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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
致力自主汽车轻量化技术研发
本报记者

100

人物介绍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长安汽车）有一位追求自主创新的科
技工作者，在开发长安汽车自主品牌
上功不可没。4 月中旬，在长安汽车
研发中心，记者采访了这位青年科技
领军人才——长安汽车轻量化技术领
域的主要负责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欧尚汽车研究院材料与轻量化
高级副总工程师刘波。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在现代汽
车制造工业方面基本上是空白。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中国汽车年度总产量
在 2009 年就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最
大的汽车制造国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
场。而长安汽车，在这个巨大变革过程
中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
”刘波说。
在长安汽车创新之路上已走过了十
多年的刘波，
为此非常自豪，
但也清楚肩
上责任重大。他深有感触地说：
“由于长
安的品牌力还不能与奔驰、奥迪等一流
国际品牌并驾齐驱，
面对这种现实，
我们
追求的不仅是技术领先，
还要有成本竞
争力。只有走自主创新，
自己掌握核心
技术，
汽车产业才能自强自立，
才能改变
自主品牌处处受制于人的尴尬处境。
”
由此，让我们从一个切面看到了中
国民族品牌在自主创新路上的艰难步
履和砥砺前行，也看到了中国汽车自主
品牌的美好未来。

从学术研究到企业的转变
执着来源于信仰。从小刘波就对
汽车非常喜欢，1996 年高中毕业时，他
第一自愿选择了多个与汽车有关的大
学和专业。
“当时我就想——非汽车专业不
上。
”刘波回忆当年高考后的情景，还感
到特别兴奋。当时，
他以优异的成绩被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录取。
在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刘波学
的是工业设计专业，
主要学习汽车车身
设计。本科毕业后，
又转入该校攻读车
身工程硕士研究生。3 年后，继续攻读
该校车身工程博士研究生。
2007 年，刘波顺利完成了吉林大
学汽车工程学院车身工程系博士研究
生学业，成为车身工程博士。
“在大学里主要是对汽车车身结构的
学习和研究，
掌握的是理论知识。从理论到
实践的运用转化，
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
刘

刘代荣

刘波，
四川南充人，
工学博士，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
现任重
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欧尚汽车研究院材料与轻量化高级副总工程师。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总体专家组成员，
汽
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科技
带头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汽车工业优秀科技青年人才，重庆市杰青
基金获得者，重庆市产业技术带头人等。先后发表汽车轻量化领域相关论文
20 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EI 论文共计 8 篇。先后获 15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其中特等奖 1 项，
一等奖 6 项，
二等奖 8 项。

波说。他始终明白：
成功从来没有捷径可
走，
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一步步铺就。
2007 年下半年，刘波以高学历被
长安汽车录用。他介绍，从大学到企
业，首先就是环境的适应。在吉林大学
做研究，
时间充足，
行动自由，
学术氛围
浓厚，
还有导师和师兄弟可以随时交流
探讨。而到企业，
面对的是碎片化的时
间，开会、汇报、解决不同的实际问题
等，工作的状态和高校截然不同，工作
的重心也转变为以应用为导向，
对刘波
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
刘波选择了
积极融入和主动适应。长安汽车浓厚
的企业文化、开拓创新的团队氛围、协
作进取的研究精神，
让刘波很快进入了
角色，
在工作如鱼得水。

在凝聚团队中孕育创新力
2017 年，长安汽车发起“第三次创
业——创新创业计划”。这给刘波研究
团队带来新的创新机遇，
也让团队和他
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从进入长安汽车到企业第三次创
业，
刘波已整整工作了10年。对此，
他深
有感触地说：
“虽然长安是百年以上的老
国企，
但与世界先进汽车制造商比，
我们
还有不少的差距。这种差距，
不仅表现
在技术上，
还表现在竞争成本上。
”
如何在降成本上下功夫，
对于负责
汽车材料与轻量化技术研究的刘波和
团队来说是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
“刘总工程师是我们团队的技术带头
人，
他追求的创新，
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
创新，
也体现在增强企业生产成本竞争力
上。
”
长安汽车研发中心技术人员小张说。
刘波常常鼓励团队，只要敢于创
新 ，只 要 肯 下 功夫，没有 攻不破 的堡
垒。他用行动带领团队一起攻关，
他用
关心凝聚团队一起奋战。

▲刘波
在长安汽
车轻量化
技术自主研
发一线。
◀刘波
团队荣获标
兵奖。
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
刘波团队站在致力于发掘
性价比高的材料和研发一线。他介绍，
汽车材料更新快，每变换一种材料，都
需要重新进行成本核算，
复杂的成本构
成不仅包含原材料成本，
还包括工装成
本、加工制造成本、物流服务成本、管理
运输成本等。而刘波带领团队在控制
整体成本的基础上，
集中精力重点研究
关键材料的工艺突破。
“对于一个研究团队来说，
最大的痛
苦莫过于浸透心血开发出来的东西不被
人接受，
不为人理解，
从而导致研究的成
果没能最大化地发挥作用。
”
刘波说。团
队研发的新产品，
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
形象的 PPT 来向领导和决策者汇报、
展示，
避免使用过于晦涩的专业术语，
去
争取最大程度的理解和认可。
“我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不允
许 PPT 上出现哪怕一个错别字，报告和
PPT 上出现错别字，
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也是对别人的不负责，
这是一个态度的
问题。
”
刘波说。在刘波严格的管理和严
谨作风的带领下，
刘波带领团队在 2014
年
“中国轻量化车身会议”
上获得
“优秀车
型奖”
“最佳演讲者奖”
两个最高荣誉。

在创新路上成就新的希望
长安汽车是中国汽车四大集团阵
营企业之一，拥有 159 年历史底蕴、37
年造车经验积累，全球有 14 个生产基
地，33 个整车、发动机及变速器工厂。
2014 年，长安系中国品牌汽车产销累
计突破 1000 万辆；2016 年，长安汽车年
销量突破 300 万辆；2020 年，长安系中
国品牌用户累计突破 1900 万。
长安汽车的每一次进步，
都凝聚着
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和汗水。
刘波扎根长安汽车 14 年，一直致
力于汽车轻量化技术研究，
范围涵盖车
身结构拓扑优化、新型材料和先进工艺
的应用研究。
作为长安汽车轻量化技术主要负
责人，
刘波先后牵头完成多个国家重点
科技项目，
带领团队用隐式参数化方法
构建了车身全参数化模型，
在国内率先
掌握概念阶段快速评估车身性能并进
行优化的能力，
先后成功开发了中国汽
车品牌第一款镁合金坐椅骨架、铝合金
前碰撞横梁、超高强钢门槛加强件、铝
合金前罩等轻质材料零部件，
实现了多
种轻量化零部件的批量应用。
在刘波的团队，一张长长的成绩
单，
证明了创新路上的艰辛与辉煌。
——基于隐式参数法构建汽车车
身全参数化有限元模型，
建立了多自由
度多目标轻量化协同优化方法。该方
法可在概念设计阶段使汽车车身结构
减重达 10.4%。
——应用“合适的材料、在合适的

时间、用在合适的位置”理念，建立“成
本-性能-重量”评价模型，解决了汽车
用变形铝合金材料开发、成形困难和成
本高的问题。仅铝合金前碰撞横梁就
应用在长安汽车 5 款量产车型上。
——提出汽车轻量化零部件结构
设计、性能分析和工艺优化一体化方
法，
推动了超高强钢在自主品牌车型上
的大规模应用。在国内首次批量应用
1200MPa 级别马氏体超高强度钢，仅在
车身门槛辊压加强件上就实现减重
30%，
并降低单车成本约 11 元。
……
“我比较幸运，从事轻量化研究比
较早，长时间的研究又没有间断过，这
是因为有这个机遇，
刚好赶上了这个重
视轻量化的时代，
”面对荣誉，
刘波谦逊
地将其归功于自己生逢其时。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在种种荣誉的光环之下，
刘
波依然是那个低调地埋头于研究的汽
车达人。

在成功背后有亲人的支持
家和万事兴，
美满的家庭是事业成
功的基石。刘波每一项科研成果的背
后都离不开“贤内助”妻子的支持。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谈及妻
子，
刘波的脸上藏不住笑容，
“从东北到
重庆，
这么多年她一直在我身边默默支
持。
”刘波的妻子是长春人，
她身上有着
东北女性的奉献精神。刘波专注于科
研，她便毫无怨言地担负起料理家务、
照顾家人的责任，
让刘波放心地把主要
精力投入工作中。
2017 年，第二个儿子的出生，不仅
给家庭带来了欢乐，
也让为人父的刘波
越发成熟。繁忙的工作以外，
刘波把仅
有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
在这个“指尖通信”的电子时代，
刘
波依然保留着和年幼的儿子手写家书
的习惯，儿子在信中管他叫“大王”，他
则用清秀的字迹回复“大王是用来保护
你和妈妈的”。
家是一切幸福的起点，
也是刘波能
在长安汽车专心做科研 10 年之久的原
动力。
在刘波身上，
不仅有着对汽车轻量
化事业的专注与坚毅，
也有着对家人的
脉脉温情。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两个 10
年，一个沉淀在高等学府的实验室，一
个扎根于长安汽车的科研工作，
下一个
10 年，
会有怎样的设想？
家在途中，
梦在路上。
“希望能搞出
更多的成果，
能够运用到实际中去，
为长
安汽车做出更大的贡献，
也为了实现自
己的创新梦想。
”
刘波说。希望在下一个
10 年里，驾驶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自主
研发的长安汽车，
奔驰在祖国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