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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打断了不少德国企疫情打断了不少德国企

业的正常工作节奏业的正常工作节奏，，但华域但华域

视觉为一家德国豪华车龙头视觉为一家德国豪华车龙头

企业的海外创新研发却未受企业的海外创新研发却未受

影响影响。。如果成功如果成功，，华域视觉华域视觉

将从这家企业的前期研发伙将从这家企业的前期研发伙

伴伴，，变成量产研发伙伴变成量产研发伙伴。。

华域视觉研发负责人表华域视觉研发负责人表

示示：“：“我们不仅按照德国的要我们不仅按照德国的要

求进行产品开发求进行产品开发，，还经常是还经常是

国内外国内外2424小时连轴转小时连轴转。”。”这样这样

的工作节奏的工作节奏，，研发团队已经研发团队已经

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了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了。。即使即使

疫情下疫情下，，也同样如此也同样如此。。

远在德国的海外团队负远在德国的海外团队负

责人陈明敏责人陈明敏、、章绍元一边做章绍元一边做

好防护措施好防护措施，，一边忙着研一边忙着研

发发，，并与这家德系豪华车企并与这家德系豪华车企

业的负责人沟通业的负责人沟通，，及时将信及时将信

息反馈至华域视觉的国内研息反馈至华域视觉的国内研

发团队发团队。。

陈明敏常常单程驱车陈明敏常常单程驱车55小小

时时，，从德国狼堡的办公处赶从德国狼堡的办公处赶

往这家企业的德国总部进行往这家企业的德国总部进行

沟通交流沟通交流，，以便深入了解对以便深入了解对

方需求方需求，，及时改进和推进下及时改进和推进下

一步研发一步研发。。在国内在国内，，辰斌辰斌、、

卢梦奇卢梦奇、、夏卫东等相关项目夏卫东等相关项目

负责工程师一边和前方团负责工程师一边和前方团

队队、、德方沟通德方沟通，，一边推进国一边推进国

内的研发工作内的研发工作。。

尽管很辛苦尽管很辛苦，，但华域视但华域视

觉研发团队乐在其中觉研发团队乐在其中。。因为因为

这是华域视觉第一次打进这这是华域视觉第一次打进这

家德系豪华车龙头企业的前家德系豪华车龙头企业的前

期研发环节期研发环节。。两年前两年前，，对这对这

家车企而言家车企而言，，华域视觉还是华域视觉还是

““陌生人陌生人”。“”。“20192019年年，，我们第我们第

一次接触一次接触。。

当时当时，，对方了解到对方了解到，，有有

一家叫华域视觉的中国车灯一家叫华域视觉的中国车灯

供应商在中国市场占有较大供应商在中国市场占有较大

的市场份额的市场份额，，他们以前从来他们以前从来

没有和这家中国供应商接触没有和这家中国供应商接触

过过。”。”华域视觉研发负责人告华域视觉研发负责人告

诉记者诉记者：“：“他们很好奇他们很好奇，，于是于是

就带着团队参观了华域视就带着团队参观了华域视

觉觉。”。”

当问到当问到““是什么打开了是什么打开了

合作大门合作大门””时时，，多位华域视多位华域视

觉研发工程师提到了觉研发工程师提到了““夜夜

视视”，“”，“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我们对最我们对最

先进的先进的 DLPDLP 智能大灯模组进智能大灯模组进

行了夜视行了夜视。。观看过程中观看过程中，，德德

国车企的技术团队对我们自国车企的技术团队对我们自

主 研 发 的主 研 发 的 DLPDLP 模 组 赞 不 绝模 组 赞 不 绝

口口。”。”当听说华域视觉和另外当听说华域视觉和另外

一家德系豪华车龙头企业已一家德系豪华车龙头企业已

进行车灯合作后进行车灯合作后，，这家车企这家车企

对华域视觉的信号灯创新技对华域视觉的信号灯创新技

术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术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离开离开

时时，，对方技术团队表示对方技术团队表示，，中中

国有这么好的车灯供应商国有这么好的车灯供应商，，

但他们以前居然不知道但他们以前居然不知道，，很很

震惊震惊，，也很遗憾也很遗憾，，希望以后希望以后

能深入合作与交流能深入合作与交流。”。”华域视华域视

觉研发负责人开心地回忆觉研发负责人开心地回忆。。

不久后不久后，，这家德系豪华这家德系豪华

车龙头企业找到了华域视车龙头企业找到了华域视

觉觉，“，“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光的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光的

创新技术项目创新技术项目，，你们有兴趣你们有兴趣

参与前期研发吗参与前期研发吗？”？”在业内在业内，，

还没有一家企业做过这样的还没有一家企业做过这样的

车灯创新项目车灯创新项目，，华域视觉想华域视觉想

做又有些担心做又有些担心。。在内部展开在内部展开

激烈讨论后激烈讨论后，，华域视觉人决华域视觉人决

定不拘泥于传统定不拘泥于传统，，抓住尝试抓住尝试

机会机会。。

于是于是，，他们组建了一个他们组建了一个

创新团队创新团队，，海内外团队合作海内外团队合作

推进推进，，和对方进行了共同研和对方进行了共同研

发发、、密切沟通密切沟通。。

从试探合作到真正顺利从试探合作到真正顺利

推进项目并不容易推进项目并不容易。。华域视华域视

觉研发负责人承认觉研发负责人承认，“，“20192019--

20202020 年合作下来年合作下来，，我们碰到我们碰到

了不少挑战了不少挑战。”。”尽管这是与华尽管这是与华

域视觉合作的第二家德系豪域视觉合作的第二家德系豪

华车龙头企业华车龙头企业，，但每一家优但每一家优

秀的企业都有其独特性秀的企业都有其独特性。。这这

家车企集严谨和创新于一家车企集严谨和创新于一

身身，，既要求创新既要求创新，，又要求严又要求严

格遵守技术标准格遵守技术标准。。华域视觉华域视觉

研发团队既要快速熟悉各研发团队既要快速熟悉各

国国、、攻克技术难关攻克技术难关，，又要保又要保

质质、、保量保量、、保时地推进研发保时地推进研发。。

华 域 视 觉 研 发 负 责 人华 域 视 觉 研 发 负 责 人

称称，“，“我们的中德技术团队两我们的中德技术团队两

国三地联动交流国三地联动交流，，通过深入通过深入

学习交流学习交流，，解决了理念解决了理念、、技技

术等方面的相关问题术等方面的相关问题，，推动推动

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如如

今今，，华域视觉顺利完成了几华域视觉顺利完成了几

个项目的研发个项目的研发，，对方也愿意对方也愿意

继续合作量产项目继续合作量产项目。。如果成如果成

功功，，这将是华域视觉沿着自这将是华域视觉沿着自

主研发道路奔向全球化的又主研发道路奔向全球化的又

一步一步。。

华域视觉：自主研发走向全球

化危为机化危为机，，奋力打响奋力打响““春季攻势春季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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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月底起月底起，，由华域三电由华域三电

深紫外线深紫外线““杀毒杀毒””汽车空调汽车空调

开发团队研发的深紫外线开发团队研发的深紫外线

““杀毒杀毒””汽车空调产品已通汽车空调产品已通

过提供售后配件的形式为上过提供售后配件的形式为上

汽荣威汽荣威、、上汽大众上汽大众、、上汽通上汽通

用等品牌进行加装用等品牌进行加装。。

““目前的订单量为目前的订单量为1200012000

套套，，年内有望达年内有望达 3000030000 套套。。

在后装市场订单趋稳情况在后装市场订单趋稳情况

下下，，我们的工作重心将逐步我们的工作重心将逐步

转移至前装市场转移至前装市场，，争取在年争取在年

内实现产品在该市场订单量内实现产品在该市场订单量

2000020000套的目标套的目标。”。”华域三电华域三电

空调系统部副经理空调系统部副经理、、开发团开发团

队负责人马文彬告诉记者队负责人马文彬告诉记者。。

按照此前计划按照此前计划，，33 月份月份

起起，，深紫外线深紫外线““杀毒杀毒””汽车汽车

空调的前装开发就已有序启空调的前装开发就已有序启

动动。。前装产品与整车的空调前装产品与整车的空调

控制相结合控制相结合，，通过整车的大通过整车的大

屏来对屏来对““杀毒灯杀毒灯””进行控进行控

制制，，省去了用户加装过程省去了用户加装过程，，

使使““杀毒杀毒””汽车空调使用起汽车空调使用起

来更加便捷来更加便捷、、舒心舒心。。

另外另外，，通过与整车通过与整车 LINLIN

网络的交互网络的交互，，前装式的前装式的““杀杀

毒毒””汽车空调后续将逐步开汽车空调后续将逐步开

启智能启智能““杀毒杀毒””模式模式，，在不在不

同车况同车况、、不同环境下采用不不同环境下采用不

同强度的杀毒模式同强度的杀毒模式，，使空调使空调

更加智能和高效更加智能和高效。“。“前装的前装的

难点在于产品如何准确地响难点在于产品如何准确地响

应整车指令应整车指令，，并且保证自身并且保证自身

的安全性的安全性。。前装开发前装开发、、与整与整

车空调系统的配合车空调系统的配合、、与大屏与大屏

的交互都是新的挑战的交互都是新的挑战。。团队团队

在台架模拟试验和实车数据在台架模拟试验和实车数据

采集基础上采集基础上，，通过整合设计通过整合设计

及实车装配调试使前装开发及实车装配调试使前装开发

得以顺利完成得以顺利完成。”。”马文彬说马文彬说。。

为了进一步拓宽前装市为了进一步拓宽前装市

场场，，除应用于乘用车之外除应用于乘用车之外，，

开发团队还将目光瞄准了商开发团队还将目光瞄准了商

用车用车。。据悉据悉，，团队与申沃客团队与申沃客

车的合作正有序进行中车的合作正有序进行中。。相相

比乘用车比乘用车，，商用车内部空间商用车内部空间

更大更大，，空调布局也更为分空调布局也更为分

散散。。为此为此，，开发团队对产品开发团队对产品

进行了进行了““量身量身””设计设计，，提升提升

杀毒灭菌功率杀毒灭菌功率，，在确保安全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的前提下，，切实保证了深紫切实保证了深紫

外线的杀毒效果外线的杀毒效果。。另外另外，，由由

于商用车采用的是于商用车采用的是2424VV电压电压

平 台平 台 ，， 有 别 于 乘 用 车 的有 别 于 乘 用 车 的

1212VV，， 开 发 团 队 专 门 针 对开 发 团 队 专 门 针 对

2424VV平台进行了产品开发平台进行了产品开发。。

为了让更多用户都能体为了让更多用户都能体

验到验到““杀毒杀毒””汽车空调汽车空调，，在在

之前应用于上汽旗下车型的之前应用于上汽旗下车型的

基础上基础上，，开发团队正着手开开发团队正着手开

发适用于其他车型的后装产发适用于其他车型的后装产

品品。。由于市场上的车型多由于市场上的车型多、、

安装环境较为复杂安装环境较为复杂，，取电方取电方

式也各有差异式也各有差异。。为此为此，，开发开发

团队进行了大量市场调查团队进行了大量市场调查，，

并贴心提供了多种适配组件并贴心提供了多种适配组件

确保满足用户多样化安装需确保满足用户多样化安装需

求求。。马文彬表示马文彬表示：“：“我们的我们的

产品今后将会作为常用售后产品今后将会作为常用售后

配件供用户选用装配配件供用户选用装配，，可通可通

过汽修店等多种渠道获取过汽修店等多种渠道获取。”。”

进一步拓宽其他车型应用，进军前装市场

深紫外线“杀毒”汽车空调受市场关注，开发团队表示，将

首席记者 李修惠

““我五一假期的计划都我五一假期的计划都

安排好了安排好了。”。”享道出行产研享道出行产研

部门的小张说部门的小张说。。作为课代作为课代

表表，，他会在五一小长假里他会在五一小长假里

学完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网学完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网

课课，，然后开始着手绘制思然后开始着手绘制思

维导图维导图、、制作课件制作课件，，分享分享

给同样报了这门课程的同给同样报了这门课程的同

事事，，让他们更快速地入门让他们更快速地入门。。

55 月起月起，，享道出行针享道出行针

对产研部门员工量身打造对产研部门员工量身打造

的培训课程即将陆续开的培训课程即将陆续开

课课。“。“每门课程我们都选拔每门课程我们都选拔

了两位课代表了两位课代表。”。”享道出行享道出行

人力资源部产研组人事经人力资源部产研组人事经

理杨经理说理杨经理说，，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部

从预备晋升人员中选拔了从预备晋升人员中选拔了

一批课代表一批课代表，，他们将在五他们将在五

一小长假期间率先完成学一小长假期间率先完成学

习习，“，“课代表和部门经理会课代表和部门经理会

分享案例分享案例、、设计考题给参设计考题给参

与培训的同事与培训的同事，，然后带领然后带领

他们在实战中进行应用他们在实战中进行应用。”。”

这些培训班的开设契这些培训班的开设契

机源自于一张问卷机源自于一张问卷。。去年去年

年底年底，，享道出行人力资源享道出行人力资源

部对员工做了敬业度调部对员工做了敬业度调

研研，，通过问卷检测了员工通过问卷检测了员工

在在 1717 个敬业度驱动因子个敬业度驱动因子

（（例如例如：：组织支持组织支持、、直接上直接上

级级、、学习与发展学习与发展、、客户客户

等等））上的得分表现上的得分表现。。

““问卷收上来以后问卷收上来以后，，我我

们发现研发部门的普通员们发现研发部门的普通员

工在工在‘‘学习与发展学习与发展’’打分打分

上的同比增幅不明显上的同比增幅不明显。”。”杨杨

经理说经理说，，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

人力资源部对员工做了人力资源部对员工做了

““焦点访谈焦点访谈”，”，发现产研部发现产研部

门的员工在新知识的学习门的员工在新知识的学习

上存在焦虑上存在焦虑。“。“在人员结构在人员结构

上上，，公司有很大一部分人公司有很大一部分人

才是科技研发和大数据类才是科技研发和大数据类

的专家的专家，，对他们而言对他们而言，，传传

统的培训模式已无法很好统的培训模式已无法很好

地满足其需求地满足其需求。”。”大数据大数据、、

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发展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发展

变化很快变化很快，，员工有心更新员工有心更新

知识知识，，但又苦于没时间学但又苦于没时间学

习习。。考虑到这一点考虑到这一点，，能够能够

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的网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的网

络课程成了最佳选择络课程成了最佳选择。。于于

是是，，人力资源部邀请各产人力资源部邀请各产

研部门经理试听了各大平研部门经理试听了各大平

台的网课台的网课，，购买了最贴合购买了最贴合

业务需求的课程业务需求的课程。。

““其实其实，，针对前年的敬针对前年的敬

业度调研结果业度调研结果，，我们已经我们已经

启动了针对高管的启动了针对高管的‘‘领领

航航’’培训项目和针对中层培训项目和针对中层

的的‘‘远航远航’’培训项目培训项目，，提提

升了核心人才在学习与发升了核心人才在学习与发

展层面的满意度展层面的满意度。”。”而通过而通过

对去年敬业度调研结果的对去年敬业度调研结果的

深入挖掘深入挖掘，，人力资源部发人力资源部发

现了改善产研部门普通员现了改善产研部门普通员

工培训体验的空间工培训体验的空间。。

55 月起月起，，针对产研部针对产研部

门普通员工的培训课程也门普通员工的培训课程也

将启航将启航。。杨经理说杨经理说：“：“课代课代

表的设置和部门经理的表的设置和部门经理的

‘‘陪跑陪跑’’会拉动大家的学习会拉动大家的学习

热情和学习成效热情和学习成效。。接下接下

来来，，每隔半个月每隔半个月，，我们还我们还

会邀请参加培训的同事进会邀请参加培训的同事进

行经验分享行经验分享。。这样一来这样一来，，

还能促进产研部门之间的还能促进产研部门之间的

跨部门交流跨部门交流，，一举多得一举多得。”。”

本报通讯员 芦泽奇

44 月月 1414 日日，，上汽东华上汽东华

公司前往江苏省人民医院公司前往江苏省人民医院

慰问援鄂医护人员慰问援鄂医护人员，，并为并为

全院职工带去东华公司移全院职工带去东华公司移

动出行和服务普惠方案动出行和服务普惠方案。。

东华公司党委书记严维华东华公司党委书记严维华

等出席慰问仪式等出席慰问仪式，，江苏省江苏省

人民医院副院长王晓东等人民医院副院长王晓东等

代表院方出席代表院方出席。。

疫情发生后疫情发生后，，东华公东华公

司多措并举司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多管齐下，，

积极向南京市相关抗疫指积极向南京市相关抗疫指

挥部免费提供疫情防控用挥部免费提供疫情防控用

车和物资车和物资，，用实际行动支用实际行动支

持抗疫工作持抗疫工作。。援鄂医疗队援鄂医疗队

归来时归来时，，东华公司组织旗东华公司组织旗

下分时租车下分时租车EVCARDEVCARD组建组建

““爱心车队爱心车队”，”，接送英雄回接送英雄回

家家，，还专门为此次抗疫英还专门为此次抗疫英

雄定制了移动出行和服务雄定制了移动出行和服务

慰问方案慰问方案。。

疫 情 面 前疫 情 面 前 ，， 医 者 大医 者 大

爱爱，，他们无惧危险他们无惧危险、、敬佑敬佑

生命的精神感动着东华员生命的精神感动着东华员

工工。。他们整合内部车享他们整合内部车享

家家、、环球车享环球车享 EVCARDEVCARD、、

整车品牌整车品牌 44SS 店等业务资店等业务资

源源，，为援鄂英雄及医院职为援鄂英雄及医院职

工提供定制化的出行服务工提供定制化的出行服务

““暖心礼包暖心礼包”，”，表达对表达对““白白

衣天使衣天使””的敬意和感恩的敬意和感恩。。

今后今后，，东华公司将用更加东华公司将用更加

精细精细、、高效高效、、高质量的品高质量的品

质服务质服务，，努力为南京市民努力为南京市民

提供更舒畅提供更舒畅、、便捷的移动便捷的移动

出行和服务出行和服务。。

适配“新四化”发展，享道出行打造定制化
培训课程

向技术创新要市场

东华公司慰问江苏省人民医
院援鄂抗疫英雄

“我们有了课代表”

先进技术打动德国人

从陌生人到合作伙伴

工程师们对产品设计进行探讨工程师们对产品设计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