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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长安汽车发布了一份相当
提气的数据：今年3月，实现整体销售
139737辆，环比大增385.8%！

与此同时，长安汽车在3月份还
有一份更耀眼的成绩：SUV 销售
56904辆，成为中国品牌SUV市场当
月销量冠军！

其中，长安CS75 PLUS延续上
市以来的火爆态势，3 月实现销售
12891辆，环比增长655.6%，并带动
CS75系列实现销售18424辆；长安
CS35PLUS实现销售10780辆，带动
CS35系列实现销售10891辆、环比
增长 467.8%，成为中国品牌小型
SUV细分市场冠军。

此前一直不温不火的轿车板块，
3月销量也令人刮目：刚刚上市的长
安逸动PLUS开启预售仅20天，订单
便达到11559辆，逸动全系列在当月
实现环比增长371.2%……

PLUS、PLUS，还是PLUS！
仅从字面上或产品的层面理解，

PLUS意味着升级。但从品牌视角
看，一系列PLUS产品扎堆上市并得
到市场销量认可，意味着长安汽车在
技术、设计、品质等创新层面的储备
和运用，已经到了一个整体爆发期。

在国内汽车行业大多仍受困于
疫情影响的当下，长安汽车3月份漂
亮的销售数据，为行业积极复工复
产、重回良性发展轨道提供了示范和
信心，同时也再一次印证了持续创新
对中国品牌、中国企业的核心驱动
力。

长安汽车 创新为桨 中国品牌争上游
厚积薄发之下的自然之道

UNI-T冲击中高端市场
近期，长安汽车全新序列“引力”的首款

车型UNI-T面向全球发布。这款紧凑级跨
界SUV以全新的设计、动力和平台架构，和
L3级自动驾驶的技术，引发了行业和消费者
的强烈关注。更有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引
力”真正具备了高端车型的元素。

对此，长安汽车执行副总裁谭本宏也在
公开场合坦言，“引力”系列将是“长安汽车
迈向高端化的第一步”。

UNI- T 车型率先搭载了全新蓝鲸
NE1.5T高压直喷发动机，拥有L3级自动驾
驶技术。此外，该车型还是第一款搭载国产
AI芯片的智能汽车，AI芯片配合长安与地
平线联合开发的“智能驾驶舱NPU计算平
台”，使得UNI-T具备了机器视觉和定向语
音识别等前沿科技，可全方位实现车内场景
化感知……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而言，UNI-T
都有向合资品牌市场发起猛烈冲击的资格。

在当前市场形势下高调推出UNI-T，是
长安基于中远期战略布局的一次重要决策。

长安汽车副总裁叶沛表示，2020年，国
内车市仍然是以存量为主，但存量不代表一
潭死水，在销量向头部企业集中的同时，新
品也会带来结构性的增量，自主品牌在其中
大有可为。

叶沛指出，存量市场下，各汽车品牌都
需要通过竞争去创造机会，其中自主和合资
之间的竞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在前几年

的竞争中，大家也看到自主品牌是有机会分
流原来合资品牌市场的。目前自主品牌一
系列新品的强势推出，凭借其突出的产品
力，可以为自身打开一盏聚光灯，带来一系
列结构性增量。

以长安汽车为例，自去年末起，长安接
连发布或上市长安欧尚X7、小型纯电SUV
E-Pro、长安逸动PLUS等新款车型。在市
场整体视角下，这不仅仅是在产品结构上摆
脱过去“一个车型通吃”的套路，更是在迎合
消费者对产品力、科技含量、技术含量等方
面的更多要求。

“通过产品研制、造型能力、智能化等能
力的提升，我们发现产品可以更好的纳入客
户视野之内。”叶沛表示，逐渐地，人们可能
会觉得中国品牌的颜值好，更新迭代更快，
客户就会拓展。

同时，叶沛提到，在存量市场中打开新局
面，首先要靠过硬的基本功，其次要深刻理解
目前企业所面临压力的本质不是竞争对手，而
是客户对车的要求与原来不同，竞争是在满足
客户。不同的客户群体演变细分，诉求各不相
同，单一产品方向当然不可能满足全体用户，
因此对自主品牌而言，开拓市场就是找到更好
的客户需求组合。如果自主品牌能做到比别
人更快反映客户需求，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
精、人精我新，就能够在新的市场背景下取得
最大的先手。

投资10亿元启动L4级自动驾驶运营项目

长安为自主品牌作技术宣言
4月3日，总投资10亿元的长安汽车L4

级自动驾驶运营项目启动。该项目基于长安
CS55EV开发，将大幅提升感知范围和精度、
计算平台的运算能力、决策规划控制的性能，
优化单车智能与车路协同自动驾驶系统，实
现“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

“四化”融合。项目计划未来3年完成。
在L4级自动驾驶方面，长安已有明确计

划表：产品预计将于2025年实现量产，为全
球范围内的车主提供全新的智慧出行体验，
包括全自动泊车、网约无人出租车等一系列
全新技术。

在自动驾驶技术方面，长安无疑站到了自
主品牌的山巅。近期，长安汽车举行的中国首
个L3级自动驾驶量产体验活动，就引起了巨
大反响。

和一般“看热闹”的老百姓不同，在业内
人士眼中，长安汽车的此次活动，不仅仅是在
展示自动驾驶技术本身，更是将自主搭建的

软硬件平台搬上台面，让人们做出技术上的
评断和比较。

“道路上密密麻麻的车辆间，搭载L3级自
动驾驶系统的长安UNI-T行驶稳定，与前车
始终保持安全距离，变道、转弯、过红绿灯均自
动完成。当有车辆突然插到前方时，体验车辆
还会立即减速避让。”一位当时观看活动直播
的业内人士表示，无论是算法处理，还是硬软
件的运行参数方面，长安自动驾驶技术在L3
级阶段，对比国际同类技术丝毫不逊色。

业内普遍认为，长安的L3级自动驾驶量
产体验活动，是代表自主品牌的一次“技术宣
言”，将对行业产生深远的示范影响。

长安汽车相关人士介绍，在5G技术支持
下，长安自动驾驶车辆在感知范围和精度、计算
平台运算能力、决策规范控制性能等方面均实
现大幅提升。中国领先全球的5G建设和技术，
将给长安汽车的高级别自动驾驶研发带来巨大
推力。

独立是创新的土壤

最近一两个月时间里，长安汽车在人工
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创新方面，连续拿下多个
第一。

3月10日下午，全球数以千万计的网友，
见证了由长安新车UNI-T为主角、长安汽车
总裁朱华荣直播讲解的中国首场L3级自动
驾驶量产体验。这场在城市开放道路上进行
的体验活动，标志着中国汽车行业自动驾驶
技术商品化进程，从L2级正式来到L3，跨入
真正的自动驾驶时代。

此前不久，长安汽车凭借牵头实施“智能
驾驶舱域控制系统”项目，成功入围国家工信
部“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单位”，与
百度、阿里、360、腾讯等国内人工智能大厂并
驾齐驱。

有意思的是，在疫情防控最吃紧的那段
时间，刚刚复工的长安汽车就推出了国内首
款热成像防疫车，可边移动边“秒测”路人体
温。

创新速度之快、手段之多、节奏之从容……
种种吸引眼球的事件背后，人们在好奇，长安创
新的秘诀是什么？

在长安汽车一位负责人看来，长安创新
背后，体现的是独立、专注和包容。“首先是要
自主，这是企业创新研发智能化等核心技术
的前提，也是鼓励创新、允许试错的文化土
壤。”该负责人说。

4年前的某天，长安决定要中止与某个世
界一流企业在自动泊车方面的技术合作，这
让合作方和知情的业内人士十分惊讶。当时
就有人放话，长安短期之内，别想攻克自动泊
车。

“但长安必须这么做。”长安汽车执行副
总裁谭本宏表示，智能化能力，将是未来汽车
企业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被别人牵着鼻子，
就永远搞不了创新。

上述观点，来自对行业发展逻辑的深刻
理解。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品牌汽车的

“朋友圈”，但凡有一个品牌推出某一项新配
置、新技术、新功能，友商很快就会跟进。从
市场角度看，这种百花齐放自然是好事，但
由于此种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背后，大多是
来自供应商的整套解决方案和产品，而“一
件供百家”的做法最终不仅会让中国品牌汽
车技术、产品同质化，还将影响到品牌核心
竞争力和溢价能力，阻塞中国品牌汽车向上
突破的通道。

对此局面，长安汽车一直有相当清醒的
认识：突破的原动力只能是自主创新，而主要
方向就是智能化。

2018年8月24号，在首届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上，长安汽车正式宣布“北斗天
枢”智能化战略，计划未来10年，在智能化板
块累计投入200亿元。

通过“专职+联合+特聘”的形式，一年多
后的今天，长安已经形成了1支包含中国工
程院院士、“两江学者”专家、“百人计划”专
家、行业领军人物等在内共计1000多人的智
能化研发团队。到2020年，长安汽车将组建
达2000人的开发团队，软件开发人员占比达
40%，到2025年开发团队达5000人，软件开
发人员占比达60%。

长安汽车相关人士介绍，目前长安汽车
正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数据加核心
算法(决策、诊断、规划)与软件集成，交互集
成，用户入口等能力，建立智能网联汽车核心
技术体系，从以硬为主转变为软硬结合的开
发流程，支撑长安数字化转型。

对任何制造企业，掌握核心竞争力的最
高层次就是掌握标准。对此，长安积极参与
智能化相关的上级研究项目37项，其中牵头
15项，并于近期突破了环境感知、中央决策
等200余项关键技术，其中100余项实现量
产，为L3级以上自动驾驶实现智能交互差异

化，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

智能化手段推动智能化研发

在长安汽车去年投用的全球研发中心，随
处可见各种“高大上”的智能实验和检测设备。

在研发中心动力实验楼，1台汽车发动机
已经持续工作了四五天，周围除了一些摄像
和传感设备，见不到1个研发人员。

实验室负责人介绍，研发人员正针对汽
车动力系统等方面，计划推出一些智能功能，
对实验室自动采集的数据进行智能分析，能
够为接下来的研发提供关键性的数据参考。

另一处发动机喷雾燃油实验区域，正在
模拟发动机缸体的定容弹内，汽油以不同频
次、不同距离、不同角度喷射出来，每秒拍摄5
万张照片的高速摄像仪借助激光进行全程记
录，最终通过采集的数据，可以计算出发动机
最佳的喷油状态。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我们有的实验过于
超前，甚至有些钻牛角尖了。”实验室负责人
表示，但要引领产业技术创新，就必须做到如
此的专注，没有钻牛角尖的精神，企业的研发
不可能具备深度。

无论是动力，还是自动驾驶技术研发方
面，长安都运用了大量智能化手段，长安汽车
智能化研究院高级经理梁锋华介绍，仅仅在
自动泊车研发方面，为了让汽车能停进更窄
的车位，研发团队就运用了超声波和图像识
别融合等技术，通过智能硬软件，不断优化路
径规划、纵向控制等算法，增加低速自动紧急
制动功能，最终使长安在相关技术上实现全
球领先。

做大创新“朋友圈”
在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除了穿着白

色工作服的长安汽车员工，还经常能看到很
多穿着其他各色工作服的身影，他们是来自
各个配套企业的联合研发人员。长安在创新
方面的有容乃大，由此可见一斑。

青山工业是一家研发、制造汽车传动系
统的企业。长安-青山联合创新中心项目总
监王海兵表示，在传统模式下，是青山工业先
自主研发产品，整车企业再后续匹配。然而
随着智能化、新能源产品的迅速推出，新技术
标准越来越多，原有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

而联合创新中心模式，则能够最大限度
缩短研发时间，节约研发资源。

以汽车最为复杂的核心零部件自动变速
器为例。青山工业之前耗费了长达8年时
间，才独立完成了DCT自动变速器的研发。
近期，青山工业派出机械、液压、软件、电机工
程师团队“驻扎”在长安汽车，双方共同完成
产品策划、定义、论证，并在长安汽车现场进
行产品设计。

到了样机试制、工程化开发阶段，长安汽
车则派出相应的技术团队常驻青山工业。双
方办公系统及开发工具也实现一体化。在这
种创新模式下，青山工业在核心部件，以及长
安汽车在动力总成匹配上的优势都得到充分
发挥，联合开发进度可加快1倍。

此前，长安已建起了“六国九地”的全球研
发格局，协同展开智能化等方面的产品开发及
试验验证工作。近一年来，长安又紧锣密鼓地
开展了一系列智能化方面的对外战略合作：与
一汽、东风成立T3出行公司，与百度、科大讯
飞等互联网企业构筑技术联盟……目前，长安
已与华为、联通、中国汽研、大唐、移动等公司
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1个基于5G自动驾驶
技术的行业生态圈正在成型。

长安汽车执行副总裁谭本宏表示，随着
跨界合作的深入开展，在明年人们或许就会
看到在智能化这个领域里出现更多创新企业
和生态，从而为重庆的“智造重镇”和“智慧名
城”建设营造更好的智能生态环境。

晓白 图片由长安汽车提供

长安汽车L4级自动驾驶已进入园区测试阶段

长安汽车总裁朱华荣直播讲解L3级
自动驾驶量产车特点

长安L3级自动驾驶量产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