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甘文嘉

77 月月 11 日日，，随着一套套液力变矩器下随着一套套液力变矩器下

线线，，经包装后运往上汽通用五菱工厂经包装后运往上汽通用五菱工厂，，华华

域动力部件的域动力部件的““二次创业二次创业””开启了新篇章开启了新篇章。。

液力变矩器液力变矩器CTFCTF2525项目正式进入批量项目正式进入批量

生产运营生产运营，，是华域动力部件从合资企业转是华域动力部件从合资企业转

为为““全国资全国资””体制后体制后，，经过公司上下近两经过公司上下近两

年年““合力拼博合力拼博、、艰苦奋战艰苦奋战””的成果的成果，，同时同时

也是华域汽车提高汽车核心零部件自主开也是华域汽车提高汽车核心零部件自主开

发能力的又一次突破发能力的又一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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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立足““进进”“”“实实”“”“拼拼”，”，实现全年实现全年““跑赢跑赢””目标目标

开启开启““二次创业二次创业””新征程新征程
写在华域动力部件液力变矩器写在华域动力部件液力变矩器CTFCTF2525项目进入批产运营之际项目进入批产运营之际

在华域汽车的大力支持在华域汽车的大力支持

下下，，20182018 年年 1212 月月，，华域动华域动

力部件启动了为上汽通用五力部件启动了为上汽通用五

菱和上汽乘用车全新菱和上汽乘用车全新 CVTCVT

车型配套液力变矩器的项车型配套液力变矩器的项

目目。。虽说是虽说是““定点项目定点项目”，”，

但不等于但不等于““进了保险箱进了保险箱”。”。

如果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达不如果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达不

到要求到要求，，最终照样无法完成最终照样无法完成

配套配套。。市场经济就这么残市场经济就这么残

酷酷。。

这时这时，“，“自主决策自主决策、、自自

主发展主发展””的优势就体现出来的优势就体现出来

了了，，华域动力部件在短短一华域动力部件在短短一

年时间内年时间内，，迎难而上迎难而上，，奋力奋力

拼搏拼搏，，规划规划、、建成了具有一建成了具有一

定智能化定智能化、、信息化的全新液信息化的全新液

力变矩器生产线力变矩器生产线。。20192019 年年

1111 月月，，首件产品样件正式首件产品样件正式

下线下线。。

交付样件仅仅是新产品交付样件仅仅是新产品

开发征程的第一步开发征程的第一步，，而从样而从样

件研发到试生产是整个新产件研发到试生产是整个新产

品开发过程中工作量最大的品开发过程中工作量最大的

环节环节。。其中其中，，工艺的改进是工艺的改进是

关键关键。。华域动力部件聚集自华域动力部件聚集自

身核心优势身核心优势，，持续创新持续创新，，经经

过研究和反复论证过研究和反复论证，，在工艺在工艺

上创新应用了上创新应用了““TCTC总成总成//泵泵

轮 总 成 的 在 线轮 总 成 的 在 线 SPCSPC 工 作工 作

站站”“”“泵轮总成机加工与检泵轮总成机加工与检

测反馈刀补联线运行测反馈刀补联线运行”“”“智智

能化的能化的MESMES质量追溯质量追溯”，”，以以

及及““清洁度测量室清洁度测量室””四个项四个项

目目，，这些创新实践缩短了产这些创新实践缩短了产

品开发周期品开发周期，，使项目具有了使项目具有了

更有竞争力的成本更有竞争力的成本、、更有保更有保

障的质量标准和精益的占地障的质量标准和精益的占地

面积面积。。今年今年77月月11日日，，华域华域

动力部件正式为上汽通用五动力部件正式为上汽通用五

菱菱CVTCVT产品配套供货产品配套供货。。

对于未来的设想对于未来的设想，，华域华域

动力部件总经理韩静表示动力部件总经理韩静表示，，

公司将以液力变矩器产业化公司将以液力变矩器产业化

建设为新起点建设为新起点，，充分发挥公充分发挥公

司在股权变更后的新机制司在股权变更后的新机制、、

新机遇优势新机遇优势，，紧跟上汽集紧跟上汽集

团团、、华域汽车整体发展战略华域汽车整体发展战略

规划规划，，以液力变矩器以液力变矩器、、双质双质

量飞轮生产线的建立为突破量飞轮生产线的建立为突破

口口，，持续提升模块化持续提升模块化、、系统系统

化的集成开发能力化的集成开发能力，，不断优不断优

化动力总成减振技术和液力化动力总成减振技术和液力

传动技术传动技术，，创新开拓智能控创新开拓智能控

制技术和执行与驱动技术制技术和执行与驱动技术，，

以满足未来多样化的市场需以满足未来多样化的市场需

求求，，适应汽车电动化的发展适应汽车电动化的发展

趋势趋势。。

当年开发设计液力变矩当年开发设计液力变矩

器器，，上海离合器总厂上海离合器总厂（（华域华域

动力部件的前身动力部件的前身））采用的是采用的是

以测绘样件为起点的逆向设以测绘样件为起点的逆向设

计计。。今时不比往日今时不比往日，“，“二次二次

创业创业””必须要走正向设计的必须要走正向设计的

道路道路。。正向设计更强调自主正向设计更强调自主

创新创新，，意味着设计能力的提意味着设计能力的提

高高，，但对设计者提出了更高但对设计者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的要求。。

解决难题的关键在于人解决难题的关键在于人

才才。。当年为上汽通用别克轿当年为上汽通用别克轿

车开发液力变矩器的工程技车开发液力变矩器的工程技

术人员术人员，，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退休，，有有

的已离开公司的已离开公司，，人员不齐人员不齐

整整，，怎么办怎么办？？

请回来请回来、、招进来招进来、、用起用起

来来。。胡应存就是一位被华域胡应存就是一位被华域

动力部件请回来的液力变矩动力部件请回来的液力变矩

器专家器专家。。担任该项目总监的担任该项目总监的

他善于在实践中大胆创新他善于在实践中大胆创新，，

为新项目的批产运营做出了为新项目的批产运营做出了

重要贡献重要贡献，，20192019 年被公司年被公司

授予总经理奖授予总经理奖，，最近最近，，他又他又

被评为被评为 20152015——20192019 年度上年度上

汽汽““先进生产者先进生产者。”。”

同时同时，，公司不断为新项公司不断为新项

目目““招兵买马招兵买马”。”。毕业于同毕业于同

济大学汽车系的陈洁济大学汽车系的陈洁，，在校在校

读博期间就加入液力变矩器读博期间就加入液力变矩器

项目实习项目实习，，表现优异表现优异。。陈洁陈洁

毕业后毕业后，，华域动力部件立刻华域动力部件立刻

为什么说华域动力部件为什么说华域动力部件

是是““二次创业二次创业””呢呢？？因为华因为华

域动力部件的主导产品域动力部件的主导产品————

离合器是全国第一品牌离合器是全国第一品牌，，市市

场占有率高达场占有率高达3030%%。。

在在 2020 世纪世纪 9090 年代年代，，手手

动挡车型占据市场绝对主动挡车型占据市场绝对主

流流，，公司一直是国内离合器公司一直是国内离合器

领域的排头兵领域的排头兵，，过着舒适的过着舒适的

日子日子。。可近年来可近年来，，随着消费随着消费

者选择自动挡车型的比例明者选择自动挡车型的比例明

显上升显上升，，公司主要产品成了公司主要产品成了

““前浪前浪”，”，销量随之出现断崖销量随之出现断崖

式下滑式下滑。。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情况下，，

加速新产品开发已关系到企加速新产品开发已关系到企

业的生死存亡业的生死存亡。。在保持现有在保持现有

手动挡轿车用离合器市场份手动挡轿车用离合器市场份

额的同时额的同时，，开发自动挡轿车开发自动挡轿车

适用的液力变矩器成为华域适用的液力变矩器成为华域

动力部件的当务之急动力部件的当务之急。。

但开发新产品谈何容但开发新产品谈何容

易易。“。“蛋糕看着香蛋糕看着香””是一回是一回

事事，“，“能不能吃到这口蛋能不能吃到这口蛋

糕糕””又是一回事又是一回事。。在国内在国内，，

液力变矩器的液力变矩器的““蛋糕蛋糕””已被外已被外

国零部件企业巨头国零部件企业巨头““吃下吃下”。”。

华域动力部件研发出的产品华域动力部件研发出的产品

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能否能否

从它们手里抢下订单从它们手里抢下订单？？

早在早在 19941994 年年，，华域动华域动

力部件就启动了我国第一台力部件就启动了我国第一台

汽车液力变扭器的自主研汽车液力变扭器的自主研

发发，，并在并在 20002000 年成功配套年成功配套

上汽通用别克系列轿车上汽通用别克系列轿车，，只只

不过后来因种种原因才搁置不过后来因种种原因才搁置

了对液力变矩器的继续开了对液力变矩器的继续开

发发。。华域汽车在对市场和竞华域汽车在对市场和竞

争对手进行分析后认为争对手进行分析后认为，，华华

域动力部件无论是在技术水域动力部件无论是在技术水

平还是成本上都可以做到不平还是成本上都可以做到不

输国际品牌输国际品牌。。同时同时，，为了获为了获

取更多企业发展的主导权取更多企业发展的主导权、、

技术发展的自主权技术发展的自主权，，华域动华域动

力部件决定从合资企业重新力部件决定从合资企业重新

改回国有独资企业改回国有独资企业，，以自主以自主

研发液力变矩器为契机研发液力变矩器为契机，，开开

启了启了““二次创业二次创业、、转型发转型发

展展””的征程的征程。。

把他招进公司把他招进公司。。陈洁说陈洁说：：

““这个项目虽然时间紧这个项目虽然时间紧、、任务任务

重重，，但也很好地锻炼了我的但也很好地锻炼了我的

能力能力。”。”目前目前，，他已成为这个他已成为这个

项目的业务骨干项目的业务骨干。。

同时同时，，华域动力部件进华域动力部件进

一步加强一步加强““产学研产学研””合作合作，，

打通创新链条打通创新链条，，会同同济大会同同济大

学将代理模型与多目标优化学将代理模型与多目标优化

技术相结合技术相结合，，解决了液力变解决了液力变

矩器性能优化效果和计算效矩器性能优化效果和计算效

率难以兼顾的问题率难以兼顾的问题。。产品的产品的

叶轮通过参数化设计叶轮通过参数化设计，，实现实现

了一键更新了一键更新，，设计周期缩短设计周期缩短

9090%%，，获得发明专利获得发明专利。。

产业化建设，聚集核心优势

液力变矩器，对华

域动力部件来说，是心

中剪不断的情结。从当

年开发样品开始算起，

到现在再次为整车配

套 ， 已 有 20 多 年 时

间。其间经历过的是非

曲折，记者同他们一样

感同身受：如果没有不

忘初心的坚守，就不会

有今天的再次成功。

1994 年，华域动

力部件的前身上海离合

器总厂在时任副厂长赵

永彬的带领下，从国外

样机测绘开始，启动了

我国第一台汽车液力变

矩器的自主研发，并在

2000 年成功配套上汽

通用别克系列轿车。这

款4T65E型液力变矩器

填补了国内汽车在该零

部件领域的空白，荣获

2001 年中国汽车工业

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

技术负责人赵永彬还受

到了上汽集团给予的特

别嘉奖——一辆赛欧轿

车，这在当时确实是重

奖了。

后来，企业与外方

合资了，由于种种原

因，液力变矩器没有跟

上主机厂的节奏，失去

了配套资格。好在公司

没有彻底放弃，而且底

气还在。公司总经理韩

静说，我于 2012 年就

任合资公司中方总经

理，是带着使命来的，

其中一项就是把液力变

矩器产品搞上去，实现

产业化。公司的产品是

动力总成中的核心部

件，公司的目标是成为

行业的领军者。当时合

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技

术和管理能力，2019

年，公司改制，从合资

企业又重新变回“全国

资”体制，获得了更多

企业发展的主导权、技

术发展的自主权。无论

是合资还是国有独资公

司，都没有忘记这个初

心。华域汽车相关领导

坦言，上汽当时决定收

购外方股权时，主要是

看到了公司有这么一支

有想法、有干劲、愿奉

献的团队。

把以前耽搁的损失

补回来，把失去的市场

抢回来。“一切为了新

品开发！”正是秉持着

这样的信念，没有固定

的下班时间已成为常

态，而按时完成任务则

是大家心中共同的目

标。也正是有了这份初

心，项目取得了超预期

的成功，3个月内完成

液力变矩器新项目的样

件开发，8个月内按时

落实了工艺过程开发、

厂房建设、生产车间布

局、设备引进与调试等

一系列艰巨工作。上汽

相关老领导参观了 TC

车间后也表示很满意，

比他们想象的要好，他

们看好华域动力部件的

自主研发能力。

液力变矩器CTF25

项目正式进入批量生产

运营，公司不仅多了一

种有着良好市场前景的

产品，也收获了一份最

为珍贵的信心。液力变

矩器CTF25项目的批产

不但助力公司进一步抓

住新机遇、实现新发

展，也将激励全体员工

围绕公司“凝心聚力再

出发、攻坚克难勇担

当”的工作主线，共同

为企业“二次创业、转

型发展”做出新的贡

献。

“我们对自己的技

术能力、管理水平充满

信心，对企业的发展前

景充满信心，但我们不

盲目乐观。TC 项目的

正式运营是公司新生的

第一步。接下来，公司

将依靠自主研发能力，

加速新品研发。”韩静

感慨地说。改制后，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克服

各种困难，让 TC 产品

落地、产业化，这是他

最为欣慰的。

善用人才，打通创新链条

评论

坚守初心

勇于变革，“前浪”变“后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