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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 VDA Automotive SYS® 大会
基于汽车软件体系的质量、安全及安保

会议形式

                           研讨会日（非必选）

                           主题大会与主旨发言

                           主题会议日

第 0 日 线下

线上第 1 日

线上第 2 日

参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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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参会证明所需步骤如下：

 报名参加 2 天（或 3 天）的会议
 参加（10 月 26 日）研讨会的人员请按照现场工作人员引导进行签入和签出的登记
 参加主题大会（10 月 27-28 日）的人员请在每天早上会议正式开始前 15 分钟进入会议链接
 更改自己 ID 为“真实姓名 - 公司”，按工作人员要求进行在线签到（可能需要打开摄像头和

 麦克风，请确保使用支持视频及音频参会的设备登入）
 正常参加当日会议，每天会议结束后按工作人员引导完成会议反馈
 参会证明将在会后一周内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到注册邮箱



目标人群

 企业管理者
 与软件相关的工程师，管理者和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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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相关责任人
 有意了解汽车行业软件质量管理经验的其它行业人员

参会费（报价含税）

 三日票 ( 研讨会日及会议日均可使用 )：人民币 2,300 元 / 人 （会员折扣：人民币 2,000 元 / 人）
 线上会议门票 ( 仅限 2 天会议日使用 )：人民币 1,500 元 / 人 （会员折扣：人民币 1,200 元 / 人）

说明： 研讨会日活动不单独售票
  同单位 4 人及以上报名可享受团购价

基本信息

扫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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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aspice@vdachina.com.cn



第五届中国 VDA Automotive SYS® 大会
基于汽车软件体系的质量、安全及安保

10 月 26 日（星期三）

第零日 | 网络安全主题研讨会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968 号天会商务广场 7 号楼 1107

主持人：
王琪 女士 | 软件质量（中国）顾问委员会主席 / 一汽大众电器系统和新技术部经理

时间 主题 发言嘉宾 语言

08:00-09:00 参会人员注册

09:00-09:05 欢迎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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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12:00 研讨会一：中国的汽车网络安全合规
邬敏华 先生 
KPMG 总监

中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研讨会二：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的
融合以及在 Stages 中的实现

李良城 先生 
UL Solutions 汽车咨询中国区工程负责人

中

王劲飞 先生 
Method Park by UL 高级产品顾问

中

16:00 网络安全主题研讨会结束

请注意：
大会第零日不提供同传服务
此日程在大会正式召开前可能有所调整，主办单位保有对此日程的最终解释权



10 月 26 日（星期三）

第零日 | 软件质量（ASPICE）主题研讨会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968 号天会商务广场 7 号楼 1107

主持人：
陈露 女士 |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量管理中心中国分公司高级质量经理 / 培训师

时间 主题 发言嘉宾 语言

08:00-09:00 参会人员注册

09:00-09:05 欢迎致辞
王琪 女士 
软件质量（中国）顾问委员会主席 
一汽大众电器系统和新技术部经理

中

09:05-12:00
研讨会三：ASPICE Cybersecurity 标准
对标

张希 女士
瀚颐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资深咨询顾问

中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研讨会四 待定 待定

16:00 软件质量（ASPICE）主题研讨会结束

请注意：
大会第零日不提供同传服务
此日程在大会正式召开前可能有所调整，主办单位保有对此日程的最终解释权

会议日程



第五届中国 VDA Automotive SYS® 大会
基于汽车软件体系的质量、安全及安保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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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主题 发言嘉宾 语言

08:45-09:00 参会人员进入在线会议链接

09:00-09:05 开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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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09:40
主题发言一：软件与网络安全在汽车行业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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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0-10:20
主题发言二 : 国内外标准法规下的汽车信息
安全合规检测评估解决方案

邵学彬 先生
中汽研软件测评（天津）有限公司副部长 

中

10:20-10:40 会间休息

10:40-11:20 主题发言三：待定
王海均 女士 
中汽数据有限公司智能网联部经理

中

11:20-12:00 
高翔 先生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新能源汽车研究院副院长
百人会和 CQC 联合发起的“提链计划”负责人

中

12:00-13:00 会间休息

13:00-13:40 主题发言五：待定
王琪 女士
软件质量（中国）顾问委员会主席
一汽大众电器系统和新技术部经理

中

10 月 27 日 ( 星期四 )

第一日 | 主题大会

主题发言四：中国汽车软件及操作系统面临
的痛点和需求



13:40-14:40 主题发言六

黎健豪 先生
舍弗勒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机电和软件质量高级总监

中

王琪 女士
软件质量（中国）顾问委员会主席
一汽大众电器系统和新技术部经理

中

由婷 女士
舍弗勒中国
机电 & 软件质量经理，产品安全经理

中

14:40-15:00 会间休息

15:00-15:40
主题发言七：网络安全和未来 ASPICE 4.0
评估师认证以及知识体系建立所面临的挑战

Bernhard SECHSER 先生 
intacs™ 首席评估师及导师
intacs ™ 委员会成员
Process Fellows GmbH 联合创始人

英

15:40-16:20 主题发言八：汽车 SPICE 4.0 - 现状及前景
Albrecht Wlokka 先生 
博世 BBM 质量管理及信息技术 (M/QMI)  
13 工作组组长 (VDA ASPICE 标准工作组 )

英

16:20-17:00
评估模型模块扩展 - 机械 SPICE
主题发言九：待定

Krahtov Luben 先生
ST/BHL-MED, Schaeffler

英

17:00-17:40
评估模型模块扩展 - 网络安全 SPICE
主题发言十：迈向 ASPICE Cybersecurity

陈超凡 先生
瀚颐（上海）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 / 合伙人

中

17:40-17:50 大会第一日闭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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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主题 发言嘉宾 语言

此日程在大会正式召开前可能有所调整，主办单位保有对此日程的最终解释权

会议日程



第五届中国 VDA Automotive SYS® 大会
基于汽车软件体系的质量、安全及安保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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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主题 发言嘉宾 语言

08:45-09:00 参会人员进入在线会议链接

09:00-09:05 欢迎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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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09:40
主题发言一：网络安全运营挑战 – 汽车全生
命周期网络安全

殷勇军 先生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产品安全经理

中

09:40-10:20
主题发言二：汽车行业的三个网络安全话题
概述

相靓宇 女士 
Method Park by UL 高级咨询顾问

中

10:20-10:40 会间休息

10:40-11:20
主题发言三：网络安全属性及典型保护措施
简介

李雨恒 先生
UMovcom 技术专家

中

11:20-12:00 主题发言四 TUV 莱茵 待定

12:00-13:00 会间休息

10 月 28 日（星期五）

第二日 | 网络安全、OTA 以及信息安全分会

此日程在大会正式召开前可能有所调整，主办单位保有对此日程的最终解释权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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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主题 发言嘉宾 语言

13:00-13:40
主题发言五：通过 SPDX 建立软件物料清单
的经验分享

黄文怡 先生
Continental Automotive Singapore Pte Ltd
软件供应商质量管理与第三方软件供应商质量管理
高级专家

待定

13:40-14:20 主题发言六：基于 ASPICE 的软件质量部署
萧晗 先生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软件质量团队负责人

中

14:20-15:00 主题发言七：浅谈软件单元测试覆盖率
刘亮 先生
Navinfo 集团 质量、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负责人
集团公司 质量系统部 经理

中

15:00-15:20 会间休息

15:20-16:00
主题发言八：数字化时代中软件质量的新焦
点

田晓刚 先生
大众中国 Smart Quality 软件质量

中

16:00-16:40
主题发言九：Automotive SPICE CL3 - 过
程定义

程辉 先生
北京千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伙人

中

16:40-17:20 主题发言十 库乐玛管理咨询（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待定

17:20-17:30 大会闭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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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8 日（星期五）

第二日 | 软件质量（ASPICE）分会

此日程在大会正式召开前可能有所调整，主办单位保有对此日程的最终解释权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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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 +86 10 65900067  |  电邮 : aspice@vda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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