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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真没你想得那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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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2500 万台汽车变速器的背后万台汽车变速器的背后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冉瑞成

近日，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第

2500万台汽车变速器正式下线，这同时也

是 该 公 司 自 主 研 发 生 产 的 第 100 万 台

DCT（双离合自动变速器），该产品打破了

国外技术垄断，有效满足全国自主研发大

扭矩汽车自动变速器的市场需求。

青山工业是中国兵装集团所属国有

大型工业企业，是我国最大的专业变速器

生产企业之一，也是我国首个实现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 AMT自动变速器产业化

生产的企业。自 1984 年进入汽车行业以

来，青山工业一直专注于汽车变速器领域

的研发、生产，通过不断转型与创新，为民

族汽车品牌崛起注入强劲动力。

推动变速器国产化

走进青山工业自动变速箱工厂，2 万

多平方米的厂房里，2 条装配生产线正在

工业机器人的自动操作下满负荷运转，一

台台 DCT 有序地“走”下生产线。“这些产

品将被运往长安汽车等国内自主品牌汽

车厂家，满足汽车生产企业的前端配套生

产需求。”青山工业副总经理周朝东说。

青山工业坐落在重庆璧山区青杠街

道，其前身是成立于1965年的国营青山机

械厂（又名“精密工艺研究所”），以生产军

用特种产品为主。

改革开放后，青山机械厂抓住发展机

遇，依托三线建设时期积累的技术基础，

实施了“军民结合，科技兴厂”发展战略。

1984年，青山机械厂试制成功了 SC110微

型汽车变速器总成，开始进入汽车变速器

行业。

“工厂一方面根据市场需要及时调整

产品结构，进行生产线的技术改造，提高

年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消化吸收再创新，

在推进汽车变速器国产化的同时，逐步从

微型汽车变速器向轿车变速器转型。”周

朝东告诉记者，上世纪 80 年代末，公司引

进了一批自动化程度高、加工能力强的设

备，续建了齿轮加工、壳体加工、热处理三

条生产线。

1996年，青山机械厂改制成为重庆青

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彼时的青山工业

已经形成了拥有两大特种产品和四大民

品的军民结合型产品体系，实现了产品多

元化。当年，青山工业的微型汽车变速器

产量突破10万台大关。

军民结合发展汽摩零部件，给青山工

业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数据显示，1997年

与 1986 年相比，公司工业总产值增长 20

倍，销售收入增长 21 倍，利润增长 29 倍，

员工人均年收入从956元增长为1万元。

攻克“卡脖子”技术

在青山工业传动系统研究院的展板

上，挂满了上千个不同型号、不同尺寸的

离合器、封油盖、齿轮轴等汽车零部件产

品。“这些都是全球知名变速器公司生产

的产品，目的就是激励自己对标国际一流

零部件巨头同类型产品，加大加快变速器

技术研发攻关力度。”青山工业传动系统

研究院院长王海兵说。

自动变速器被称为汽车工业上的明

珠。由于设计难度和开发难度较大，自动

变速器关键技术曾经一度被国外垄断。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

的。怎么办？“从被动创新走向主动创

新。”王海兵告诉记者，为了从根本上改变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青山工业

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就启动了自动变速器

自主研发项目，持续加大科研攻关投入。

通过组建技术攻关团队，搭建研发平

台，与重庆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开展技

术合作，青山工业具备了较完善的变速器

设计、试验和试制能力。2009 年，公司自

主研发的国内首款 AMT自动变速器搭载

江淮同悦成功下线并实现量产，成为国内

首家突破自动变速器产业化的企业，一举

打破国外企业对此类产品的市场垄断。

持续创新研发，让青山工业在自动变

速器领域不断取得突破。2016年，青山工业

历经 8 年研发，突破了双离合器集成核心

技术，推出的首款 5挡 DCT自动变速器实

现量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DCT自动变速

器的技术垄断。2017年，7挡DCT自动变速

器实现量产，该产品在 2020 年获得“世界

十佳变速器”称号。2020年，青山工业突破

液压模块、电磁阀两项“卡脖子”技术难题，

把国外竞争对手的同类型产品价格压低

30%，有力提升了国产汽车品牌的竞争力。

“‘十三五’期间，公司秉承‘再穷不能

穷了研发中心’的理念，投入研发经费 14

亿元，攻克‘卡脖子’关键零部件技术 12

项，掌握变速器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48

项。”王海兵说，目前，“青山制造”的变速

器产品已经被广泛搭载于长安汽车、吉

利、北汽、东风等自主品牌汽车的量产车

型上。

产品向电气化转型

近年来，以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

共享化为代表的汽车“新四化”浪潮席卷

全球，身处其中的青山工业顺势而为做出

战略调整，加速产品向电气化、智能化转

型 ，努 力 在 新 的 产 业 发 展 格 局 中 赢 得

主动。

“当前，公司正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

源地，在掌握自动变速器核心技术和关键

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混合动力和电驱动总

成的研发。”周朝东告诉记者，“十四五”期

间，青山工业在电动化、智能化方面规划

了多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研究，将投入

19亿元以上研发经费进行科技创新。

为抢占行业制高点，青山工业不再局

限于变速器控制领域，而是向更广泛的系

统集成能力拓展。7月 27日，青山工业推

出全新的平台架构——“GI-Drive”平台

架构。该平台将搭建起涵盖集成式开发

和智能制造的全新研发架构和产品架构，

具有集成化、智能化、电气化等技术优势，

推动企业从传统的变速器领域向汽车传

动、驱动领域发展。按照计划，该平台下

的双离合变速器、混合动力变速器等产品

将在 2022 年逐步产业化，2025 年实现年

产销200万台以上。

事实上，在电气化产品领域，青山工

业已经做好了准备。“公司已经研发出了

电机与离合器高度集成的混合动力变速

器，综合传动效率、油耗等性能指标不亚

于国外企业的同类型产品，可满足市场各

主要平台车型的搭载。”王海兵说，该混合

动力变速器明年将搭载 4 款车型量产，青

山工业有望成为该技术路线国内首家实

现量产的企业。

把动力传递到每一处，这是青山工业

的企业理念，也是引领每个青山人前进的

奋斗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青山工业

将通过创新机制的优化、创新能力的提

升、创新团队的培养、创新技术的应用，打

造原创技术策源地，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

注入更蓬勃的动力。”周朝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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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TCL（集团）发布 2021 年上半

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TCL

（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152.4 亿元，同比增

长 89% ；净 利 润 107.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60%，创历史新高。其中，TCL 科技实现

营业收入 743.0 亿元，同比增长 153.3%，净

利润 92.5 亿元，同比增长 7.65 倍；TCL 实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507.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6.3% ，净 利 润 3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93.9%。半导体显示、半导体光伏与半导

体材料、智能终端 3 项业务均呈现高速增

长态势。

2019 年，TCL 根据产业发展要素和管

理逻辑，重组分为 TCL 科技和 TCL 实业，

分别聚焦半导体显示和智能终端业务。从

今年上半年业绩来看，TCL 科技在高科

技、重资产、长周期的科技赛道上已取得阶

段性成果，TCL 实业持续推进全球化品牌

战略，着力构建全场景智慧生活。

今年上半年，TCL 科技在半导体与面

板业务方面均取得不俗成绩，其快速发展

源于坚持创新带来的竞争力。“TCL 科技

重视核心工艺、基础技术和新型材料研发

投入，今年上半年研发投入 50.9 亿元，占

营业收入比达 7.0%。”国海证券分析师吴

吉森说，在新技术方面，重点推进 QLED、

Mini-LED 及 Micro-LED 等新型显示技

术的开发；在半导体光伏及半导体材料领

域，210 大硅片和叠瓦组件及相关技术生

态领域已建立优势，4 英寸至 12 英寸产品

技术和生产工艺在国内领先。“综合来看，

TCL 科技深耕产业链上下游，依托半导体

显示、半导体光伏及半导体材料三轮驱

动，产能、效率优势明显，有望在享受液晶

面板持续盈利的同时，把握新赛道机遇实

现二次腾飞。”

受益于行业景气及国产替代机遇，叠

加产能大幅提升，TCL 科技旗下中环半导

体股份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达

176.4 亿元，同比增长 104.1%；实现净利润

18.9 亿元，同比增长 160.6%。“公司在半导

体光伏材料产能达 70GW，210产品产销规模及质量持续提升，半导体

材料投入生产线均保持满产，在此背景下，半导体光伏及材料板块已经

成为TCL科技的第二成长曲线。”中信证券首席电子分析师徐涛说。

在面板业务方面，TCL 华星出货面积达 1779.2 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 25.3%，实现营业收入 408 亿元，同比增长 93.6%，净利润 66.1 亿元。

“公司整体业绩大幅增长主要源于面板行业维持高景气，各尺寸价格超

预期上涨，TCL 华星作为行业龙头充分受益，毛利率提升至 29.15%。”

徐涛指出，TCL华星各条产线均满产满销，新建 t7工厂产能稳步爬坡，

带动公司 TV面板市场份额提升至全球第二，高端 TV面板市场占有率

第一。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面板市场需求一直很旺盛，TCL华星营收

增长得益于新厂投产，以及并购三星苏州工厂带来的产能扩张，效益改

善则来自于内部竞争力的提升，如持续优化产线布局、产品结构、客户

组合等。”TCL 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介绍，目前 TCL 华星在大尺寸面

板布局了 5 个工厂，在中小尺寸投产 2 个、在建 1 个，“我们会根据市场

需求动态调配产能，让每一个工厂生产其最擅长的产品，使产线配置效

率达到最佳”。

调整产品结构对 TCL 华星经营效益提升有很大帮助。李东生解

释：“过去一年，华星大尺寸非 TV 屏的营收占比不断增加。我们在新

的领域开拓市场空间，例如，华星已经成为大型商业显示、高端电竞屏

的最大供应商。”

在上游供应链紧缺和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的双重影响下，TCL

实业一方面凭借稳定的上下游产业合作关系，通过提早与供应商互动，

适时调节战略备货；另一方面提升品牌溢价能力，积极应对市场和上游

产业的变化及压力，实现逆势增长。旗下 TCL电子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291.1 亿元，同比增长 54.7%；TCL 空调营业收入 110.7 亿元，同比增长

34%；通力电子营业收入42亿元，同比增长47.7%。

凭借全球产能布局及产业链优势，TCL 实业持续深耕海外市场，

业务遍及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其海外销售收入

333.82亿元，同期增长 41.2%，产品销售种类涵盖智屏、空调、智能移动

及连接设备、冰箱、洗衣机等。其中，TCL 智屏全球销量达 1127 万台，

同比增长22.2%，居全球第三。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物流与供应链均受到严重冲击，在此

情况下能实现海外市场收入增长近五成，这与我们长期坚持全球化战

略、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链所奠定的基础有很大关系。”李东生说。

一起交通事故，将蔚来汽车推上舆论

的风口浪尖。8月 12日，一位年仅 31岁的

企业家驾驶蔚来 ES8 在沈海高速涵江段

撞上前方货车，意外身亡。从公开信息显

示，事故发生时该车辆正处于“NOP 状

态”，即开启了领航辅助系统，引发社会各

界对自动驾驶是否安全的担忧。

尽管蔚来汽车方面紧急回应，“NOP

领航辅助并非自动驾驶”，但仍有不少网

友不依不饶，指责厂家在自动辅助驾驶营

销上存在过度或误导之嫌。而蔚来500名

车主则联合发出公开声明称，“蔚来对

NOP 的介绍未对我们构成混淆和误导”，

“口水战”颇有升级之势。

此次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究竟谁该承担主要责任？恐怕还需要耐

心等待警方的调查结论。不过，此次民间

争议所折射的情绪和问题，有必要引起高

度重视。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按照业

内划分，自动驾驶分为从 L0 至 L5 几个不

同的等级。L1 和 L2 等级属于辅助驾驶；

L4 和 L5 等级才算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

驶。但一个颇为尴尬的现实是，其分级说

明自动驾驶不仅存在明显的模糊空间，而

且这些行业术语难以被普通用户精准认

知。如果厂家在产品营销中再玩点文字

技巧，让消费者容易产生“自动辅助驾驶”

就是“自动驾驶”的错觉，进而盲目认为只

要开启“自动辅助驾驶”功能，就可以“解

放双手双脚”，从而引发事故。

要解决这一问题，当前就必须统一

自动驾驶等级中文名词标准。比如，将

L1 定义为初级辅助驾驶，L2 定义为辅助

驾驶，L3 定义为高级辅助驾驶，L4 定义为

自动驾驶，L5 定义为无人驾驶，避免“自

动”和“辅助”出现在同一等级状态中。

与此相对应，辅助驾驶更强调人的责任，

自动驾驶则更多强调车的责任。如此严

格区分“辅助驾驶”与“自动驾驶”，不仅

有利于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更好

地厘清彼此责任，而且也能警惕自动驾

驶这一新兴技术发展出现失序、失范的

倾向。

自动驾驶起初之所以得到发展，其原

因是机器能避免人的情绪化及疲劳感，从

而提高车辆安全性。有报道称，美国公路

上发生 4 万起致命交通事故，其中 90％都

是人类的错误操作引起的，而无人驾驶汽

车可将事故率降低。不过，自从 Uber 在

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了全球首起无人车

撞行人致死事件后，越来越多的声音也开

始质疑自动驾驶是否真正安全。

更要看到，目前自动驾驶还面临着技

术和政策法规以及道德等多方面的挑

战。由于人工智能并不具备独立自主思

考能力，很难对道路上的突发场景及时做

出有效反应。而对于 L3至 L5级别的自动

驾驶，即使当前有些公司宣称可以实现，

但消费者也不要轻易被带了“节奏”。这

些所谓的车辆或许只是个概念车，或许只

能适应特定场景使用，比如，封闭道路或

园区、停车场自动泊车等。自动驾驶要想

实现全场景覆盖，真正量产落地，依然相

当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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