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智能座舱工作组组成名单 

 

序号 分类 专家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1  

顾问 

李克强 

中国工程院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院士 

教授 

首席科学家 

2  张亚勤 
中国工程院 

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 

院士 

院长 

3  王  垒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4  组长 高振海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院长 

主任 

5  

副组长 

战静静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国汽战略院 副院长 

6  马  钧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教授 

7  王宏安 中国科学院软件所 研究员 

8  雷剑梅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通信与软件测评 

研究中心主任 

9  周喜渝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 
智能座舱产品部部长 

10  

秘书处 

战静静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国汽战略院 副院长 

11  胡宏宇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教授 

主任助理 

12  冯锦山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国汽战略院 
汽车智能化与未来出行研究

中心副主任 

13  冯泇铖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人机交互实验室负责人 

14  陆  金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AMMI人车关系实验室高级 

研究专员 

15  

成员单位 

高长胜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网联开发院 
首席专家 

16  王淑琴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网联开发院 
高级主任 

17  李明徽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智网生态产品经理 



 

序号 分类 专家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18  

成员单位 

陈化荣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标准法规与认证技术 

总工程师 

19  邱海漩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试验认证部总监 

20  于瑞贺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智能系统台架测试经理 

21  杨峥卿 智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及用户触点部 

软件项目总监 

22  梁海强 北京汽车研究总院 三电中心策略开发部部长 

23  黄颍华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三电中心电控测试部副部长 

24  王金奎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座舱部高级经理 

25  吴丽华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产品规划及汽车新技术研究院 
智能化产品认证中心主任 

26  袁文文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产品规划及汽车新技术研究院 
用户体验测评科长 

27  任夏楠 吉利汽车研究院 
电子电器中心 

功能安全专家 

28  李  磊 长城汽车技术中心 
智能座舱平台部 

座舱系统专家 

29  常  琨 长城汽车技术中心 
技术规划部 

技术生态战略专家 

30  李一凡 沙龙机甲科技有限公司 
公共事务及合作发展部 

政策法规经理 

31  范海丹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产品体验研究 

用户研究负责人 

32  张  薇 
北京车和家信息有限公司 

（理想汽车） 
研发部高级总监 

33  王  潼 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技术中心 

政策法规专家 

34  李  骁 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技术中心 

政策法规高级工程师 

35  李  高 
威马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科技分院 

智能座舱中心 

高级主任工程师 

36  王波涛 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座舱部 

系统工程总监 

37  郭登海 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体系法规部 

标准法规工程师 

38  过  一 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OPPO） 
产品战略规划与合作中心 

出行主线技术规划专家 

 



 

序号 分类 专家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39  

成员单位 

刘江波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 
院长 

40  李  兵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 
信息交互设计部技术总监 

41  刘莲芳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网联研究院 

副院长 

高级工程师 

42  李剑峰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电气专业首席 

43  刘  东 潍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终端部部长 

44  张正轩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电器设计、副高级工程师 

45  王  玮 大众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市场情报部 

高级经理 

46  吴大用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部 

产品开发工程师 

47  陈朝军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用户体验设计中心 

高级经理 

48  王  峰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信息娱乐系统 

高级经理 

49  刘元烨 广汽本田汽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产品开发部 

研究员 

50  曹建楠 一汽奥迪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研究及智能网联 

产品规划 

51  闫  石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部 

前期项目工程策略高级经理 

52  沈雅威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部 

前瞻技术项目经理 

53  王  波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 
教授、 

清华汽车造型设计中心主任 

54  徐嘉隆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 
清华汽车造型设计中心 

智能座舱设计师、项目经理 

55  李文博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 助理研究员 

56  范佳亮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 智能座舱所副所长 

57  董金聪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 标准中心主任、高工 

58  王  微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 
产业发展部 

部长、高工 

59  王  宁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副教授、汽车产品战略与产

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60  胡志鹏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XAI LAB智能体验实验室 

负责人 

https://baike.so.com/doc/5602554-5815160.html


 

序号 分类 专家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61  

成员单位 

王昊奋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XAI实验室联合主任、 

研究员 

62  赵亚男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 车辆工程系副教授 

63  何洪文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 
电动车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副院长、教授 

64  张旭东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 
电动车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副主任、副教授 

65  谢  辉 
天津大学 

无人驾驶汽车交叉研究中心 
主任 

66  程  洪 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 主任、教授 

67  赵  剑 大连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教授、院长 

68  李宝军 大连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副教授 

69  郭  烈 大连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副教授 

70  谭  浩 湖南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 副院长、教授 

71  雷  飞 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副主任、副教授 

72  郭  钢 重庆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教授 

73  丁  华 江苏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系教授 

74  马世典 江苏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系副教授 

75  李国法 深圳大学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 副教授 

76  吴海宏 河南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77  张博强 河南工业大学车辆工程系 主任、教授 

78  仝  光 上海电机学院 
学科建设与项目管理办公室

主任、副教授 

79  陈庆樟 常熟理工学院汽车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系教授 

80  
Klause 

Bengler 
慕尼黑工业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 

TUM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Design 
教授 

81  鲍振标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 

有限公司 

电子电气架构部 

资深工程师 

82  李桂伟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 

有限公司 

电子电气架构部 

高级工程师 



 

序号 分类 专家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83  

成员单位 

张警吁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 

84  张起朋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软件测评中心工程师 

85  杜长江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 

有限公司 

车身实验研究部 

智能座舱室业务主管 

86  金  岩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工程技术中心 

副总工程师 

87  张  强 中汽院智能网联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88  唐秋阳 中汽院智能网联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评价中心 

测试评价高级工程师 

89  房  科 中汽院智能网联科技有限公司 
前瞻技术中心 

体系研究工程师 

90  孙  东 上海国际汽车城 智能网联事业部高级研究员 

91  王  戡 
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智能中心 

智能汽车测试研究部 

高级工程师 

92  张  香 
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智能中心 

智能汽车测试研究部 

工程师 

93  丁亚平 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智能网联部 

办公室主任、高工 

94  赵淑华 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技术质量部 

专业副总师、高级工程师 

95  李青林 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技术质量部 

前瞻技术研究主任工程师 

96  宋  毅 北京佐思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副总裁 

97  莫天德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智慧城市部 

香港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綠色及智慧出行主管 

業務拓展主管 

98  周  俊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智选车业务产业合作总监 

99  雷美娟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智选车业务解决方案专家 

100  刘艺璇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市场部生态合作总监 

101  史迪生 佛吉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未来座舱部 

市场分析经理 

102  孟庆阔 字节跳动集团 
公共事务部 

公共事务总监 

103  贾元辉 北京百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IDG战略运营部 

技术标准经理 

104  田  雨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汽车BU 

智能座舱产品线总监 



 

序号 分类 专家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105  

成员单位 

高万军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汽车BU 

智能交互总监 

106  何  鹏 深圳市大疆卓见科技有限公司 大疆车载战略负责人 

107  冯  昶 国汽智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8  孙志杰 国汽智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109  丁  丁 黑芝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副总裁 

110  张正烜 
北斗星通集团 

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科学家 

副总裁 

111  董红荣 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技术中心副总经理 

112  黄  胜 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技术中心副总经理 

重庆研发部部长 

113  孙  军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研究院 
副院长 

114  王保东 
长春一汽富晟李尔汽车座椅系统 

有限公司 
产品创新部经理 

115  刘金花 
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副主任 

116  张文剑 长春旗智汽车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CEO 

117  季栋辉 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空间策划及战略部 

高级总监 

118  杨  飚 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空间策划及战略部 

智能空间产品经理 

119  林永彬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智能交通研究院 

技术中心架构部 

系统架构师 

120  李文辉 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院院长 

121  纪嫣静 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测试部 

测试总监 

122  刘艳玲 南京芯驰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部 

标准研究员 

123  满志勇 斑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数据安全部 

斑马标准化负责人 

124  张  莹 星河智联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25  冉光伟 星河智联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兼技术中心总经理 

126  时红仁 
博泰车联网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部 

标准与知识产权总监 



 

序号 分类 专家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127  

成员单位 

郑洪江 
博泰车联网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技术中心主任 

128  张忠义 昆易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部 

销售总监 

129  赵鹏超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电子产品事业部 

产品经理 

130  周哲人 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曹操出行） 智驾车联部负责人 

131  陈  佳 中瓴智行（成都）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132  陈义贤 远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架构师 

133  董忠璇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测试软件开发高级经理 

134  李粉花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测试软件开发高级经理 

135  武雷雷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测试设备产品事业部经理 

136  马士超 雷欧尼斯(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 

137  杨健斌 潍坊歌尔丹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138  刘  洋 厦门雅基软件有限公司 
市场部 

车业务市场负责人 

139  陈  勇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创新研究院院长 

140  陈俊雄 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车用技术育成部总监 

141  夏宝华 智博汽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车载软件开发系统部 

系统总工 

142  李  实 宁波海实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3  臧竞之 杭州广安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工程师 

144  廖健良 航趣（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总经理 

145  唐帮备 重庆交互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6  曾  文 广州华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部销售经理 

147  杨  鹏 宁波均联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部产品总监 

148  陈  翔 宁波均联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部产品研究员 

149  邵  旻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安心座舱企划部部长 



 

序号 分类 专家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150  

成员单位 

曾  妮 丰田纺织（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企划部高级主管 

151  焦  毅 丰田纺织（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企划部高级主管 

152  唐  尧 达索析统（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汽车行业高级业务咨询顾问 

153  单汝辉 
奥托立夫(上海）汽车安全系统研发 

有限公司 
安全中心总监 

154  舒  杰 安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全球商务服务部 

汽车市场总监 

155  易传海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研究二院院长、 

高级工程师 

156  陶惠家 
博泽汽车技术企业管理（中国） 

有限公司 

座椅事业部 

研发副总裁 

157  范良照 科世达（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创新研发部 

新工艺技术主管 

158  邱荣斌 英飞凌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首席工程师 

159  朱纯奕 
通腾导航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TomTom 

市场产品部 

市场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