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布局直播业务
一汽-大众与消费者“同频共振”

继去年在电商领域爆发后，如今，直播正

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

至 2020 年 3 月，直播用户规模达到 5.6 亿。而

新 榜 研 究 院 发 布 的 《2020 直 播 生 态 研 究 报

告》 则预计，受疫情影响，直播形式在多个

行业的关注度均有提升，预计 2020 年度数据

将再创新高。

今年年初，当行业内还在讨论直播是否

适用于汽车营销时，一汽-大众就开启车企线

上直播的模式。

今年 3 月，由销售计划、市场、网络与培训、

战略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一汽-大众“66 天团”

高管主播团队首次亮相，并一炮而红，累计观

看量达 40.6 万人次，总点赞量 112 万次，印证了

消费者对于直播尝试的肯定。

随后，一汽-大众一系列的直播活动陆续展

开。4月14日，一汽-大众大众品牌直播中心正式

启动，以消费者思维驱动用户交互体验升级，成为

大众品牌与用户沟通的窗口桥梁和线上电视台。

而在“521 之夜”上，一汽-大众与 300 位高

尔夫车友在钉钉群开展云派对，品牌高管及车

圈大咖空降直播间，在线共话高尔夫情怀。

6 月，一汽-大众跨界联合音乐、旅行达人，

精准定位年轻受众，进行健身、出游等多场景

诠释，传递品牌年轻化标签。

6 月 16 日，一汽-大众打造以“高燃 616，1
元享大礼”为主题的直播，1500 张电商平台优

惠券瞬间售罄，三大电商平台直播时段总点击

量 16 万，实现了直播间与电商平台的打通，成

为一汽-大众第二届电商节中的一大亮点。

而 7 月 6 日，在一汽-大众品牌直播中心，

一汽-大众正式宣布著名青年演员江疏影出任

探岳X首席品牌官。

以直播的方式，江疏影诠释出“不负吾爱”

的哲学，并解读探岳X在先锋Coupe造型、运动

性能、智能科技的多维进化。

随着江疏影神秘身份得到揭秘，探岳 X 在

先锋Coupe造型、智能科技、运动性能的多维进

化也得到了深层次解读。7月 17日，探岳X将正

式上市。

在红色主题直播间中，江疏影向粉丝们透

露了为探岳 X 主打色起名字的专属权益，并发

布了两款专属 SUV 色号——烈焰红和暗香蓝，

江疏影本人更希望这两款颜色能为粉丝们带

来前行的力量，蕴含着来自疏影的祝福，直播

弹幕中数万粉丝为这两款颜色踊跃“打Call”。

作为宠粉达人，江疏影在直播间里为粉丝们

带来的福利自然少不了。对于前 1000 名“一元下

订”的购车用户，江疏影更是为粉丝们争取到了

价值 1300 元的侧护登车踏板，为个性化风格特

征再添点缀。

探岳X目前已开启预订，预售价格为 23.6万

元起。截至 7 月 19 日，预订探岳 X 可享三大购车

礼遇：第一，全款购车即享 2 万元购置税补贴；

第二，5 年 15 万公里超长质保及免费基础保养 5
次（含首保）；第三，一汽-大众老用户置换新车

可享 8000 元补贴，增购可享一汽-大众客户俱乐

部 20000消费积分及 10000定级积分。

从销商到品牌的直播业务快速布局的背后，

是一汽-大众对当前营销趋势的准确理解与高

效落地执行。

在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执行副总

经理、大众品牌执行总监马振山看来，直播用户

规模巨大，且消费能力强；疫情推升用户使用时

长快速增长；具有效率高、互动强的特点；可以覆

盖全用户旅程，成为直达用户的新渠道，用较小

投入带来更大价值。

马振山表示：“品牌与消费者对话的时代已

经来临，直播在 5G技术推动下、在疫情时期得到

了快速发展，车企要学会建立这样成熟的社交

模式，OEM 官方直播和经销商直播联动，相互

之间可以引流，将更多用户与销售店、汽车品牌

链接在一起。”

全面深化数字化转型
一汽-大众创新不止步

随着“新基建”的提速，数字化为汽车产业

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新机遇。从“远程办公”到“云

管理”，从“在线学习”到“新零售”，不少新需求

正推动着汽车企业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直播体系的搭建与落地只是一汽-大众数

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作为汽车市场的

领跑者，一汽-大众正从不同维度在数字化营销

上与时俱进地进行创新尝试和探索。

首先，一汽-大众大众品牌着力为客户建

立丰富的触点矩阵，如官网、官微、公众号、

商城、品牌 APP、小程序、客户俱乐部，再加

上 4S店店头、品牌体验店、展会，相继入驻抖

音、快手平台等。

同时，这些前端触点之间还预埋了相互引

流的入口，从而大大提升了品牌与客户交互的

广度。不止于此，一汽-大众大众品牌继而致

力于搭建起各触点之间的桥梁，将数据孤岛整

合，形成用户全生命周期档案、打通跨渠道用

户 ID、沉淀全渠道客户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一汽-大众大众品牌还建

立了 PGC、OGC、UGC 内容生产矩阵，将内

容生产转变为内容管理，打造自己的内容生产

供应链。

“我们鼓励 900家经销商和客户资源，利用

手里有车的优势，发挥各自的创意，每月能生

产 3万个短视频，大大丰富了内容生产。”马振

山表示。

对于汽车行业来说，在打通的智能供应

链、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化营销以及数据

的资产化变现等领域，“数字化”都将成为重要

的推动力，整个行业的商业模式终将被改变。

从打造品牌直播矩阵，到一系列数字化转

型的新尝试，一汽-大众对中国汽车行业新趋

势前瞻布局，成为了汽车产业数字化转型极具

价值的样本。

未来，一汽-大众大众品牌数字化营销的

不断创新，也将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更全面的

沟通渠道，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体验与服务。

·广告·

打造品牌直播矩阵 一汽-大众决胜数字化营销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变革浪

潮，谁能找到汽车产业转型的关键变量，

谁就握住了通向未来的“第一把钥匙”。

对于汽车营销来说也是如此。在移

动互联时代，人工智能、物联网、生命

科学、智能制造、新能源、区块链等一

系列革命性技术降临。

而新生代消费群体在移动互联网和

电商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线下体

验、线上购买”的新型消费行为，并愈

发需要便捷化、数字化、个性化的消费

体验。

5 月，一汽-大众蝉联市场冠军，

销量超过 18.17 万辆，实现同比 28.8%的

劲增，持续位列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榜

首。其中，大众品牌仍是当之无愧的中

坚力量，销量达到 10.64 万辆，同比增

长 1.1%，环比增长 10.4%。

在销量逆势上行的背后，一汽-大

众的数字化营销可谓功不可没。

“面对新的行业趋势和用户消费习

惯 ，一 汽 - 大 众 的 数 字 化 转 型 势 在 必

行。”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商务副总

经理、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董修惠表示，“即使数字化转型的过程

很艰难，我们依然会坚持主动创造机会以

取得更长远的发展，与年轻文化接轨。”

（数据、图片及信息来源：一汽-大众）

2020 年 7 月 9 日 星期四本版编辑 / 许亚杰
Tel：010-64098355

www.youth.cn

12 出行周刊
11-12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程鸿鹤

“冰雹来了！冰雹来了！车队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听到冰雹敲击车身发出巨大的

“咚咚”声，姜文义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姜文义是红旗 H9 长测的西线领队，

也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试验所整车可靠

性试验主任工程师。

从业 10 余年来，姜文义几乎跑遍了中

国“最冷、最热和海拔最高”的地方，恶劣天

气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但遭遇直径超

过 20mm的冰雹还是第一次。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冰雹发生在格尔木

到玉树的公路上。这段平均海拔超4000米高

原冻土路面上时有鼓起、塌陷，路面起伏不

平，急弯陡坡不断。同时，复杂多变的高原气

候，也让“一日之间经历四季”变成可能。

面对这种极端环境，由 5 辆红旗 H9、4
辆红旗 HS7 组成的测试车队安全通过。当

冰雹初歇，风雨初霁，车队停车修整时，一

道虹桥横跨天地。姜文义向同事们笑着说：

“风雨之后见彩虹，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对于自主品牌车企来说，这一幕或许

有着更深的寓意。

一方面，疫情为全球汽车产业链带来巨

大挑战，国内汽车市场也面临着持续深度调

整；另一方面，5月份销量前10的头部车企市

场集中度为61.8%，在进入存量竞争的当下，

自主品牌正处于关键的历史性节点上。

“疫情发生以来，人们对健康、安全、生

活品质的追求直接反映到了汽车消费上。”

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委员

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汽车行业商会会长

王侠看来，疫情按下了汽车企业优胜劣汰

的“加速键”，自主品牌上行已是势在必行。

“1.5 万公里长测就是检
验产品的最佳磨刀石”

在新车研发的流程中，试验环节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对于一款新车型来说，只有

将相关试验做透做全，才能保障新车品质，

赢得消费者的认可。

参加工作以来，姜文义一直在和新车

质量“较劲”。作为负责红旗 H 平台系列车

型可靠耐久性试验等工作的主任工程师，

姜文义曾担起 HS7、HS5 等项目的整车可

靠性试验扛旗指标。此次，姜文义再次毫不

犹豫地立下了红旗H9的长测“军令状”。

经过了整整22天的准备后，6月5日，由

10台红旗H9和8台红旗HS7组成的东、西两

线车队从长春出发。作为西线车队的队长，姜

文义带领车队一路经内蒙古、山西、宁夏、甘

肃、西藏、青海，并与东线车队在延安会师。

作为车队的瞭望者，姜文义负责坐镇

1 号领航车，通过对讲机实时通报前方急

弯、拥堵、障碍等路况。

每一次在服务区休整时，姜文义都会

召开短会，提醒长测队员注意行车安全、疫情

防控。同时，他还会跟同事们一起讨论红旗H9
在驾驶性、舒适性、动力性能、导航系统、空调

系统、燃油经济性等方面的驾乘感受。

姜文义告诉记者，在海拔近 3000 米的

格尔木，就有许多队员出现了或轻或重的

高原反应。只能靠服用止痛药物和车载氧

气缓解不适。让他感动的是，没有一声抱

怨，更没有一人退缩。“任务在心，责任在

肩”成了他们交流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让姜文义自豪的是，在 14 天的行程

中，无论是蜿蜒险峻的盘山公路，弯道密集

的砂石路段，还是乱石纵横的戈壁滩，红旗

H9 都能一一化解。在他看来，车队能够零

故障完成 1.5万公里的长测并不令人意外。

其实，在踏上西行之路前，这辆新车就在多

个试车场“摔打”，经受了充分的考验。

据姜文义介绍，尽管受到了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但红旗 H9 的整车可靠性试

验一刻也没有耽搁。

“从正月初六开始，团队就立即着手了

解全国各地的疫情情况，每天都忙着和各

个试验场地沟通。”姜文义透露，为了准时

并保证质量的完成试验，团队千方百计地

减少疫情影响，并在允许复工的第一时间

赶赴全国各地开展试验。

“2 月 10 日，红旗试验车队成为在青海

格尔木投入试验的第一支车队。截至 3 月

26 日，整车可靠性试验团队 70 多人已经分

散到全国各地展开试验，成为疫情中的‘逆

行者’。”姜文义说。

姜文义透露，以发动机试验为例，在此

次长测前，红旗H9配备的两款发动机均完

成了 500万公里的试验。作为可靠性试验工

程师，他常开玩笑说，自己的工作就像“磨刀

石”。从青藏高原试验路段安全返回后，他在

朋友圈写道：“只要潜心研发，打磨质量，自主

品牌终究会迎来雨过天晴的那一天。”

“俯下身子干研发，这就
是我们的事业”

尽管因为工作繁忙没能赶上红旗 H9
长测，但王抒楠还是时刻在朋友圈盯着同

事们的消息。

作为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动力总成部发

动机产品开发主任，王抒楠已经习惯了在

工作之余充当“义务讲解员”。解答大家对

于新车的疑惑。

一次，他转发了红旗 H9 在青藏高原

接受严苛测试的照片。“这款车的动力性能

怎么样”“期待新车上市”“顶一下自主品

牌”，在这条朋友圈下，不少人纷纷点赞并

留言咨询。看到一条条饱含着鼓励和希冀

的信息，他感慨万千。

时间闪回到 20 年前，中国的乘用车市

场基本被合资品牌垄断，同时汽车发动机

的关键技术也被合资品牌牢牢掌控。面对

全球汽车巨头们高筑的技术壁垒，发动机

核心技术的突破成为摆在自主品牌面前的

一道难题。可这谈何容易，很多企业试了一

下就退回去了，自己造不如直接买，导致三

菱的发动机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人就造

不好发动机”，大多数消费者对国产发动机

研发有近乎偏执的质疑。

中国一汽正是在这种困境下开始了发

动机的自主研发，而刚刚参加工作的王抒

楠恰好赶上了这个关口。初出茅庐的他暗

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造中国最好的发动机。

他跟着师傅从设计、仿真、试制、试验等多

个领域下功夫，历经 5 年时间，终于打造出

了第一款“中国芯”，年产 20余万台。

“当时好些朋友还问我，你们这款发动

机是不是日本发动机国产化的？”我当时既

高兴又失落，高兴的是自己的产品得到了

市场的认可，失落的是人们对国产发动机

自主技术还是信心不足。

如今，王抒楠已经参与了 3 个发动机

平台的研发，成功开发并量产了传统、混合

动力等 20 多个发动机机型。十几年的从业

经历让他愈发坚信，“技术研发”就是自主

品牌的命根子。

红旗H9搭载的CA4GC20TD及CA-
6GV30TD两款发动机供不应求，更是让坚

持自主研发的王抒楠尝到了甜头。

他回忆说，在 CA4GC20TD 发动机的

研发之初，发动机燃烧核心技术一直难以

突破。在利用光学单缸机反复比较缸内油

束雾化和燃烧效果的过程中，高速摄像机

每秒能拍 1 万多帧，虽然有专业软件处理，

但是重要的部分还是要人工评价。

“我们有个小伙子曾经聚精会神连续

盯着屏幕看了 16 个小时，造成短时间的视

力下降。”王抒楠回忆说，那一阵儿大伙儿

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一个个儿都跟打了

鸡血似的”。

为了抢时间，他们白天处理数据、讨论方

案，晚上加班做试验，经常后半夜才回家。半年

多下来，开发团队的所有人都瘦了一圈。

作为中国一汽全新一代发动机产品，

红旗 H9 的两款发动机背后凝聚着比过去

多出不少的工作量。据介绍，研发团队自主

完成了 2352 份图纸设计和 61 项技术文件

编制，预研试验是过去项目的 3-5倍，零部

件、系统、附件的试验项目及台时均居国内

首位，整车路试超过当量 500万公里验证。

“与此同时，研发团队还完成了 146 项

具体技术创新工作点，授权、受理 172 项专

利，获得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

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王抒楠说。

这样的努力没有白费，红旗H9的20TD
发动机额定功率185kW，扭矩380N.m，采

用高压缩比米勒循环、智能热管理等10项

核心技术，最高热效率39%。而30TD发动

机是国内唯一量产的自主研发V型6缸发动

机，填补了国内大排量机械增压发动机的

空白。

2019 年，红旗 H9 搭载的两款发动机

20TD和V6TD双双获评“中国心十佳发动

机”，同时中国一汽获评技术先锋奖。有评

委感慨说，这还是奖项设立以来，首次有一

家企业在同年有两款发动机获奖。

“在汽车行业，只要是猫着腰、俯下身

子研发的，终究会走到前列，而奉行拿来主

义的，始终无法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王抒楠透露，如今，一汽的研发投入每年都

在增加，这让一线的工程师们更加有信心

和干劲儿。

“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自主发动机对

国际标杆已经完成跟跑到并跑的过程，即

将冲刺领跑。以前，加班是对着任务来说，

现在是对着事业来说。”王抒楠经常向身边

的人感慨，自己是见证了中国技术赶超国

际先进的幸运儿。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王抒楠从踏进

汽车工厂的第一步起，就踩在了历史的鼓

点上。“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也牵动着我

的心和它共同跳动。”他说，自己现在没有

什么别的想法，“为中国汽车工业俯下身子

干研发，这就是我一生的事业。”

“能多想一个方案，绝不
偷一分的懒”

近年来，汽车“新四化”带来的技术革

命，已经重塑了全球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

方向。如何在智能化、电动化、共享化、网联

化时代拔得头筹，取得技术突破，成为全球

各大汽车企业和科技公司最关注的问题。

特别是随着“新基建”的提出，汽车业

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正不断走向深入,助
推企业革新产品模式、重塑产业生态。

“一开始学编程的时候，200多行代码敲

出来，发现 100 多个 Bug。”一汽研发总院

CAE研究所整车安全性能主任朱学武最初

接触编程的时候，完全是“硬着头皮往上冲”。

朱学武上一次接触编程还是上大学的

时候。对他来说，2017 年年底重新捡起编

程、写代码，就像面对着一块块陌生的积

木，成了每天都绕不开的痛苦经历。

“最开始，一行代码就得憋一个礼拜。”

朱学武回忆起那段并不轻松的故事，倔强

地说，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

他敲下的一行行代码，最终成了整车

安全数字化仿真平台的一部分。

据介绍，整车安全数字化仿真平台可

以使 CAE 虚拟验证的效率更高，从而为产

品开发节约时间、缩短周期。这样一来，朱

学武的“代码积木”为打造爆款产品提供了

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效率。

但是，整车安全数字化仿真平台需要

团队集成现有的分析软件，通过二次开发

的手段搭建，这让工程师们犯了难。

“如果找供应商搭建，核心技术还是掌

握在别人手里。软件一升级，就会带来新问

题。”朱学武说，“所以，从第一行代码开始，

我们就自主搭建这套系统。”

因为此类软件较为小众，“懂软件底层

语言的人几乎没有”。为此，朱学武团队就

找来学习资料，利用每天的下班时间和周

六时间学习编程。

短短两年内，朱学武团队编写了代码

133541 行，申请软件著作权 18 项，最终成

功自主搭建了整车安全数字化仿真平台，

在行业内首次实现了 CAS 及布置自动校

核等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运用这套系统，朱学武

团队成功追回了因疫情损失的时间，使得

红旗H9提前 3天达成“5星安全”目标。

“通过全流程的数字化，这套系统提升

了 54%的仿真效率，每个项目可以降低成

本 92.65 万元。同时，实现了 CAS 校核精度

100%，整车配重精度 100%，JOINT 建模精

度 100%。”朱学武说。

一个业内共识是，面对行业巨头的专

利壁垒，“拿来主义”不能解决中国汽车行

业的“技术空心化”难题。只有以技术做

后盾，才能支持自主品牌突出重围。一代

代研发人的实践证明，中国汽车人并没有

固步自封，而是用实际行动向世界汽车产

业的新高地冲锋。

“研发就是能多想一个方案，绝不偷一

分的懒”，作为研发“老将”，朱学武一直相

信这个朴素的道理。在他眼中，作为一个工

程师，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不把一丝一

毫的问题带到下个工序。“只有这样，才能

让日思夜想的自主梦走进现实。”

自主品牌逆势上行 先要打赢技术“翻身仗”

①红旗 H9 的两款发动机背后凝聚着比过去多出不少的工作量。在动力总成开发工程师王

抒楠看来，自主发动机研发历经多年积累，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过程，即将向“领

跑”发起冲刺。

②作为整车可靠性试验工程师，从业 10 余年的姜文义几乎跑遍了中国“最冷、最热和海拔

最高”的地方。他认为，自主品牌走向国际，突破“卡脖子”技术将成为关键。

③朱学武表示，“新基建”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同时，它也按下了汽车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快进键”。

③③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