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地址：上海扬子江丽笙精选酒店（长宁区延安西路 2099 号）                         

2022 年 11月 17日 上午 主会场 08:30-12:00 

08:00 来宾签到  

08:40 致欢迎辞 雅式集团雅式出版有限公司副项目总监 叶扉鸾   

               上海市汽车工程学会秘书长 梁元聪 

08:5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China-SAE）副秘书长 闫建来 

 《汽车产业发展新格局与趋势》 

09:20 佛吉亚汽车座椅（Faurecia）中国区战略与合作总监 黄震  

《面向智能网联时代的座舱系统：发展与演化》 

09:50 曼胡默尔滤清器（上海）有限公司（MANN+HUMMEL）中国区研发总监 潘勇 

《助力燃料电池技术产业化进程——来自曼胡默尔的思考与实践》 

10:10 广东伊之密精密注压科技有限公司（Yizumi）两板机市场拓展部及汽车行业线技术总监 彭晓平 

《汽车车灯产品趋势及创新成型技术》 

10:3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1:00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设计趋势研究所（SJTU）设计系副教授 傅炯  

《差异化时代与汽车设计对策》 

11:20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SAIC Volkswagen）高级总监 沈卫东  

《新能源汽车车身轻量化技术和发展趋势》 

11:40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CRRA）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 王永刚 

《报废汽车和汽车塑料回收再生》 

12:00 嘉宾合影 

12:05 午宴及交流   

2022 年 11月 17日 下午 平行论坛 13:30-18:00 

平行分论坛：轻量化与内外饰  

主持人：国家轻量化材料成形技术及装备创新中心 黄家奇博士  

13:30 全国模塑生态联盟（NMPEA）主席 杜继涛工学博士  

    《汽车行业降本增效需求下模塑趋势与方案分析》 

14:00 震雄集团（CHEN HSONG）震雄集团中国区研发总监 陈猛 

《震雄注塑机---为汽车行业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14:20 北京汽车研究总院（BAIC Motor）环保性能技术专家\高级经理 李俊贤  

《健康座舱对材料的新需求》 

14:50 山东星达新材料有限公司（Star）销售总监 徐中弼  

《PCR/OBP 海洋塑料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15:10 苏州旭光聚合物有限公司（Sunway Polymer）技术总监 周素蓉博士 

《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开发和应用》 

15:3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00 国家轻量化材料成形技术及装备创新中心 黄家奇博士   

《轻量化集成开发案例及整车材料开发流程》 

16:30 浙江吉利集团控股有限公司（Geely）高级专家 李智  

《颜值时代以用户为中心的内外饰潮流设计》 

  

 
 

 

炫设计 塑健康 绿色新风尚 - 第十一届 CPRJ 车用塑料技术论坛暨展示会议程 
                                                                                                 *资料截止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 

主持人：国家轻量化材料成形技

术及装备创新中心 黄家奇博士 



 

平行分论坛：汽车电子与智能驾驶 

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SJTU）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严波  

13:30 全球知名汽车电子零部件企业  模具专家  

《新能源汽车电子方面轻量化和新材料的应用》 

14:00 鸿利达精密组件（中山）有限公司（Hongrita）业务经理 李佰元 

《鸿利达多物料注塑解决方案》 

14:20 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Wittmann Battenfeld）技术支持工程师 唐军  

《威猛巴顿菲尔轻量化技术》  

14:4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5:20 同济大学太仓高新技术研究院（Tongji University）新能源创新研究室主任 刘杰 

《动力电池系统轻量化技术》 

16:00 上海发那科智能机械有限公司（FANUC）注塑机销售经理 梁哲  

《最新 FANUC ROBOSHOT ALPHA-SiB 系列全电动注塑机在汽车行业的应用》 

16:20 博乐特殊钢（上海）有限公司（BÖHLER）高级技术市场经理 张华 

《用于汽车行业增强塑料成型的高抛光、高耐磨、高导热模具选材方案》 

16:40 海纳川海拉(天津）车灯有限公司（Hella）注塑工程师  金震 

 《汽车车灯发展趋势与多色注塑技术需求》 

 

平行分论坛： 新能源汽车: 轻量化与电池安全 

主持人：同济大学太仓高新技术研究院（Tongji University）新能源创新研究室主任 刘杰  

13:30 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Tederic）注塑机事业部工程部经理 沈海波 

《泰瑞创新技术助力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发展》 

13:50 星星充电（Star Charge）经理 赵会《充电桩与充电枪对结构材料的要求》  

14:20 力劲塑机（LKIMM）产品经理 曹海蒙 《力劲多组份成型技术在汽配行业的应用》  

14:40 同济大学太仓高新技术研究院（Tongji University）材料与胶粘技术专家  段国伟                           

《塑料技术在电池系统中风险与机遇》 

15:10 日制钢机械商贸（上海）有限公司（JSW）注塑机营业经理 肖柯  《汽车轻量化应用》 

15:30 埃万特集团（Avient）埃万特集团埃万特亚洲区特种工程材料事业部市场经理 葛顺 

《埃万特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创新材料设计》 

15:5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16:20 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Hozon）材料工艺部副高级总监 李秋魁 

《轻量化材料在合众汽车上的应用》       

16:50 集度汽车（Jidu）王工 

《电池包液冷系统管路材料技术与趋势》  

 

同期活动 

 

日期 时 间 活动内容 

 

2022 年 

11 月 17 日 
全天 

OE汽车丨采购项目对接会（橡塑专场）  

活动流程：在橡塑行业领域，供应商根据全球知名整车厂或二级三级供应商发布的采购

需求进行报名。采购商筛选符合的供应商，并在会议现场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对接。 

2022 年 11月 17日 VIP 晚宴交流  19:00-20:30 



 

 

08:30 来宾签到  

09:00 国家新能源汽车（NEVC）技术创新中心总经理 原诚寅博士 

《数字化设计与新材料融合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态势下的机遇与挑战》 

09:20 上海聆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Lean-in）CEO 孙旭东 

《全球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市场格局及创新趋势》   

09:40 广汽集团广汽研究院（GAC Group）前瞻设计专业总师 陈奎文  

《面向未来的新能源汽车内外饰设计的无限可能性》 

10:00 茶歇 / 交流互动 / 展示会参观 

新能源车轻量化与可持续发展   

10:20 中国一汽研发总院材料院（FAW Group）高级主任 朱熠 

《大环保趋势下新材料研发方向及在汽车上应用》 

10:40 阿博格机械（上海）有限公司（Arburg）上海技术中心总监 殷欢 

      《新能源汽车的轻量化解决方案》 

11:00 圣万提注塑工业（苏州）有限公司（Synventive）亚太区应用经理 陶锋 

《圣万提热流道在汽车轻量化中的应用》 

11:20 敏实集团（Minth）材料研发中心技术专家 胡益男  《智能外饰件的趋势和功能材料应用》 

11:40 陶氏公司（Dow）包装与特种塑料亚太区汽车市场经理 戴紫华 

     《“可持续发展”如何历久弥新，--陶氏出行科技的答卷》  

12:00 罗斯蒂精密制造（苏州）有限公司（Rosti）战略整体方案总监 孙守强 

《罗斯蒂致力于汽车注塑可持续发展》   

12:20 午宴及交流   

新能源车集成化与智能内外饰  

主持人：同济大学太仓高新技术研究院（Tongji University）新能源创新研究室主任 刘杰 

10:20 上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SAIC）内饰件材料工程师 何佩芸  

《海岛型超细纤维仿麂皮在汽车上的应用研究》     

10:40 酷捷干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Cold Jet）中国区销售总监 孙刚  

《干冰清洗技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   

11:00 妙抗保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Microban）业务发展经理 徐军  

《以内建抗菌技术重新定义汽车内饰的洁净》  

11:20 延锋彼欧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Yanfeng）注塑平台高级工程师顾海明   

《注塑效率与自动化升级之路与思考》  

11:50 重庆金康赛力斯新能源汽车设计院有限公司  电池系统专家 岳泓亚  《电池系统热安全设计概述》 

12:10 午宴及交流 

 

 

 

 

 

 

 

 

 

注：雅式出版有限公司保留对本次论坛的最终解释权     

2022 年 11月 18日 上午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与集成化论坛 08:30-13:00 

主持人：东华大学（Donghua 

University） 余木火教授 

2022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13:30-17:00  
热点技术及采购需求线上 & 线下交流会—特邀企业 

1、 延锋彼欧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面向全部供应商）； 
2、 上汽通用五菱（面向全部供应商）； 
3、 Smart 智马达汽车（仅限受邀供应商）； 
4、 理想汽车（仅限受邀供应商）； 
5、 北京汽车研究总院（仅限受邀供应商）； 
6、 中国一汽研发总院（面向全部供应商）； 
7、 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仅限受邀供应商）。 



《第十一届 CPRJ 车用塑料技术论坛暨展示会》会场展示区企业名单 

* 名单持续更新中，敬请关注 

序号 公司名称 网址 

1 广东伊之密精密注压科技有限公司 www.yizumi-group.com 

2 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www.wittmann-group.cn 

3 日制钢机械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www.jsw-china.com 

4 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www.tedericglobal.com 

5 鸿利达精密组件（中山）有限公司 www.hongrita.com 

6 力劲塑机 www.lk.world 

7 陶氏公司 www.dow.com/zh-cn.html 

8 上海发那科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www.shanghai-fanuc.com.cn 

9 山东星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www.starplastics.com 

10 埃万特集团 www.avient.com 

11 震雄集团 www.chenhsong.com.cn 

https://www.starplastics.com/


12 博乐特殊钢（上海）有限公司  www.bohler.com.cn 

13 苏州旭光聚合物有限公司 www.xuguang.net 

14 圣万提注塑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www.synventive.com 

15 阿博格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www.arburg.cn 

16 酷捷干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www.coldjet.com 

17 妙抗保国际贸易 ( 深圳）有限公司 www.microban-china.cn 

18 罗斯蒂精密制造（苏州）有限公司 www.rosti.com 

19 卡博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www.cabotcorp.cn 

20 金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www.jwell.cn 

21 麦德尔美乐思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industrial.macdermidenthone.com 

22 中山市大亮彩塑胶新材料有限公司 www.zsleungchoi.com 

23 深圳市振雄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www.maxmoldhr.com 

http://www.bohler.com.cn/cn/
http://www.coldjet.com/
http://www.microban-china.cn/
https://industrial.macdermidenthone.com/
http://www.maxmoldhr.com/


24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www.muli.com.cn 

25 英柯欧模具（上海）有限公司  www.incoe.com  

26 普朗斯塑料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www.plasticsystems.cn 

27 上海熙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www.sptvision.com 

28 上海远铸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www.intamsys.cn 

29 马格瑞斯 www.magrispm.com 

30 迈艾斯智能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www.mms-technology.cn 

31 北京机科国创轻量化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www.camtc.com.cn 

32 尖刀视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www.jiandaoshi.com 

33 摩瑞都自动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ww.moretto.com/cn 

34 可达尼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www.katani.com.cn   

35 奥世达弹性体（深圳）有限公司 www.audiaelastomers.com 

http://www.plasticsystems.cn/
http://www.intamsys.cn/
http://www.mms-technology.cn/
http://www.camtc.com.cn/
http://www.jiandaoshi.com/
http://www.katani.com.cn/


36 上海怡乐塑模科技有限公司  www.yilesh.com 

37 深圳市麦士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mould-tip.com 

38 保科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 www.polyflow.net 

39 日立高新技术（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www.hitachi-hightech.cn 

40 上海恢弘塑胶有限公司 www.zzcy-hh.com 

41 佛山市宝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www.powerjet.cn 

42 特塑（大连）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www.tensure.cn 

43 模斯堡模具工业（无锡）有限公司 www.meusburger.cn 

44  上海志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www.f3dp.cn 

45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www.everfine.cn 

46 象山百斯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www.nbbstjx.com 

47 广东大族粤铭激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ww.ymlaser.com 

http://www.polyflow.net/
http://www.hitachi-hightech.cn/
http://www.zzcy-hh.com/
http://www.tensure.cn/
https://www.meusburger.cn/
http://www.f3dp.cn/


48 上海超日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www.surini.com.cn 

49 深圳市迪嘉机械有限公司   www.multiplushk.com 

50 广东文穗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www.wensui.com 

51 广东首熙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www.xmsoxi.com 

52 昊达戴格（天津）机械有限公司 www.hadrdega.com 

53 广东弗伦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www.frenkh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