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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场电影时间实现车身微创修复
芯片荒，特斯拉销量创新
高，理想“先交车，后补配”

复旦大学博士团队首创汽车表面修复技术，实现环保零排放

本报记者 吴琼

面对芯片荒面对芯片荒，，特斯特斯

拉和理想汽车因不同做拉和理想汽车因不同做

法及产生的结果而刷法及产生的结果而刷

屏屏。。特斯拉销量创历史特斯拉销量创历史

新高新高，，成为全球少数基成为全球少数基

本成功避开芯片荒的整本成功避开芯片荒的整

车企业车企业；；理想却因推出理想却因推出

““先交车先交车，，后补配后补配 （（需需

要芯片的部件要芯片的部件））””而引而引

人关注人关注。。

第三季度第三季度，，特斯拉特斯拉

在 全 球 交 付 新 车 约在 全 球 交 付 新 车 约

2424..1313 万辆万辆，，环比增长环比增长

约约 2020%%，，创下历史新创下历史新

高高。。此前最高纪录是今此前最高纪录是今

年第二季度创下的年第二季度创下的。。特特

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连发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连发

两条推文两条推文，，感谢供应商感谢供应商

和合作伙伴在和合作伙伴在““艰难时艰难时

刻刻””的付出的付出。。

早在今年第一季早在今年第一季

度度，，特斯拉就碰到芯片特斯拉就碰到芯片

短缺的难题短缺的难题。。在今年第在今年第

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

上上，，马斯克公开承认了马斯克公开承认了

特斯拉供应链出现问特斯拉供应链出现问

题题，，““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特斯特斯

拉遇到了所经历过的最拉遇到了所经历过的最

艰难的供应链挑战艰难的供应链挑战，，第第

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也将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也将

如此如此。。””特斯拉的解决特斯拉的解决

方案是抢芯片方案是抢芯片、、提升技提升技

术以减少对芯片的饥术以减少对芯片的饥

渴渴。。马斯克透露马斯克透露，，特斯特斯

拉希望能够通过重写汽拉希望能够通过重写汽

车软件和使用替代芯片车软件和使用替代芯片

来应对全球半导体供应来应对全球半导体供应

短缺短缺。。

华尔街将特斯拉受华尔街将特斯拉受

芯片荒影响较小归因于芯片荒影响较小归因于

自主研发和垂直整合能自主研发和垂直整合能

力力。。此外此外，，华尔街认华尔街认

为为，，特斯拉的垂直整合特斯拉的垂直整合

能力能力、、灵活的企业文灵活的企业文

化化、、相对较小相对较小（（和传统和传统

汽车巨头相比汽车巨头相比））的公司的公司

规模规模，，有助于克服芯片有助于克服芯片

短缺问题短缺问题。。

面对芯片荒面对芯片荒，，传统传统

汽车企业通常选择保守汽车企业通常选择保守

应战应战，，如抢芯片如抢芯片、、减减

产产。。海外传统汽车巨头海外传统汽车巨头

为了避免停产为了避免停产，，曾选择曾选择

了生产缺了生产缺““芯芯””车车，，囤囤

放在停车场里放在停车场里，，等待芯等待芯

片到货后再补装芯片片到货后再补装芯片。。

今年第一季度今年第一季度，，福特汽福特汽

车曾透露车曾透露，，停车场里已停车场里已

有 两 万 多 辆 缺有 两 万 多 辆 缺 ““ 芯芯 ””

车车，，只等待芯片到货后只等待芯片到货后

安装安装。。

中国造车新势力之中国造车新势力之

一的理想汽车一的理想汽车，，最近推最近推

出更激进的出更激进的““拆分拆分、、补补

装装””法法：：先交车先交车，，后补后补

配配。。

1010月月77日日，，理想汽理想汽

车发布车发布““理想理想 ONEONE 交交

付方案沟通付方案沟通””，，称将和称将和

用户沟通用户沟通，，交付交付““33雷雷

达版本车型达版本车型””，，即原定即原定

1010 月和月和 1111 月提车的用月提车的用

户可选择交付户可选择交付““11个前个前

正向正向++22 个后角毫米波个后角毫米波

雷达雷达””的三雷达版本车的三雷达版本车

型型，，剩下的剩下的22个毫米波个毫米波

雷达将通过后装方式在雷达将通过后装方式在

今年今年 1212 月至春节期间月至春节期间

补装补装。。

理想汽车表示理想汽车表示，，仅仅

安装安装33个毫米波雷达的个毫米波雷达的

车型暂时不能使用自动车型暂时不能使用自动

并线和前方横穿车辆预并线和前方横穿车辆预

警 功 能警 功 能 ，， 其 他其 他 ADAS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功能均可正常使用功能均可正常使用，，理理

想汽车已经完成了想汽车已经完成了33雷雷

达车型的测试达车型的测试。。NOANOA

（（辅助驾驶系统辅助驾驶系统）） 的后的后

期期 OTAOTA （（空中下载技空中下载技

术术）） 需要在补装完需要在补装完55个个

雷达后雷达后，，进行升级进行升级。。消消

费者对该方案并不满费者对该方案并不满

意意。。为安抚消费者为安抚消费者，，理理

想汽车推出了补贴政想汽车推出了补贴政

策策，，即选择交付即选择交付33雷达雷达

版本的车主可享受终身版本的车主可享受终身

质保和质保和11万积分万积分。。

如果芯片荒仍持如果芯片荒仍持

续续，，理想汽车这种补装理想汽车这种补装

模式会不会大规模上模式会不会大规模上

演演？？

““环保环保、、高效高效、、经经

济济、、便捷便捷，，这真是解决了这真是解决了

我们行业内的多个痛点我们行业内的多个痛点

啊啊！！””小拇指汽修总裁兰小拇指汽修总裁兰

建军兴奋地说建军兴奋地说。。是什么让是什么让

这位在汽修界可以让人竖这位在汽修界可以让人竖

大拇指的小拇指汽修总裁大拇指的小拇指汽修总裁

有这样的评价有这样的评价？？它就是由它就是由

复旦大学李阳博士团队研复旦大学李阳博士团队研

发的汽车表面环保发的汽车表面环保 （（微微

创创））修复技术修复技术。。

当前当前，，对于环保问对于环保问

题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

府的监管日趋严格府的监管日趋严格。。生产生产

与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有机与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有机

废气废气 （（VOCsVOCs）） 是造成环是造成环

境污染的重要源头境污染的重要源头。。在汽在汽

修行业修行业，，对汽车表面进行对汽车表面进行

喷涂时喷涂时，，会产生大量对人会产生大量对人

体有害的漆雾及体有害的漆雾及 VOCsVOCs，，

传统的喷漆房采用的是活传统的喷漆房采用的是活

性炭性炭、、光氧等低效的废气光氧等低效的废气

处理设施处理设施，，很难达到国家很难达到国家

排放标准排放标准。。而较先进的催而较先进的催

化燃烧废气处理系统虽然化燃烧废气处理系统虽然

能确保排放达标能确保排放达标，，但由于但由于

具有投入成本高具有投入成本高、、运行成运行成

本高本高、、占地面积大等缺占地面积大等缺

陷陷，，很难在汽修行业内推很难在汽修行业内推

广广。。面对环保压力面对环保压力，，部分部分

汽修厂被迫迁往郊区汽修厂被迫迁往郊区，，因因

为在有些城市的核心区为在有些城市的核心区

域域，，严禁汽修店开设喷漆严禁汽修店开设喷漆

业务业务。。即使像小拇指汽修即使像小拇指汽修

这样的行业正规军这样的行业正规军，，也曾也曾

遇到过遇到过““被迫迁移被迫迁移””的问的问

题题。。同时同时，，受运营成本影受运营成本影

响响，，很多汽修机构违规作很多汽修机构违规作

业业，，比如露天喷涂比如露天喷涂、、废气废气

处理设处理设

施不运行施不运行、、耗材不及时更耗材不及时更

换等换等。。遇到监管部门检遇到监管部门检

查查，，他们索性关门谢客他们索性关门谢客，，

和监管部门和监管部门““躲猫猫躲猫猫””。。

这给环境带来很大危害这给环境带来很大危害，，

也让监管部门非常头疼也让监管部门非常头疼。。

汽车发生刮蹭事故汽车发生刮蹭事故，，

修补车漆至少需要修补车漆至少需要33天时天时

间间。。即使有保险公司赠送即使有保险公司赠送

的免费漆面修补的免费漆面修补，，也让很也让很

多车主碰到小刮蹭的时多车主碰到小刮蹭的时

候候，，都选择都选择““轻伤不下火轻伤不下火

线线””，，““带伤带伤””上路上路。。

44SS 店一般设置在城店一般设置在城

区边缘部位区边缘部位，，平均开车距平均开车距

离在离在 1010 公里以上公里以上，，如果如果

需要钣喷服务需要钣喷服务，，一般要经一般要经

历历““开车去开车去→→打车回打车回→→等等

待几天待几天→→打车去打车去→→开车开车

回回””的过程的过程。。这一系列过这一系列过

程不仅涉及直接成本程不仅涉及直接成本（（如如

汽油费汽油费、、打车费等打车费等），），还还

涉及等待过程中的用车成涉及等待过程中的用车成

本本，，以及来回取送车的时以及来回取送车的时

间成本等间成本等。。针对用户的调针对用户的调

查显示查显示：：几乎所有车主不几乎所有车主不

能忍受维修时间超过能忍受维修时间超过

22 个工作个工作

日日，，其中有超过其中有超过5050%%的车的车

主不希望维修时间超过主不希望维修时间超过11

个工作日个工作日。。

面对市场现状面对市场现状，，以复以复

旦大学博士李阳为代表的旦大学博士李阳为代表的

团队团队，，首次提出可移动智首次提出可移动智

能环保钣喷概念能环保钣喷概念，，研发出研发出

了汽车表面环保了汽车表面环保 （（微创微创））

修复技术修复技术。。目前目前，，该技术该技术

实现了转化实现了转化。。团队组建了团队组建了

珠海汉龙智能科技有限珠海汉龙智能科技有限

（（产业化产业化））公司公司，，成功研成功研发发

出全球首出全球首台台““汉龙移动漆汉龙移动漆

雾净化系统雾净化系统””，，现已成功落现已成功落

地并投入使用地并投入使用，，同时在上同时在上

海等地建设了体验中心海等地建设了体验中心。。

据公司联合创始人据公司联合创始人、、

CTOCTO 詹先锐介绍詹先锐介绍，，此设此设

备将备将MnMn、、TiTi、、FeFe、、MgMg各各

催化中心嵌装于无机材料催化中心嵌装于无机材料

骨架中骨架中，，获得复合催化获得复合催化

剂剂。。在催化剂用量极低的在催化剂用量极低的

条件下条件下，，可以在含氧量较可以在含氧量较

低的环境下协同高效催化低的环境下协同高效催化

多种挥发性多种挥发性VOCsVOCs。。团队团队

通过首创的多循环催化燃通过首创的多循环催化燃

烧烧、、恒压缓存恒压缓存、、循环风控循环风控

制等技术制等技术，，快快

速建立密闭空间速建立密闭空间，，对系统对系统

的浓度进行实时监控的浓度进行实时监控，，保保

证作业的安全性证作业的安全性。。同时同时，，

VOCsVOCs 降 解 率 可 以 达 到降 解 率 可 以 达 到

9999%%以上以上。。再通过高透膜再通过高透膜

作业视窗作业视窗，，实现实现““人人、、

漆漆””分离分离，，保障作业人员保障作业人员

的身体健康的身体健康。。最终实现喷最终实现喷

涂作业洁净度控制涂作业洁净度控制、、有害有害

物质处理物质处理、、反应热能回收反应热能回收

且 用 于 烤 漆且 用 于 烤 漆 ““ 三 位 一三 位 一

体体””，，为汽修行业提供一为汽修行业提供一

种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种创新技术解决方案。。

该设备占地仅该设备占地仅33立方立方

米米，，并自带远程监控系并自带远程监控系

统统，，能实时监控能实时监控VOCsVOCs数数

据据。。同时同时，，数据可以直接数据可以直接

传送给监管部门传送给监管部门，，方便相方便相

关部门监管关部门监管。。该设备所运该设备所运

用的技术颠覆了传统钣喷用的技术颠覆了传统钣喷

工艺工艺，，包含包含 2828 项专利项专利，，

安全安全、、环保环保，，实现车身补实现车身补

漆漆““零排放零排放””，，并且得到并且得到

了生态环境部了生态环境部、、中国汽修中国汽修

行业协会等多个部门的认行业协会等多个部门的认

可和推荐可和推荐。。今后今后，，只需要只需要

用吃顿饭用吃顿饭、、喝个茶喝个茶、、看场看场

电影的功夫电影的功夫，，即可帮车主即可帮车主

修复汽车刮蹭修复汽车刮蹭，，实现实现““当当

日送修日送修，，当日取车当日取车””。。这这

正是让小拇指汽修总裁兰正是让小拇指汽修总裁兰

建军拍案叫好的原因建军拍案叫好的原因。。

公司创始人公司创始人、、CEOCEO

李阳表示李阳表示，，整个团队立志整个团队立志

改革汽车补漆行业改革汽车补漆行业。。公司公司

将立足于汽车后市场钣喷将立足于汽车后市场钣喷

领域领域，，致力于技术创新研致力于技术创新研

发发，，为企业提供更环保的为企业提供更环保的

钣喷标准钣喷标准，，以及全套创新以及全套创新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未来未来，，该设备将实现该设备将实现

车载车载，，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为客户提供高质量

的上门服务的上门服务，，车主只要提车主只要提

供一个车位的场地供一个车位的场地，，在家在家

门口就能完成车身微创修门口就能完成车身微创修

复复。。 （晓陆）

监管难，

企业被迫“迁移”

抢芯片 提升技术

进入补装模式

时间长，

爱车“带伤”行驶

零排放，

解决行业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