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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先机育先机 开新局开新局

第三届进博会现场第三届进博会现场，，

一辆荣威一辆荣威 ERER66 在展厅内在展厅内

吸引了多方关注吸引了多方关注，，这个在这个在

进口产品展会上亮相的中进口产品展会上亮相的中

国自主品牌国自主品牌，，向到场的各向到场的各

国来宾展示上汽英飞凌新国来宾展示上汽英飞凌新

能源汽车核心器件能源汽车核心器件———世—世

界最先进的第七代界最先进的第七代 IGBTIGBT

已经顺利量产已经顺利量产，，并已在并已在

ERER66上实现了配套量产上实现了配套量产。。

IGBTIGBT 属于能源转换属于能源转换

与传输的核心器件与传输的核心器件，，被广被广

泛用于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泛用于混合动力和纯电动

汽车中汽车中。。由于由于IGBTIGBT是电是电

动汽车中除了电池之外动汽车中除了电池之外，，

技术含量最高技术含量最高、、设计制造设计制造

难度最大的单一零部件难度最大的单一零部件，，

因此造价成本较高因此造价成本较高。。

早在早在20182018年年33月月，，上上

汽就与德国英飞凌科技公汽就与德国英飞凌科技公

司合资成立了上汽英飞凌司合资成立了上汽英飞凌

汽车功率半导体有限公汽车功率半导体有限公

司司，，共同发力车用共同发力车用 IGBTIGBT

市场市场。。同年同年88月月1717日日，，合合

努力下好努力下好
高质量发展先手棋高质量发展先手棋

以更大担当作为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

早在早在20152015年年，，上汽便上汽便

在上海浦东成立了云计算在上海浦东成立了云计算

中心中心 （（上海帆一尚行科技上海帆一尚行科技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为创新业务赋为创新业务赋

能能，，率先布局国内汽车行率先布局国内汽车行

业首个自有的云计算中业首个自有的云计算中

心心，，加速上汽集团向加速上汽集团向““新新

四化四化””的战略转型的战略转型。。前瞻前瞻

性的布局性的布局，，让上汽又一次让上汽又一次

领先行业领先行业，，下了下了““先手先手

棋棋””，，将将““新四化新四化””战略开战略开

展得如火如荼展得如火如荼。。

上汽云计算中心不仅上汽云计算中心不仅

连接用户连接用户、、智能终端智能终端、、车车

辆辆、、物联设备等物联设备等，，同时也同时也

为智能网联汽车为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出智慧出

行行、、智能制造服务智能制造服务。。

通过云计算的汇聚功通过云计算的汇聚功

能能，，对业务数据进行计算对业务数据进行计算

和存储和存储，，再传递到业务应再传递到业务应

用层用层，，让行业云服务深入让行业云服务深入

到实际场景到实际场景，，让企业系统让企业系统

上云上云、、业务上云业务上云、、制造上制造上

云云，，推动业务更快速推动业务更快速、、高高

效地发展效地发展。。

多年来多年来，，上汽云计算上汽云计算

中心持续强化自身能力中心持续强化自身能力，，

服务不断壮大的上汽创新服务不断壮大的上汽创新

业务业务。。它不仅无缝对接包它不仅无缝对接包

括享道出行括享道出行、、EVCARDEVCARD、、

智能网联智能网联、、智能驾驶等每智能驾驶等每

天产生大量新增数据处理天产生大量新增数据处理

需求的智能应用创新业需求的智能应用创新业

务务，，还加速落地还加速落地““智能制智能制

造造””产品服务产品服务，，在多家上在多家上

汽下属企业上线了智能制汽下属企业上线了智能制

造相关产品造相关产品，，将企业的生将企业的生

产制造或物流上云产制造或物流上云，，帮助帮助

企业提升效率和质量企业提升效率和质量，，并并

实现有效的降本增效实现有效的降本增效。。

““从事物发展的全过从事物发展的全过

程程、、产业发展的全链条产业发展的全链条、、

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出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出

发来谋划设计改革……发来谋划设计改革……””

这几天这几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习近平总书记在

浦东开发开放浦东开发开放3030周年庆祝周年庆祝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上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上

海各界人士的热烈反响海各界人士的热烈反响。。

浦 东 开 发 开 放浦 东 开 发 开 放 3030 年年

来来，，经济实现跨越式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

展展。。身处经济主战场身处经济主战场，，上上

海企业界人士纷纷表示海企业界人士纷纷表示，，

总书记的讲话鼓舞人心总书记的讲话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催人奋进，，激励着上海各激励着上海各

类市场主体在危机中育先类市场主体在危机中育先

机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变局中开新局。。

““总书记强调总书记强调，，‘‘要发要发

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

体作用体作用，，突破一批核心部突破一批核心部

件件、、推出一批高端产品推出一批高端产品、、

形成一批中国标准形成一批中国标准’’，，这这

‘‘三个一批三个一批’’的指示让我们的指示让我们

深受鼓舞深受鼓舞，，同时倍感责任同时倍感责任

重大重大。。””1111 月月 1212 日日，，上汽上汽

集团党委书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董事长陈

虹参加了浦东开发开放虹参加了浦东开发开放3030

周年庆祝大会周年庆祝大会。。在现场聆在现场聆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后讲话后，，陈虹感受很深陈虹感受很深。。

陈虹表示陈虹表示，，上汽在把上汽在把

握汽车行业握汽车行业““新四化新四化””变变

革大方向的同时革大方向的同时，，已在浦已在浦

东布局了智驾底盘东布局了智驾底盘、、智能智能

座舱座舱、、智慧互联智慧互联、、IGBTIGBT

（（新 能 源 汽 车 功 率 半 导新 能 源 汽 车 功 率 半 导

体体）、）、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一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一

批重点项目批重点项目，，以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

持续赋能上汽自主品牌的持续赋能上汽自主品牌的

电动化电动化、、智能网联化和高智能网联化和高

端化发展端化发展。。

首席记者 阮希琼

本报记者 顾行成 严瑶

洋山深水港洋山深水港，，上海浦上海浦

东的东南角东的东南角，，满载货物的满载货物的

万吨巨轮从世界各地远航万吨巨轮从世界各地远航

而来而来，，再由此出发再由此出发。。

东海大桥上东海大桥上，，几辆无几辆无

人操控的智能重卡列队行人操控的智能重卡列队行

驶驶，，在临港物流园区和洋在临港物流园区和洋

山港码头之间往返运送货山港码头之间往返运送货

物物。。常跑这条线路的司机常跑这条线路的司机

们已经对这些们已经对这些““聪明的大聪明的大

卡车卡车””司空见惯司空见惯。。今年今年，，

这批由上汽自主打造的这批由上汽自主打造的

55G+LG+L44级智能重卡已投入级智能重卡已投入

准商业化运营准商业化运营，，预计今年预计今年

内将完成内将完成 22 万个标准集装万个标准集装

箱运输任务箱运输任务。。

让传统重卡变得让传统重卡变得““更更

聪明聪明””的是一项车载网联的是一项车载网联

终端技术终端技术 iBOXiBOX，，它是汽它是汽

车车55GG““大脑大脑””的核心的核心。。过过

去去，，这项技术一直被国外这项技术一直被国外

供应商垄断供应商垄断。。

几年前几年前，，上汽在浦东上汽在浦东

成立了一家专注于智驾领成立了一家专注于智驾领

域及智能网联领域的零部域及智能网联领域的零部

件 企 业件 企 业——— 联 创 汽 车 电— 联 创 汽 车 电

子子，，搭载在搭载在55GG智能重卡上智能重卡上

的的 iBOXiBOX 便来自于这家企便来自于这家企

业业。。近几年间近几年间，，联创通过联创通过

持续创新持续创新，，瞄准这些瞄准这些““卡卡

脖子脖子””技术进行自主研技术进行自主研

发发，，形成了一套智能网联形成了一套智能网联

汽车的核心技术汽车的核心技术。。

目前目前，，联创的智能汽联创的智能汽

车核心技术已经做到了产车核心技术已经做到了产

业化落地业化落地：：中央控制决策中央控制决策

系 统系 统 iECUiECU 使 上 汽 荣 威使 上 汽 荣 威

Marvel XMarvel X 实现实现““最后一最后一

公里自动泊车公里自动泊车””；；车身电子车身电子

稳定系统稳定系统 ESCESC 于今年于今年 44 月月

量产落地量产落地；；电子液压制动电子液压制动

系统系统XBSXBS已配套上汽通用已配套上汽通用

轻轻触碰座椅扶手轻轻触碰座椅扶手，，

织 物 表 面 立 刻 被织 物 表 面 立 刻 被 ““ 点点

亮亮””；；通过超长的曲面屏通过超长的曲面屏

操控整个座舱操控整个座舱，，下方的屏下方的屏

幕可以随时滑向副驾驶座幕可以随时滑向副驾驶座

位位，，实现多个屏幕无缝连实现多个屏幕无缝连

接接；；轻声呼唤轻声呼唤，，副仪表盘副仪表盘

便化身小小机器人便化身小小机器人，，穿梭穿梭

在共享长滑轨中在共享长滑轨中，，为前后为前后

排的乘客递送饮料……这排的乘客递送饮料……这

是上汽旗下核心零部件企是上汽旗下核心零部件企

业延锋打造的一款智能座业延锋打造的一款智能座

舱舱。。

这款名为这款名为 XiMXiM2121 的的

智能座舱智能座舱，，让身处其中的让身处其中的

人感受到了不同以往的人感受到了不同以往的

““贴心式贴心式””科技魅力科技魅力。。与与

简单的概念座舱不同简单的概念座舱不同，，这这

款智能座舱搭载的所有产款智能座舱搭载的所有产

品都已实现了量产品都已实现了量产。。““目目

前前，，在在 XiMXiM2121 上搭载的上搭载的

许多产品都受到客户欢许多产品都受到客户欢

迎迎，，我们已经获得了相关我们已经获得了相关

订单订单。。””延锋公司相关负延锋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责人说。。这成为企业快速这成为企业快速

响应用户需求响应用户需求，，拉动消费拉动消费

升级的又一力作升级的又一力作。。

如今如今，，整个汽车产业整个汽车产业

正在经历着一场快速正在经历着一场快速、、深深

刻刻、、空前的重大变革空前的重大变革，，汽汽

车行业车行业““新四化新四化””的发展的发展

趋势给广大消费者带来了趋势给广大消费者带来了

深远的影响深远的影响。。““为了协同为了协同

延锋在智能座舱各领域研延锋在智能座舱各领域研

发的资源发的资源，，延锋组建了延延锋组建了延

锋科技公司来推进相关工锋科技公司来推进相关工

作作。。””延锋公司相关负责延锋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人说，，今年今年，，企业更是成企业更是成

立了延锋国际技术中心立了延锋国际技术中心，，

将整合延锋现有各领域的将整合延锋现有各领域的

研发能力研发能力，，加速实现延锋加速实现延锋

未来智能座舱的愿景未来智能座舱的愿景。。

资公司完成了生产线调试资公司完成了生产线调试

及首个及首个 IGBTIGBT 产品下线产品下线，，

快速生产出与德国同等质快速生产出与德国同等质

量的产品量的产品，，改变了中国新改变了中国新

能源汽车能源汽车 IGBTIGBT 完全依赖完全依赖

进口的局面进口的局面。。仅仅用了一仅仅用了一

年多时间年多时间，，上汽英飞凌就上汽英飞凌就

达成了达成了““供货十万只供货十万只，，市市

场零投诉场零投诉””的目标的目标。。

今年今年，，上汽英飞凌实上汽英飞凌实

现了新能源汽车核心器件现了新能源汽车核心器件

———第七代—第七代 IGBTIGBT 的顺利的顺利

量产量产，，相比进口产品相比进口产品，，成本成本

大幅下降大幅下降，，进一步助推了进一步助推了

上汽乃至中国自主品牌新上汽乃至中国自主品牌新

能源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能源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

突破“卡脖子”技术
加速智能网联产业化落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科技自立自

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陈虹坦言，“未

来，上汽将坚持“自主创新”，以重大创新成果

持续快速落地为驱动，以数字化转型为支撑，助

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

争，争创世界一流车企，为上海加快建设成为世

界级汽车产业集聚中心多做贡献。”

五菱旗下多款车型五菱旗下多款车型；；车载车载

网联终端技术网联终端技术T-BOXT-BOX于于

今年今年55月量产落地月量产落地，，配套配套

荣威荣威RXRX55 MAX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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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更懂你的汽车”
智能座舱不再是概念2

最先进的IGBT量产
核心部件不再依赖进口3

为创新业务赋能
成立自有云计算中心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