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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翻回到日历翻回到 20172017 年年，，

那一年那一年，，阿里和上汽联手阿里和上汽联手

打造的斑马系统打造的斑马系统，，让荣威让荣威

RXRX55成为市场上异军突起成为市场上异军突起

的新产品的新产品，，上汽集团内向上汽集团内向

““新四化新四化””转型的呼声变得转型的呼声变得

更强音起来了更强音起来了。。

彼时彼时，，刚经历过搬迁刚经历过搬迁

的上海汽车粉末冶金有限的上海汽车粉末冶金有限

公司显然与这一切变化离公司显然与这一切变化离

得比较远得比较远。。这是一个快被这是一个快被

遗 忘 的 行 业遗 忘 的 行 业——— 粉 末 冶— 粉 末 冶

金金。。作为该行业的一位老作为该行业的一位老

兵兵，，公司技术副总经理彭公司技术副总经理彭

景光博士景光博士1313年前大学毕业年前大学毕业

入职该公司入职该公司，，从技术员做从技术员做

起一直做到副总经理起一直做到副总经理，，他他

心里清楚心里清楚，，作为传统零部作为传统零部

件的粉末冶金行业件的粉末冶金行业，，再怎再怎

么折腾也只是在汽车零部么折腾也只是在汽车零部

件中占比很小的传统件件中占比很小的传统件，，

和和““新四化新四化””似乎隔着天似乎隔着天

然壁垒然壁垒。。

““随着汽车行业自身的随着汽车行业自身的

变革速度加快变革速度加快、、拼量时代拼量时代

向拼质时代的转移向拼质时代的转移，，势必势必

导致部分中低端零部件企导致部分中低端零部件企

业被淘汰业被淘汰。”。”这句话似乎有这句话似乎有

意指向该行业中的企业意指向该行业中的企业。。

““搬迁到新的场地搬迁到新的场地，，产产

能扩大了能扩大了，，但汽车零部件但汽车零部件

向电子化过渡向电子化过渡，，我们的传我们的传

统产品市场似乎有萎缩的统产品市场似乎有萎缩的

迹象迹象。。我们我们‘‘看在眼里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急在心里’。”’。”工程师丁霞工程师丁霞

回忆当时的情形回忆当时的情形：“：“换了新换了新

厂房当然很兴奋厂房当然很兴奋，，但想到但想到

今后的吃饭问题今后的吃饭问题，，就有些就有些

没有底气了没有底气了。”。”这位工程师这位工程师

的想法代表了当时很大一的想法代表了当时很大一

批职工的思想批职工的思想。。

在这种背景下在这种背景下，，20172017

年年底年年底，，粉末冶金公司管粉末冶金公司管

理层一致决定启动一项旨理层一致决定启动一项旨

在贯彻集团在贯彻集团““新四化新四化””转转

型发展思路的调研型发展思路的调研。。这个这个

调研在主攻材料学的彭景调研在主攻材料学的彭景

光主导下变得细致而严光主导下变得细致而严

谨谨，，他们在市场上走访大他们在市场上走访大

量客户和商家量客户和商家，，并且购买并且购买

了一些可能带有粉末冶金了一些可能带有粉末冶金

件的零部件件的零部件，，包括包括EDUEDU混混

动 变 速 箱 总 成动 变 速 箱 总 成 、、 荣 威荣 威

ERXERX55 驱动电机等驱动电机等，，把这把这

些总成件拆解成细小的部些总成件拆解成细小的部

件后件后，，仔细研究材料构仔细研究材料构

成成：：哪些部件必须用粉末哪些部件必须用粉末

冶金件冶金件？？哪些将来可以替哪些将来可以替

代用代用？？拆解分析工作细小拆解分析工作细小

而繁琐而繁琐，，在经过了细致的在经过了细致的

梳理工作后梳理工作后，，最终得出了最终得出了

结论结论：：目前目前，，粉末冶金公粉末冶金公

司的结构件产品司的结构件产品，，有有 4040%%

将来会被淘汰将来会被淘汰，，其中其中 1010%%

在在33--55年内将被淘汰年内将被淘汰！！

当 一 家 公 司当 一 家 公 司 ，， 面 对面 对

4040%%的产品将在市场中被的产品将在市场中被

淘汰的困境时淘汰的困境时，，会怎么会怎么

做做？？是沉沦下去是沉沦下去，，还是喊还是喊

喊口号喊口号，，抑或是奋起抗抑或是奋起抗

争争？？公司总经理邵健选择公司总经理邵健选择

的是的是““与命运抗争与命运抗争”！”！

如 何 抗 争如 何 抗 争 ？？ 彭 景 光彭 景 光

说说：“：“邵总的决定为公司的邵总的决定为公司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发展指明了方向，，统一了统一了

全体员工的思想全体员工的思想。。当时当时，，

我们形成了向我们形成了向‘‘新四化新四化’’

转型的思路转型的思路，，结构件继续结构件继续

保留保留，，但先是要在工艺上但先是要在工艺上

创新创新，，让新产品能获得市让新产品能获得市

场认可场认可，，然后还要想办法然后还要想办法

在材料上创新在材料上创新，，用附加值用附加值

更高的功能件和更新的产更高的功能件和更新的产

品获得市场品获得市场。”。”

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等奖、、中国粉末冶金行业中国粉末冶金行业

特等奖的特等奖的““高性能铁基粉高性能铁基粉

末冶金块体材料与器件的末冶金块体材料与器件的

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项项

目中斜齿成型技术的开发目中斜齿成型技术的开发

和应用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和应用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记者看到记者看到，，如今的大如今的大

型机床一下压下来的齿轮型机床一下压下来的齿轮

件是一只只斜齿轮件是一只只斜齿轮，，感觉感觉

有些神奇有些神奇，，一般的机床压一般的机床压

下来的都应当是和水平垂下来的都应当是和水平垂

直的直齿直的直齿。。为了这个工艺为了这个工艺

上的改进上的改进，，彭景光和他的彭景光和他的

团队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不团队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不

眠夜眠夜！！如今如今，，就是这么一就是这么一

让粉末“飞扬”起来
面对市场“寒流”，粉末冶金公司如何走好转型升级之路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我国汽车我国汽车

销量呈现下滑态势销量呈现下滑态势，，车市车市

““寒流寒流””迅速波及上游的零迅速波及上游的零

部件行业部件行业。。整车企业所承整车企业所承

受的压力受的压力，，部分转嫁给产部分转嫁给产

业链上的零部件企业业链上的零部件企业。。零零

部件企业如何应对市场部件企业如何应对市场

““寒流寒流”、”、如何转型升级如何转型升级，，

都成了身处其中的都成了身处其中的““局内局内

人人””最想要找到的答案最想要找到的答案。。

产品沦陷，拿什么拯救市场？

个小小的斜齿轮新品个小小的斜齿轮新品，，在在

其其200200多个产品中只占据多个产品中只占据

一个位置一个位置，，却贡献了十分却贡献了十分

之一的销售额之一的销售额。。不要小看不要小看

这么一个工艺改进这么一个工艺改进，，就是就是

这个工艺打破了国外技术这个工艺打破了国外技术

封锁封锁，，减少了机加工减少了机加工，，提提

高了材料利用率高了材料利用率，，降低了降低了

2020%-%-3030%%成本成本，，国内的国内的

其他冶金粉末厂目前还不其他冶金粉末厂目前还不

能生产能生产。。而这个斜齿轮零而这个斜齿轮零

件又配套上了电子驻车系件又配套上了电子驻车系

统部件统部件，，间接地实现了间接地实现了

““新四化新四化””的目标的目标。。

当下当下，，超过六成的汽超过六成的汽

车零部件上市公司净利润车零部件上市公司净利润

下滑下滑，，行业低利润运行或行业低利润运行或

将成为常态将成为常态。。未来未来，，零部零部

件企业的日子将会较为难件企业的日子将会较为难

熬熬。。如何取胜车市下半场如何取胜车市下半场？？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零部件企业要想获得长足零部件企业要想获得长足

发展发展，，必须开始自我革命必须开始自我革命。。

在竞争对手固守传统或者在竞争对手固守传统或者

被动等待机遇时被动等待机遇时，，上海汽上海汽

车粉末冶金公司未雨绸车粉末冶金公司未雨绸

缪缪，，已经开始探索创新转已经开始探索创新转

型升级型升级。。

机遇从来是垂青有准机遇从来是垂青有准

备的人备的人。。正是有一批扎根正是有一批扎根

基层的员工迎难而上基层的员工迎难而上，，奋奋

力进取力进取，，才能让老企业的才能让老企业的

转型升级之路越走越宽转型升级之路越走越宽，，

创新之花在传统企业中越创新之花在传统企业中越

开越艳开越艳。。

长期从事长期从事““产学研产学研””

管理工作管理工作，，具有切身体会具有切身体会

的上海汽车工业科技发展的上海汽车工业科技发展

基金会副秘书长孙代豫对基金会副秘书长孙代豫对

彭景光团队的创新方式给彭景光团队的创新方式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予了充分的肯定：：从底层从底层

材料研制拓展到零部件的材料研制拓展到零部件的

研制研制，，乃至拓展到整机的乃至拓展到整机的

研制研制，，将将““远离系统或整远离系统或整

机厂商机厂商””的底层材料变成的底层材料变成

一个个有效验证的实实在一个个有效验证的实实在

在的零部件或整机产品在的零部件或整机产品

后后，，让系统或整机厂直接让系统或整机厂直接

认知和体验认知和体验，，推动新材料推动新材料

的快速应用的快速应用，，这种在国际这种在国际

上十分成功的创新链运作上十分成功的创新链运作

新模式在上汽集团乃至国新模式在上汽集团乃至国

内汽车行业率先进行了有内汽车行业率先进行了有

效而成功的实践效而成功的实践。。

一家看似再传统不过一家看似再传统不过

的小企业也能在的小企业也能在““新四新四

化化””浪潮中有所作为浪潮中有所作为，，那那

么么，，其他条件更优越其他条件更优越、、资资

源更丰富的企业有什么不源更丰富的企业有什么不

可作为的呢可作为的呢？？

视野大视野大、、格局大是记格局大是记

者对彭景光团队的印象者对彭景光团队的印象。。

尽管身处的平台不大尽管身处的平台不大，，但但

他们的气魄却很大他们的气魄却很大。。

数年前的一次日本东数年前的一次日本东

北大学访问学者的机会北大学访问学者的机会，，

让彭景光接触到了世界顶让彭景光接触到了世界顶

尖的粉末冶金专业领域尖的粉末冶金专业领域，，

更让其眼光变得更让其眼光变得““国际国际””

起来起来，，让他知道了粉末冶让他知道了粉末冶

金在材料上也大有可为金在材料上也大有可为。。

““软磁复合材料就是软磁复合材料就是

我们目前正在创新的方我们目前正在创新的方

向向。”。”彭景光对记者说彭景光对记者说

道道：“：“如今如今，，在法拉利等在法拉利等

高端车型上高端车型上，，电机部件用电机部件用

的就是这种材料的就是这种材料。”。”据彭据彭

景光这位材料学博士介景光这位材料学博士介

绍绍，，用这种材料制成的电用这种材料制成的电

机能够部分取代硅钢片电机能够部分取代硅钢片电

机机，，其最大的优点是其最大的优点是，，由由

于是粉末材料于是粉末材料，，相对于片相对于片

状材料状材料，，它产生的涡流损它产生的涡流损

耗相对少很多耗相对少很多，，也就提升也就提升

了电机效率了电机效率；；另外就是成另外就是成

形部件不受形状控制形部件不受形状控制。。标标

的物虽然是好的的物虽然是好的，，但要材但要材

料创新料创新，，难度也很大难度也很大，，核核

心技术包括绝缘粉末的包心技术包括绝缘粉末的包

覆覆、、成形和热处理以及器成形和热处理以及器

件制备等件制备等。。

材料试制过程艰苦而材料试制过程艰苦而

枯燥枯燥，，就是一轮轮反复倒就是一轮轮反复倒

腾材料配比腾材料配比，，反复将其送反复将其送

上机床压制上机床压制，，然后进行反然后进行反

复的检测和鉴定复的检测和鉴定。。通常一通常一

轮试验就要有一两个月的轮试验就要有一两个月的

周期周期，，然后调整包覆的材然后调整包覆的材

料料，，再来一轮再来一轮，，再调整包再调整包

覆层数覆层数，，再来一轮……工再来一轮……工

程师汪祥说程师汪祥说，，这个阶段的这个阶段的

包覆材料就换了十多次包覆材料就换了十多次，，

而每换一次包覆材料而每换一次包覆材料，，就就

意味着开展数轮试制意味着开展数轮试制。。

丁霞跟着彭景光跑过丁霞跟着彭景光跑过

很多次客户很多次客户。。她认为她认为，，作作

为一名技术人员为一名技术人员，，跑市场跑市场

是很正常的是很正常的。。与企业市场与企业市场

部门有所区别的是部门有所区别的是，，技术技术

条线更侧重于客户产品规条线更侧重于客户产品规

划划、、技术发展这一块技术发展这一块。。

为了让市场和客户接为了让市场和客户接

受这种新产品受这种新产品，，光靠到客光靠到客

户那里宣讲是不够的户那里宣讲是不够的，，只只

有做出了实实在在的产有做出了实实在在的产

品品，，并让客户来检验和评并让客户来检验和评

价是最好的途径价是最好的途径。。记者之记者之

所以感觉他们的格局大所以感觉他们的格局大，，

就是因为他们不把设想和就是因为他们不把设想和

创新停留在嘴边创新停留在嘴边，，停留在停留在

实验室阶段实验室阶段，，而是做出样而是做出样

品后直接送到客户手上品后直接送到客户手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的很多前期投入都是他们的很多前期投入都是

利用政府资助的利用政府资助的““产学产学

研研””项目资金项目资金。。政府和上政府和上

汽集团对于基层企业的这汽集团对于基层企业的这

种创新热情种创新热情，，以及有助于以及有助于

提升企业技术实力和经济提升企业技术实力和经济

效益的实际做法给予了相效益的实际做法给予了相

当大的支持和鼓励当大的支持和鼓励。。

根据目前反馈情况来根据目前反馈情况来

看看，，他们处在萌芽状态的他们处在萌芽状态的

新产品中新产品中，，某个软磁复合某个软磁复合

材料产品已经初步得到了材料产品已经初步得到了

客户的认可客户的认可。“。“大批量生大批量生

产的话产的话，，应该没有太大的应该没有太大的

技术人员也要跑市场、懂行情

问题问题，，我们目前的生产设我们目前的生产设

备都能够生产这种新材备都能够生产这种新材

料料，，而且工艺流程也是成而且工艺流程也是成

形形、、热处理热处理、、后加工这三后加工这三

个阶段个阶段。”。”彭景光说彭景光说。“。“这这

是你们穷厂办事的原则是你们穷厂办事的原则

吧吧，，尽量不增加新设备尽量不增加新设备。”。”

记者补充道记者补充道。。彭景光说彭景光说：：

““我们当时遇到集团提出我们当时遇到集团提出

‘‘新四化新四化’’转型的方向转型的方向，，感感

觉分析下来没有一化与我觉分析下来没有一化与我

们未来相关们未来相关，，转型是非常转型是非常

迫切的迫切的，，现在上新产品也现在上新产品也

是非常迫切的是非常迫切的。。但我们能但我们能

调动的资源十分有限调动的资源十分有限，，不不

得不在各方面省着点用得不在各方面省着点用。”。”

为充分利用熟悉金属为充分利用熟悉金属

粉末的优势粉末的优势，，彭景光团队彭景光团队

还把新产品的触角延伸到还把新产品的触角延伸到

了了33DD打印领域打印领域，，瞄准后端瞄准后端

配件打印这一块配件打印这一块。。目前目前，，

项目已经过前期调研阶段项目已经过前期调研阶段。。

自我革命，取胜车市下半场

彭景光试制团队在分析样品

面对市场“寒流”，彭景
光团队推动新材料快速
应用，促进传统零部件
企业更快转型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