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9月12日
责任编辑 严瑶 美编 须拯特别策划03

创新管理创新管理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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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严瑶

距离上汽集团自距离上汽集团自

主创新重大战略项目主创新重大战略项目

誓师大会刚刚过去誓师大会刚刚过去22

个月个月，，作为首个上台作为首个上台

签约的智己汽车项签约的智己汽车项

目目，，已一步步取得阶已一步步取得阶

段性成果段性成果，，并快速推并快速推

进到紧锣密鼓的攻坚进到紧锣密鼓的攻坚

阶段阶段。。

““预计到今年年预计到今年年

底底，，首批首批200200辆智己辆智己

LL77 将完成小批量的将完成小批量的

交 付交 付 。。”” 智 己 汽 车智 己 汽 车

CEOCEO 蒋 峻 告 诉 记蒋 峻 告 诉 记

者者，，为了跑出超常规为了跑出超常规

的的““智己速度智己速度””，，他他

们正协同上汽集团各们正协同上汽集团各

方优质资源方优质资源，，齐心协齐心协

力确保签约目标达力确保签约目标达

成成。。

凌晨凌晨33点点，，智己智己

汽车办公室里的灯光汽车办公室里的灯光

依然亮着依然亮着。。这是郭辉这是郭辉

和同事们一起战斗的和同事们一起战斗的

又一个不眠之夜又一个不眠之夜。。用用

他们的话来说他们的话来说，，““当当

兵就当能打仗的兵兵就当能打仗的兵。。””

几个月前几个月前，，智己智己

汽车打破常规的组织汽车打破常规的组织

边界边界，，由自动驾驶中由自动驾驶中

心牵头心牵头，，与与MomenMomen--

tata、、零束零束、、创时等伙创时等伙

伴单位一起伴单位一起，，共同组共同组

建起一支智能驾驶技建起一支智能驾驶技

术联合开发团队术联合开发团队。。智智

己汽车副首席技术官己汽车副首席技术官

郭辉便是团队的负责郭辉便是团队的负责

人人。。““这几年这几年，，汽车汽车

市场竞争激烈市场竞争激烈，，谁能谁能

掌握更成熟的自动驾掌握更成熟的自动驾

驶技术驶技术，，谁就能在新谁就能在新

赛道上赢得优势赛道上赢得优势。。””

为了早日掌握主为了早日掌握主

动权动权，，时间对他们来时间对他们来

说尤为宝贵说尤为宝贵。。

““有时有时，，凌晨凌晨 44

点手机响了点手机响了，，群里发群里发

出最新一版软件出最新一版软件，，马马

上就会有人回复上就会有人回复‘‘立立

刻测试刻测试’’。。””智己汽车智己汽车

自动驾驶中心项目管自动驾驶中心项目管

理部负责人王康说理部负责人王康说，，

““这样的工作节奏对这样的工作节奏对

我们来说我们来说，，已经习以已经习以

为常为常，，为的就是抢抓为的就是抢抓

进度进度，，确保每日工作确保每日工作

实现闭环实现闭环。。””

高效推进智能驾高效推进智能驾

驶技术的背后驶技术的背后，，300300

多人的智己汽车联合多人的智己汽车联合

开发团队运作起来事开发团队运作起来事

务繁多务繁多。。为此为此，，他们他们

制订了每日早晚站制订了每日早晚站

会会、、每日日报每日日报、、关键关键路路

径重点工作专题会的径重点工作专题会的

制度制度。。王康说王康说：：““只只

要发现问题要发现问题，，我们就我们就

会立刻组成攻关群会立刻组成攻关群。。

现在现在，，手机里这样的手机里这样的

群还有群还有3030多个多个。。””

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智智

能驾驶联合开发团队能驾驶联合开发团队

完成了样车市区路线完成了样车市区路线

高速路段的功能开高速路段的功能开

发发，，道路测试里程超道路测试里程超

过过 70007000 公里公里，，交交出出

了 一 份了 一 份““4040kmkm 零 接零 接

管管””的期中考成绩单的期中考成绩单。。

““对传统造车而对传统造车而

言言，，功能只要开发出功能只要开发出

来来，，基本就锁定了基本就锁定了。。

但现在不同但现在不同，，智能网智能网

联车只要跑在路上联车只要跑在路上，，

就会产生数据就会产生数据，，这些这些

数据将推动我们的算数据将推动我们的算

法持续进化法持续进化。。””郭辉郭辉

说说。。智能驾驶这条路智能驾驶这条路

一旦开始便没有终一旦开始便没有终

点点，，他们将处于一个他们将处于一个

始终在更新的状态始终在更新的状态。。

从智己汽车所在从智己汽车所在

地汽车创新港驾车行地汽车创新港驾车行

驶到上汽临港生产基驶到上汽临港生产基

地地，，这条相隔正好这条相隔正好

100100 公里的路公里的路，，金蔚金蔚

丰已经非常熟悉丰已经非常熟悉。。

““从试制车间造从试制车间造

车到工厂车到工厂launchlaunch （（上上

线线））造车造车，，留给我们留给我们

的窗口期非常短的窗口期非常短。。””

这几天这几天，，智己汽车质智己汽车质

量交付部总监金蔚丰量交付部总监金蔚丰

和同事们常常在安和同事们常常在安

亭亭、、临港两地来回临港两地来回

跑跑，，““我们得到了上我们得到了上

汽乘用车汽乘用车、、上汽通上汽通

用用、、延锋公司延锋公司、、上海上海

赛科利等兄弟单位的赛科利等兄弟单位的

鼎力支持鼎力支持。。””

上汽集团整体协上汽集团整体协

同效应在智己汽车身同效应在智己汽车身

上得到了诠释上得到了诠释：：在模在模

具加工早期阶段具加工早期阶段，，上上

海赛科利在项目节点海赛科利在项目节点

临近的紧要关头临近的紧要关头，，组组

织业内专家团队昼夜织业内专家团队昼夜

不息地将模具不断调不息地将模具不断调

整至最佳状态整至最佳状态，，确保确保

上汽集团上汽集团““一号工一号工

程程””的高效运转的高效运转。。同同

时时 ，， 由 上 汽 通 用由 上 汽 通 用

AUDITAUDIT （（ 质 量 标质 量 标

准准）） 专家团队牵头专家团队牵头，，

多方共同参与到车身多方共同参与到车身

自制样件的联合评审自制样件的联合评审

中中，，及时识别并消除及时识别并消除

早期问题早期问题，，保质保量保质保量

达成各项指标达成各项指标。。

在电动智能网联在电动智能网联

时代时代，，如何对如何对““智智

能能””进行质量把控进行质量把控？？

借助上汽乘用车公司借助上汽乘用车公司

的优秀检验班组力的优秀检验班组力

量量，，这个问题有了答这个问题有了答

案案。。

金 蔚 丰 告 诉 记金 蔚 丰 告 诉 记

者者，，在进行生产线适在进行生产线适

应性改造的同时应性改造的同时，，上上

汽乘用车从各生产基汽乘用车从各生产基

地抽调精英地抽调精英，，在总装在总装

车间设置了共计车间设置了共计 3030

个独立于传统燃油车个独立于传统燃油车

的离线检查工位的离线检查工位，，他他

们将对每辆出厂车进们将对每辆出厂车进

行可使用智能功能的行可使用智能功能的

静态检查静态检查，，实现软件实现软件

质量问题的精准拦质量问题的精准拦

截截。。““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智智

己汽车还在临港生产己汽车还在临港生产

基地试验道路上增设基地试验道路上增设

了交通指示灯了交通指示灯，，通过通过

几个固定场景的模拟几个固定场景的模拟

及智能检测设备的识及智能检测设备的识

别别，，来确保车辆的可来确保车辆的可

靠性靠性。。””

要实现智己要实现智己 LL77

的高品质批量交付的高品质批量交付，，

这些高科技的手段还这些高科技的手段还

远远不够远远不够。。在在““用户用户

思维思维””理念下理念下，，质量质量

标准从根本上产生了标准从根本上产生了

变化变化。。

““以往以往，，我们的我们的

质量体系标准都是从质量体系标准都是从

产品是否合格产品是否合格、、能否能否

使用上出发使用上出发，，但现在但现在

不 同 了不 同 了 。。”” 金 蔚 丰金 蔚 丰

说说，，““很多质量投诉很多质量投诉

其实是围绕感知质量其实是围绕感知质量

进行的进行的，，比如按键反比如按键反

应速度应速度、、操作便利与操作便利与

否等否等。。因此因此，，我们选我们选

择站在用户角度择站在用户角度，，重重

新制订生产作业指导新制订生产作业指导

书书。。””目前目前，，该指导该指导

书已经形成初版书已经形成初版，，后后

续将进一步修改续将进一步修改。。据据

悉悉，，智己汽车生产线智己汽车生产线

改造项目即将进入尾改造项目即将进入尾

声声，，新车很快就将在新车很快就将在

上汽临港生产基地正上汽临港生产基地正

式试制生产式试制生产。。

99 月月 66 日日，，智智

己汽车最后己汽车最后800800席席

天使轮用户名额宣天使轮用户名额宣

布 售布 售 罄罄 。。至至 此此 ，，

30003000 辆智己辆智己 LL77 天天

使轮版预售收官使轮版预售收官。。

据悉据悉，，在最后在最后

一轮连续一轮连续88天的抢天的抢

订中订中，，每天限量释每天限量释

放放100100个名额个名额，，最最

快抢完时间为快抢完时间为 4848

秒秒。。

从大数据看从大数据看，，

预订智己预订智己 LL77 天使天使

轮版的用户年龄集轮版的用户年龄集

中在中在 2626 岁至岁至 4040 岁岁

之间之间，，4040 岁以下岁以下

人 群 占 比 超 过人 群 占 比 超 过

7272%%，，呈年轻化态呈年轻化态

势势；；大部分用户从大部分用户从

事事““互联网互联网”“”“金金

融融””或或““艺术艺术””等等

相关行业相关行业。。这表明这表明

豪华电动智能汽车豪华电动智能汽车

正在年轻高知用户正在年轻高知用户

群体中迅速蹿红群体中迅速蹿红。。

另外另外，，天使轮天使轮

用户中用户中，，增换购用增换购用

户占比达到户占比达到 7878%%。。

其中其中，，有近有近6060%%的的

天使轮用户是传统天使轮用户是传统

豪华车车主豪华车车主。。这表这表

明明，，传统豪华车车传统豪华车车

主正逐渐向高端智主正逐渐向高端智

能纯电动汽车领域能纯电动汽车领域

切换切换。。

在对产品喜好在对产品喜好

度的调查中度的调查中，，有有

7171%%的用户表示智的用户表示智

己己 LL77 的颜值的颜值““非非

常惊艳常惊艳””，，有有 5656%%

的用户称的用户称““迫不及迫不及

待想要亲身体验一待想要亲身体验一

番 智 己 汽 车番 智 己 汽 车 IMIM

ADAD 智 能 驾 驶 系智 能 驾 驶 系

统统””，，有有 6262%%的用的用

户将户将““原石谷原石谷””用用

户数据权益计划作户数据权益计划作

为选择智己为选择智己 LL77 的的

关键因素关键因素。。

目前目前，，智己汽智己汽

车车IM ADIM AD智能驾智能驾

驶系统已经在全国驶系统已经在全国

多个大城市实景挑多个大城市实景挑

战了自动通过无保战了自动通过无保

护左转路口护左转路口、、拥堵拥堵

路况智慧跟车路况智慧跟车、、识识

别障碍物等各种复别障碍物等各种复

杂的出行场景杂的出行场景，，一一

跃成为智能汽车消跃成为智能汽车消

费的新风向标费的新风向标。。

此前此前，，智己汽智己汽

车车““原石谷原石谷””用户数用户数

据权益计划上线据权益计划上线，，

首度构建起用户数首度构建起用户数

据的价值确权体系据的价值确权体系

和未来形态的社区和未来形态的社区

秩序秩序。。智己汽车用智己汽车用

户将在这里集结户将在这里集结，，

拓荒原石拓荒原石、、积攒积积攒积

分分、、升级装备升级装备、、进进

化车辆化车辆。。（东青）

年轻高知用户超过72%

30003000辆智己辆智己LL77天使轮版天使轮版
预售收官预售收官

近六成是传统
豪华车车主

“颜值”“智驾”
“原石谷”受青睐

最大的挑战是时间

打造“精品工程”

相关链接

““智己速度智己速度””
如何跑出超常规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