

博世集团展示
商用车智能驾驶技术

本报讯 9月20日- 27日，在
德国汉诺威商用车及零部件展
（IAA）上，辉门展示了其创新重
型发动机气门材料，该材料采用辉
门独特工艺，能应对更高的负载、
更大的晶间和氧化腐蚀风险，以及
持续下行的成本压力带来的挑战。
该新型材料与其他材料最大的

区别就是材料中所含镍、铬和锰的
百分比。辉门动力总成将合金中镍
的含量由通常的3%提高到 12%
左右，同时对其他元素的组合进行
微调，从而显著增强材料的高温强
度与耐腐蚀性。 （傅文）

辉门展示创新重型
发动机气门材料

威伯科在华深化
电控空气悬架应用

驱动是关键

含义清晰明确

已有应用先例

技术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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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国际CTI 中国论坛“汽车变速器、混合

动力和电力驱动技术”日前在上海成功举办。此次

论坛聚焦了汽车传动领域内大家关心的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优化舒适度、减少CO2排放、实现一体

化互联及分析自动驾驶对变速器的影响等一系列热

点话题。来自亚洲、欧洲及美国的约440名专家参

加了此次CTI中国论坛，其中70%的参会者来自

中国。

大力推动中国变速器驱动技术发展 
 目前，汽车传动市场全球化发展，中国汽车

市场对全球产生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据专家预测，

2016中国汽车市场将增长约4.5个百分点，虽然从

这一增长趋势看来，中国的汽车市场整体发展趋势

放缓，但预计2070万辆的汽车销量却仍稳居世界汽

车销售量榜首。

另一方面，汽车传动技术在中国持续引起高

度关注，也和中国正积极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有

着紧密联系。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和发展新能源汽

车，目标是至2020年实现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达到500万辆。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正大力

推广奖励性政策以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新一轮

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将会陆续实施。电动汽

车的补助额度将根据其最短续驶里程来决定。可以

预见，随着中央和各地方政策的展开，势必会对中

国汽车产业产生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将极大地推动

新能源汽车中变速器和传动系统的发展，而这一

技术正是新能源计划能否取得长远成功的关键。”

国际CTI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德国布伦瑞克工业

大学汽车工程技术研究院长Ferit Küçükay教授

解释说。

考虑到中国传动领域的市场需求，本届CTI

中国论坛的专家顾问团专门针对中国制定了相

关话题。内容集中包括：混合动力专用变速器

“中国汽车行业法规政策的日渐严格，和越来越多驾驶员对节能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给中国汽车行业带来新的思

考。混合动力驱动重回行业焦点：DHT，一种新型混合动力变速器应运而生，这种新型变速器是专门为混合动力驱动

研发的解决方案。”CTI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Ferit Küçükay教授在第五届国际CTI中国论

坛上不仅展望了未来汽车变速器的发展前景，更现场提出和介绍了DHT这种全新变速器的技术特点。

文/彭斐

新时代的变革激发变速及驱动技术创新 
记第五届国际CTI 中国论坛

trend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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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L李斯特公司推出的第一款DHT变
速器——Future Hybrid 7 Mode，目前
该概念已经发展到第二代——Future 
Hybrid 8 Mode

2016款雪佛兰VOLT采用最新的
Voltec混动系统

（DHT）、DCT和CVT、离合器、变速器、新能

源汽车（NEV）部件、定制驱动、润滑、功能开

发、校准以及商用车领域的技术等话题。在日程安

排上，除了大会报告及嘉宾座谈，共设置了8个系

列共64场专家报告对这些话题展开讨论。“在过去

的十年里，世界改变了中国的汽车市场，但在未来

的十年，中国将影响甚至改变世界汽车领域。”清

华大学汽车产业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教授说道。

DHT系统使混合驱动更加节能经济
日趋严格的法律法规和汽车驾驶员日益提高

的环保意识使中国的汽车产业开始意识到，混合动

力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将赢得越来越重要的市场地

位。一个新的驱动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

DHT混合驱动，正在作为新的混合动力驱动发展

起来。

DHT是一种混合动力驱动，本质上借助于电

动驱动实现其功能，如在汽车的运行中调整内燃机

的转数和转矩。这意味着：电动驱动的汽车零部件

在DHT系统接收中心任务，是这一设计的中心组成

部分，也是DHT驱动器与传统的“附加驱动方案”

根本上的区别。通用的Voltec系统即为一款DHT，

2016款雪佛兰VOLT即采用最新的Voltec混动系

统。“不管是从推动法规的完善方面还是从增加驾

驶乐趣来看，电气化驱动都将给驱动技术在未来

带来根本性的变革。现有的大部分传统驱动系统利

用了‘附加驱动方

案’，而这导致了额

外费用的增加。更多的所

谓‘专业方案’追求更好的效

益，即功能使用和费用之间的比例。”李斯特内燃

机及测试设备公司变速器负责人Mario Brunner解

释道。“现在奥迪开始设计生产新一代的可持续的

四轮驱动系统，在保留传统四轮驱动特性的同时，

效益也将获得显著提高。”奥迪变速器研发部门负

责人Michael Schö ffman说道。效益是变速器发展

过程中经常被提及的问题，而DHT系统无疑将为之

加分。

DHT系统拥有非常多的优点，其中3个特别重

要：首先，DHT系统结构更加紧密有效率。在传统

自动变速器不断增加传动装置数量，以此推动驱动

发展的同时，DHT变速器则会减少传动装置。其

次，DHT驱动系统使环保出行成为可能。因为在电

气驱动的支持下，内燃机能够在功率范围内更加精

确的运行，以此实现降低能耗。最后，电气驱动可

以在额外功率的最佳状态下运行，以提高动力，进

而增强驾驶乐趣，这也是混合驱动汽车能赢得市场

的重要优势。目前，使用混合驱动的汽车还很少，

但是它无疑将成为一个趋势。“考虑到越来越大的

环境压力，以及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推动驱动技

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都被提上日程。” 

舍弗勒集团大中国区总裁杨汉兵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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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未来15年内，哪些变速器更加适用于驱动系统的电

动化？是CVT、AT、DCT、DHT、AMT？甚至MT？

奥迪股份公司变速器研发主管Michael Schöffmann：

如果谈及今后变速器方案，我们要把自动驾驶趋势放到考量

之中。在这方面，AT、AMT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现在

CVT、AT、DCT以及DHT在市场上都有应用，我认为DHT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DHT能够帮助我们降低成本，降

低整个系统的零部件数量，零部件数量减少了，成本就会降

低，而且还可以保证驱动系统更加有效。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MT和

AMT主要是低成本的应用，MT在高端市场基本上没有份额，

只在低端市场有一些。我特别喜欢低端市场的MT和AMT再加

上中混的概念，但是高端市场还是需要非常有效率、平顺、

性能较高的变速器，如DCT、DHT和CVT，这些都能满足高

端市场的需求。插电式混合动力也有很宽的覆盖面，要花很

多年才能看出“苗头”，这里要看技术本身，还要看架构方

面它对未来市场的适用性。不管选哪种变速器，都有很多需

要考量的因素，比如经济性、成本，还有驾驶体验。

1

从左至右依次为：AVL李斯特公司乘用车变速箱部门主管Mario Brunner、菲亚特克莱斯勒亚太区动力科技
副总裁Peter Hartman、采埃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地区研发总监及工程技术中心主任高若夫博士、
奥迪股份公司变速器研发主管Michael Schöffmann、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以
及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汽车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费里特· 库曲教授

问：中国本土汽车供应商需要采取哪些内部（公司自

身）及外部措施（政府政策）以与国际供应商抗衡？

采埃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地区研发总监及工

程技术中心主任高若夫博士：很多零部件公司也有合资公

司，并不是主机厂才有，像很多国外的公司也通过成立合资

公司来开发当地的市场，通过合资公司的方式的确可以帮助

这些企业更好地去了解合作伙伴的技术，来改进他们自己的

技术。在技术这个领域，中国的某些技术并没有输给国外很

多，主要的差距体现在文化和思想方面的，还有质量理念等

方面。在质量方面，其实许多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单独看的

话都非常高，但是量产的时候就不能保证质量了，这主要是

因为中国制造商的一些心态和思维方式问题，他们不愿意遵

守规则，比如我们看大家过马路就知道，质量也一样，另外

这和中国的教育系统也有关系。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首

先，OEM都有他们的合作伙伴，不管他们喜不喜欢都需要这

样，否则国外企业是进不来的，有的时候他们刚进来的时候

采取合作形式，但是很快就想独资了。有的公司进来选择合

在本次论坛的讨论环节上，来自清华

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

全、AVL李斯特公司乘用车变速箱部门主

管Mario Brunner、菲亚特克莱斯勒亚太区

动力科技副总裁Peter Hartman、采埃孚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地区研发总监及

工程技术中心主任高若夫博士、奥迪股份公

司变速器研发主管Michael Schöffmann，

以及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汽车工程技术研究院

院长费里特·库曲教授针对当前汽车变速器

领域内的最新技术和成果、自动驾驶对驱动

和变速器的发展产生的影响等话题展开热烈

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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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需要这样的合作伙伴，因为本地合作伙伴已经

有工厂，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公司并不需求这样的工厂，他们也不需要技

术。现在政府也在说，可能我们犯了大错误了。

在过去30年，中国公司太重视产量，现在中国政府为了提供未来的

竞争力，将重点放在质量上，这是思维方式的一种转变。不管政府是否

有这样的要求，企业都要有好的质量和技术，不然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

因为产量驱动的市场一去不复还了，现在我们进入了新常态。我觉得与

OEM相比，供应商都有自己的技术领域，这样就给他们提供很好的机

会。现在很多本土供应商都在努力改变，不仅是在行动上，还在思维方式

上，如果不改变，未来就不可能有竞争力，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我们

必须从产量驱动转向质量驱动，只是一味追求便宜的话，是不可能有长久

竞争力的。

奥迪股份公司变速器研发主管Michael Schöffmann：在我看来，

主要的差异在于，欧美供应商和OEM的合作特别久，他们彼此之间知道

怎么打交道，他们之间的渗入非常深入。这对中国供应商来说不一样，他

们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好多年前我们和美国、欧洲的供应商合作时，

其实也碰到过相同问题，如今和中国供应商碰到的这些问题也不再是新问

题，我们可以一起应对。

AVL李斯特公司乘用车变速箱部门主管Mario Brunner：除了质量

方面，好多供应商也提供技术，好的供应商来到我们公司纷纷表示自己

有新的技术，他能够让你获得这样一个进展，我觉着在中国希望能够看

到供应商对研发的投资，不仅只是OEM做投资，很多创新也是来自供应

商自己。

问：自动驾驶汽车会对驱动和变速器的发

展产生哪些影响？

AVL李斯特公司乘用车变速箱部门主管

Mario Brunner：在自动驾驶领域，还是以

电驱动为主，在这方面对电驱动会有很高的要

求。对车辆来说，它要具备很好的预测能力，

系统要清楚、准确、及时地了解到汽车的需

求，才能完成自动驾驶的任务。在这个领域

中，我认为在预测和电子控制单元方面要有很

强的能力。为了控制排放，混合动力今后也会

提供一个很好的方案，能够为降低CO2排放做

出一定贡献。

菲亚特克莱斯勒亚太区动力科技副总裁

Peter Hartman：另一方面，在安全领域，

还有包括一些扭矩方面的提升，这方面也给我

们带来很大的挑战，这也要求在今后自动驾驶

的过程中，在所有的这些包括动力总成、传动

系统方面下很大的功夫，去保证它的安全性，

保证系统的反馈是准确的，要保证对于出现的

碰撞及其它任何的情况，它必须能够快速的反

应，快速地干预，这样才能保证自动驾驶的安

全性。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

赵福全：我们知道，自动驾驶在整个变速器使

用的情况下，它可能更多的时候是自动的。但

是我觉得全自动驾驶不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半

自动可能会成为今后的一个主流。这样的话作

为变速器要保证去满足不同的需求，要去平衡

这方面的需求，一方面要保证能够符合自动驾

驶的需求，又要能够保证手动驾驶的需求，我

想今后CVT对于自动驾驶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

好的选择。从经济性方面来说非常不错。但是

如果我买了一辆全自动驾驶汽车，我可不敢使

用全自动驾驶的模式，比如在中国过马路可不

是看红绿灯的，像谷歌的自动驾驶车在中国可

能卖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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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动领域重要的行业盛会之一，CTI中国

论坛正逐渐在全球传动领域中崛起，具有越来越广

泛的影响力。来自 17个国家的 440名专家出席了

本届 CTI中国论坛，其中很多参会者已多次出席，

70%的参会者来自中国。CTI论坛欧洲、美国及中

国区项目总监 Sylvia Zenzinger女士对出席本次 CTI

中国论坛的嘉宾数量，以及会议的质量感到十分满

意。“经过 5年的发展，CTI中国论坛已经成为全球

公认的汽车行业交流平台，我们也始终在为中国汽

车行业的发展而努力。”Sylvia Zenzinger女士表示。

CTI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国布伦瑞克

工业大学的 Ferit Kü�ükay教授在第五届 CTI中国

论坛上展望了未来汽车变速器的发展前景，并且在

会议现场提出和介绍了名为 DHT的全新变速器的

概念和技术特点。“随着中国汽车行业法规政策的

日渐严格，越来越多的驶者的节能环保意识也正在

逐渐增强，这种趋势引起了中国汽车制造行业新的

思考。”Ferit Kü�ükay教授解释道，“需求的变化

使混合动力驱动成为行业焦点，一种名为 DHT的

新型混合动力变速器也应运而生，这种新型变速器

是专为混合动力驱动研发的解决方案。”

考虑到中国传动领域的市场需求，本届 CTI中

国论坛的顶级专家顾问团针对中国的需求制定了

相关话题。内容集中包括：混合动力专用变速器

（DHT）、DCT和 CVT、离合器、变速器、新能源

汽车（NEV）部件、定制驱动、润滑、功能开发、

校准以及商用车传动技术等。

本届 CTI中国论坛的顾问委员会阵容十分强

大，其中包括舍弗勒大中华区汽车事业部总裁杨

汉兵先生、奥迪股份公司变速器研发主管Michael 

S ch�ffmann先生、AVL乘用车变速器部门经理

Mario Brunner先生、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

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教授、采埃孚（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亚太地区研发总监 /工程技术中心主任 Rolf 

Gall博士以及菲亚特动力科技研发（上海）有限公

司亚太区总监 Peter Hartmann先生等。这些专家

与 Ferit Kü�ükay教授一起就变速器、传动、驱动

等领域的前沿技术，以及在中国市场目前的发展状

况、面临的挑战及解决方案等话题为现场听众和与

会嘉宾给出了专业的发言和报告。   

聚焦汽车变速器、混合动力和电力驱动技术
——第五届 CTI 中国论坛成功举办

第五届 CTI中国论坛于 2016年 9月 21～ 23日在上海成功举办。此次论坛重点讨论了颇

受汽车传动领域关心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舒适度、减少 CO2排放、实现一体化互等话题，

同时分析了自动驾驶对变速器的影响。来自亚洲、欧洲及北美的约 440名专家参加了此次 CTI
中国论坛。

□ 本刊记者   李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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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Hile He

SHANGHAI – DHT (dedicated hybrid 
transmission) hybrid power will gain 

more market share in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due to the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drivers’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se were the conclusions 
from the 5th CTI Symposium China held  
in Shanghai from September 21 to 
September 23.

DHT hybrid power is based on  
electric drive and electric drive auto parts 
will receive the central task from the  
DHT system, these are factors that 
distinguish DHT drive system from 
traditional drive systems.   

DHT system boasts three advantages 
and the first one is that it is more compact 
and more efficient. Unlike traditional 

automatic transmission which ha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ransmissions to 
drive the system, DHT has fewer needs on 
transmission equipment. Secondly, DHT 
makes environmental outgoing possible, 
because the combustion engine will run 
more accurately under electric drive and 
thus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Finally, 
electric drive can operate well under extra 
power, which not only strengthens power 
but increases driving fun.

Frank Zhao, dean of TASRI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aid at the symposium 
that “The world has changed Chinese 
automobile market in the past decade, but 
China will bring greater impacts on the 
world’s auto industry in the next decade.” 

“Despite the small number at the moment, 
hybrid power vehicles are a trend in the near 
future,” said Yang Hanbing, president of 
Schaeffler China, at the conference.

Professor Ferit Küçükay, chairman of 
CTI International Forum consultative 
committee, said at the ev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et the target of 
5 million NEVs by 2020 and there will be 
relevant policies coming out to support 
the application of NEVs. The subsidy 
for electric vehicles will be based on the 
shortest driving range of the vehicle, which 
means the promotion of DHT system is ke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Vs in China.

As for the question of which transmission 
is more suited for the electrification of 
vehicle drive system, Michael Schffmann, 
transmission R&D director of Audi Group, 
told the audience that “The future trend 
of transmission has to take autonomous 
driving into consideration. AT and AMT are 
not the most appropriate choice despite the 
fact that CVT, AT and DCT have all been 
used in the market at the moment, while 
DHT seems to be the best choice for 
the reasons of cost reduction and higher 
efficiency. “MT and AMT were mainly 
used in low-end market. MT, AMT plus 
mild hybrid seem to be the most attractive 
choices, and DHT can better meet higher-
end demands.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o 
consider, such as economy, cost as well as 
driving experience,” said Zhao. CBU/CARCBU/CAR

DHT hybrid power to be the mainstream 
in Chinese automotive industry

From left: Yang Hanbing, Frank Zhao, Ferit Küçükay and Sylvia Zenz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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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T变速器成为第五届国际CTI中国论坛焦点

□ 《汽车工艺师》记者/ 于永初

中国政府致力于大力推动和

发展新能源汽车，目标是至2020

年实现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

500万辆。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

政府正大力推广奖励性政策以推动

新能源汽车发展。“新一轮的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将会陆续实

施。电动汽车的补助额度将根据其

最短续航里程来决定。可以预见，

随着中央和各地方政策的展开，势

必会对中国汽车产业产生广泛的影

响，尤其是将极大地推动新能源汽

车的变速器和传动系统的发展，而

这一技术正是新能源计划能否取得

长远成功的关键。”国际CTI论坛

顾问委员会主席、德国布伦瑞克工

业大学汽车工程技术研究院长Ferit 

Küçükay教授说。

第五届CTI中国论坛已于2016

年9月23日在上海成功落下帷幕，

此次论坛聚焦了汽车传动领域内大

家关心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

化舒适度、减少CO2排放、实现一

体化互联及分析自动驾驶对变速器

的影响等一系列热点话题。来自亚

洲、欧洲及美国的约440名专家参

加了此次CTI中国论坛。

CTI中国论坛作为传动领域全

球最重要的行业盛会—“CTI柏林

论坛”的姊妹论坛，正逐渐在全球

传动领域中崛起，具有越来越广泛

的影响力。“来自17个国家的440

名专家参加了本届CTI中国论坛，

其中很多参会者已参会多次，其中

70%的参会者来自中国，”CTI 论

坛欧洲、美国及中国区项目总监

Sylvia Zenzinger女士针对本次CTI

论坛的出席人数非常满意：“ CTI

中国论坛无疑已发展成为全球公认

的海内外汽车行业专家交流的平台

之一。”伴随着这个发展，本届论

坛的重点是电动化及其发展，以及

传统驱动系统的继续发展。

“中国汽车行业法规政策的日

渐严格，和越来越多驾驶者对节能

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给中国汽车

行业带来新的思考。混合动力驱动

重回行业焦点：D H T，一种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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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Ferit Küçükay教授特别强调了

中国市场在汽车行业领域的突出地

位，并表示来年会一如既往地在中

国举办CTI论坛，以促进中国乃至亚

洲汽车传动领域技术的快速发展。

本届CTI中国论坛的顾问委员

会阵容强大，其中包括舍弗勒大

中华区汽车事业部总裁杨汉兵先

生、奥迪股份公司变速器研发主管

Michael Schöffmann先生、AVL乘

用车变速器部门经理Mario Brunner

先生、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

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先生、采

埃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

地区研发总监/工程技术中心主任

Rolf Gall博士以及菲亚特动力科技

研发（上海）有限公司亚太区总监

Peter Hartmann先生。这些专家与

Ferit Küçükay教授一起就变速器驱

动领域及其在中国市场目前的发展

状况、面临的挑战及解决方案，为

现场听众和与会嘉宾给出了专业的

发言和报告。

CTI 中国论坛作为CTI 柏林论

坛的姊妹盛会，以其高质量的专家

讲座，对中国市场的深度分析和洞

察，以及众多企业决策者的参与而

深受推崇和信赖。CTI 柏林论坛是

世界汽车传动领域最重要的行业活

动之一。2015年的CTI 柏林论坛吸

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 300 余名与

会者和120 家参展商参加。值得一

提的是，此次论坛活动中，D H T

首次被定义为混合动力变速器；同

样，CTI 美国论坛也已成功举办了

十届，它以其内容的实践性而备受

瞩目，并成为市场领先者；首届

CTI中国论坛举办于2012年，如今

已发展成为汇聚传动及驱动技术专

家的固定盛会。

混合动力变速器应运而生，这种新

型变速器是专门为混合动力驱动研

发的解决方案。”Ferit Küçükay教

授在第五届国际CTI中国论坛上不

仅展望了未来汽车变速器的发展前

景，更现场提出和介绍了DHT这种

全新变速器的技术特点。

考虑到中国传动领域的市场需

求，本届CTI中国论坛的顶级专家

顾问团专门针对中国制定了相关话

题。内容集中包括：混合动力专用

变速器（DHT）、DCT和CVT、

离合器、变速器、新能源汽车

（NEV）部件、定制驱动、润滑、

功能开发、校准以及商用车领域的

技术等话题。在日程安排上，除了

大会报告及嘉宾座谈，共设置了8

个系列共64场专家报告对这些话题

展开讨论。

在9月22日的论坛新闻发布会

C T I 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F e r i t  K ü ç ü k a y  教授（右二）、C T I  论坛欧洲、美国及中国区项目总监S y l v i a  Z e n z i n g e r 女士（右一）、舍弗勒大中华区汽

车事业部总裁杨汉兵（左一）以及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教授（左二）出席了C T I 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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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悉，第五届 CTI 中国论坛已

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 至 23

日在上海成功落下帷幕，此

次论坛聚焦了汽车传动领域内大家关

心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舒适

度、减少 CO2 排放、实现一体化互联

及分析自动驾驶对变速器的影响等一

系列热点话题。来自亚洲、欧洲及美

国的约 440 名专家参加了此次 CTI 中

国论坛。

CTI 中国论坛作为传动领域全球最

重要的行业盛会—“CTI 柏林论坛”的

姊妹论坛，正逐渐在全球传动领域中

崛起，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来

自 17 个国家的 440 名专家参加了本

届 CTI 中国论坛，其中很多参会者已

参会多次，其中 70% 的参会者来自中

国，”CTI 论坛欧洲、美国及中国区项目

总监 Sylvia Zenzinger 女士针对本次 CTI

论坛的出席人数非常满意：“ CTI 中国论

坛无疑已发展成为全球公认的海内外汽

车行业专家交流的平台之一。”

汇集顶级专家聚焦中国市场
考虑到中国传动领域的市场需

求，本届 CTI 中国论坛的顶级专家顾

问团专门针对中国制定了相关话题。

内容集中包括：混合动力专用变速器

（DHT）、DCT 和 CVT、离合器、变速

器、新能源汽车（NEV）部件、定制驱

汇聚国际传动领域新技术  
——第五届国际 CTI 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

“中国汽车行业法规政策的日渐严格，和越来越多驾驶者对节能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给中国汽车行业带来新的思考。混

合动力驱动重回行业焦点：DHT，一种新型混合动力变速器应运而生，这种新型变速器是专门为混合动力驱动研发的解决方案。” 

CTI 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 Ferit Küçükay 教授在第五届国际 CTI 中国论坛上不仅展望了未来汽车变速器

的发展前景，更现场提出和介绍了 DHT 这种全新变速器的技术特点。

动、润滑、功能开发、校准以及商用

车领域的技术等话题。在日程安排上，

除了大会报告及嘉宾座谈，共设置了 8

个系列共 64 场专家报告对这些话题展

开讨论。

在 9 月 22 日的论坛新闻发布会

上，Ferit Küçükay 教授特别强调了中

国市场在汽车行业领域的突出地位，并

表示来年会一如既往的在中国举办 CTI

论坛，以促进中国乃至亚洲汽车传动领

域技术的快速发展。据了解，除 Ferit 

Küçükay 教授和 Sylvia Zenzinger 女士

外，出席当日新闻发布会的嘉宾还有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

（TASRI）院长赵福全教授和舍弗勒大中

华区汽车事业部总裁杨汉兵先生。他们

在回答现场记者提问的同时，并就一系

列论坛问题给出了简单的发言。

据介绍，本届 CTI 中国论坛的顾

问委员会阵容强大，其中包括舍弗勒

大中华区汽车事业部总裁杨汉兵先生、

奥迪股份公司变速器研发主管 Michael 

Schöffmann 先生、AVL 乘用车变速器

部门经理 Mario Brunner 先生、清华

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

赵福全先生、采埃孚 ( 中国 ) 投资有限

公司亚太地区研发总监 / 工程技术中

心主任 Rolf Gall 博士以及菲亚特动力

科技研发（上海）有限公司亚太区总

监 Peter Hartmann 先生。这些专家与

Ferit Küçükay 教授一起就变速器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