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日期2020 年 10 月19-20 日

大会赞助单位：

第三届中国 
VDA Automotive SYS® 大会

基于软件的汽车系统的质量，安全及安保

新焦点：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及 OTA

2020 年 10 月 19-20 日
中国 上海 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时间 发言主题 发言嘉宾 语言

8:55-9:00 欢迎致辞

9:00-9:30 汽车行业面对数字化的新要求
铁铭 教授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量管理中心中国分公司总经
理

英

9:30-10:00 软件质量（中国）顾问委员会介绍
田晓刚 先生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量管理中心中国分公司北京
区域经理 / Automotive SPICE 产品经理

中

10:00-10:30 中国在网络安全与在线更新的新规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 中

10:30-10:45 茶歇

10:45-11:15
基于标准法规与技术架构的车联网网络安全
体系构建

张亚楠 
中汽数据有限公司 ,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CATARC) 智能业务本部  副总监 / 网联技
术研究部 部长

中

11:15-11:45 通往 SOTIF 之路
曲元宁 先生 
博世中国工程系统发展高级经理

中

11:45-13:00 合影及午餐

13:00-13:30 网联车软件质量要求及案例分析
王琪 女士 
一汽大众电器系统和新技术部门经理 / 软件质量
（中国）顾问委员会成员

中

13:30-14:00 多体系融合方法概述
韩为宾 先生 
百度 IDG 事业部质量经理

中

14:00-14:30 疫情下的 intacs™- 评估师团体面临的挑战
Bernhard Sechser 先生 
intacs 委员会成员
Process Fellows GmbH 的联合创始人

英
( 在线发言 )

14:30-15:00 茶歇

15:00-15:30 Automotive SPICE: 面向未来
Dirk Hamann 博士 
PG 13 (VDA ASPICE 标准工作组）/ 舍弗勒

英
( 在线发言 )

15:30-16:00 Automotive SPICE: 来自认证机构的报告
Jan Morenzin 先生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量管理中心 Automotive 
SPICE 总负责人

英
( 在线发言 )

16:00-17:00 问答环节（针对第一天所有发言嘉宾）

17:00-17:05 酒会说明

18:00-21:00 招待酒会

时间 发言主题 发言嘉宾 语言

8:55-9:00 致辞

9:00-9:30 VDA 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标准介绍
王振坤 先生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量管理中心中国分公司助理
区域经理（北京）

中

9:30-10:00 ASPICE 在集团与分子公司落地生花
刘亮 先生 
四维图新 EPG 负责人 / 集团质量系统经理

中

10:00-10:45
敏捷项目中的处理和集成：复用，平台及开
源

Meng Kem Tee 先生 
大陆集团亚洲区软件供应商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 
/ 软件质量（中国）顾问委员会成员

英
( 在线发言 )

10:45-11:00 茶歇

11:00-11:30
基于 STPA 的自动驾驶整体安全：专注于
SOTIF

张玉新 博士 
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 大疆车载功能安全组负责人 / 吉大 - 大疆自动
驾驶安全联合实验室主任

中

11:30-12:00
如何在敏捷项目中有效实施 Automotive 
SPICE

周晓黎 女士 
悠牧矻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资深咨询师

中

12:00-13:00 午餐

13:00-13:30 车联网系统的安全基线检查
范士雄 先生 
腾讯科恩实验室车联安全技术专家 

中

13:30-14:00
功能安全如何支持要遵循 ASPICE 的开发项
目

Peter Iwanek 博士 
海拉电子功能安全专家

英

14:00-14:30 Automotive Cybersecurity
赵斌 先生
德国莱茵 TÜV 集团大中华区
工业服务及网络安全 总经理

中

14:30-15:00 Afternoon Break

15:00-15:30 ASPICE 尚未满足信息安全要求
Thomas Liedtke 博士 
KUGLER MAAG CIE 首席咨询顾问

英
( 在线发言 )

15:30-16:00
Automotive SPICE- 激励，改进以及投资
回报率的工具

Bernd Hindel 教授 
Method Park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英
( 在线发言 )

16:00-17:00 问答环节（针对第二天所有发言嘉宾）

17:00-17:10 发言嘉宾颁奖

17:10-17:20 闭幕及展望

注 : 
1）主办单位为所有参会代表提供免费使用的同传设备，请凭本人身份证件进行租用（所有设备均在消毒后提供）
2） 本会议被国际评估师认证方案（intacs™）接受为主动或被动经验证据（EE-EP，EE-AC），可用于 ASPICE 主
任及首席评估师的认证。

第三届中国 VDA Automotive SYS® 大会日程
2020 年 10 月 19 日大会第一天 2020 年 10 月 20 日大会第二天



第三届中国 VDA Automotive SYS® 大会

会议内容

 来自 DPAC 的网联汽车信息安全的相关主题
 如何在组织中实施 ASPICE 以及应对相关的挑战 
 功能安全
 信息安全要求和法规，以及 VDA 在信息安全方面

的最新进展 
 来自新世界参与者的经验和知识

目标客户

 企业管理者
 与软件相关的工程师，管理和专家（包括开发人员，

集成和测试
 工程师，项目经理，产品经理，配置管理，质量保

证，架构师 ...）
 ASPICE 评估师和过程工程师
 功能安全工程师
 网络安全 / 信息安全相关负责人

如何报名

请与我们工作人员联络索取报名表或扫描右侧二维码在线注册
曹女士：+86-10-65900067-221
过女士：+86-21-62565183 ext. 819
E-mail: aspice@vdachina.com.cn

参会费（报价含税）

 单价：3,000 元 / 人（包含两天会期午餐及招待酒会）
 VDA QMC China 会员单位及 QMA 中国成员公司可享受

 折扣价：2,400 元 / 人

联系方式  

电话 : +86 10 65900067  |  电邮 : aspice@vdachina.com.cn
www.vdachin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