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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中国商用车轻量化澎湃向前
——专访爱普中国董事长顾代君
文 | 王思杰、李建、刘明星

随着全球各大车企相继宣布燃油车终止计划，
汽车迈向了全面的电动化趋势，电动化不仅仅要解决
“电池里程焦虑症”，更要实现“轻装上阵”。新能
源汽车对轻量化要求更加迫切。
当前的汽车轻量化，包含了哪些技术呢？汽车
轻量化技术包括结构优化设计、轻量化材料的应用和
先进制造工艺等三方面。材料轻量化是实现汽车轻量
化的重要技术，当前轻量化材料主要包括高强度钢、
铝合金、镁合金、塑料和复合材料等。如何“更轻”、
“更可靠”、“更安全”，成为各大企业研究的重点，
也考验着企业的远见、胆识、魄力和智慧。
2018 年 10 月，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走
进了“中国客车绿色发展联盟”创始成员单位——爱
普车辆（中国）有限公司（简称为“爱普中国”），
采访了爱普中国董事长顾代君，探寻到了爱普中国在
轻量化的路上如何一直引领，澎湃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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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请简要介绍爱普现有规模、产品种类、企
业现状？

用验证，安全可靠有保障。
更经济：世界节能与环境协会基于交通运营商的数据
显示，整车减重 10%，可降低油耗 6% ～ 8%；节省电能

顾代君：爱普是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 2003 年，经

6% ～ 9%；由于全铝车身的保修年限超过 15 年，设计年限

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现已成长为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可达 30 年，可有效提高客车的使用年限，降低成本；同时，

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制造企业。2014 年成立爱普车辆（中国）

可减少中修费用；减少刹车片、轮胎等易损件的更换和维修

有限公司，轻量化产品序列正式独立，目前已发展成为商用车

费用；减少整个生命周期的防腐费用；更易安装拆缷，大幅

轻量化龙头企业。公司生产基地位于距离上海 100 公里的江

度降低人工维修成本；铝材回收也带来更高的车辆残值等；

苏省启东市，总占地面积 400 多亩；研发中心、销售中心位

一般来说，三年运营就可收回采购成本，全生命周期可节约

于上海市静安区。

成本 10 万元以上。

爱普产品包括客车全铝车身、铝合金舱门、智能电子电器、

更美观：铝合金的防腐特性，特别适合应用于沿海、沿

专用车轻化量零部件、乘用车轻量化零部件、物流车整车设计

江等潮湿多雨地区，可确保车辆全生命周期不锈蚀，无锈迹

与制造等；公司获得数十项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多款产

产生，无需车身中修；同时，更好的车身表面质量，利于塑

品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始终以 IATF16949 质量管理

造城市形象。

体系为规范指导，多款产品通过 CE 认证。

更环保：使用一台全铝车身全生命周期可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50 ～ 80t；不需要整车电泳，可避免电泳污染；大幅度

MFC：爱普中国作为客车行业轻量化的领军企业，
全铝车身的技术特点是什么？

减少焊接污染、粉尘污染等。铝材回收后 100% 可循环再生，
是真正节能减排的绿色环保金属。
爱普中国从 2013 年开始研发全铝车身，第一台样车于

顾代君：全铝车身客车是指通过对原钢制客车车身及底盘的

2014 年亮相上海国际车展。2015 年，爱普中国与美国铝业

重新优化设计，或对新车型全新设计，使客车车身的五大片骨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成为美国铝业（现名“奥科宁克”）

架（包括顶盖，左侧围、右侧围，前围、后围）使用铝合金材料，

在中国 BUS 领域的唯一战略合作伙伴。爱普上海研发中心、

车身蒙皮（包括顶蒙皮和左右侧围蒙皮）使用铝蒙皮。

美铝中国研发中心（CTC）、美国研发中心（ATC）技术人

由于铝合金更高的强度、更轻，可回收利用，防腐蚀，
不易碎，更好的成形性，弹性及防震性，易于附着涂料，亮丽
的外观等特性，铝合金在客车现阶段应用中有着显著优势：
更轻：使用全铝车身的客车车身骨架减重可达 35%~45%，
蒙皮减重达 50% ～ 60%，12 米客车整车减重 500 ～ 1200
公斤；爱普铝合金车身的批量应用已经覆盖公交车 6 ～ 18 米 、
单双层全部车型；是目前市场上减重效果最好，综合性价比最
高的轻量化解决方案。
更安全：车身结构优化，强度优于传统车身，钢度匹配；
减重同时可使客车重心降低，防侧翻，有效缩短刹车距离，大
大提高行驶安全性；此外，铝材的吸能特性，可在碰撞的时候
吸收更多能量，保护乘客。目前，爱普全铝车身已经通过超过
10 万公里的国家级试验场可靠性试验，超过 5000 台批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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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公交车全铝车身的三种主要连接方式各自优劣势
铆接（爱普）

螺栓连接

焊接

结构强度

美铝专利铆钉，有 3 万牛的抗剪切及 2 万牛的抗拉
伸性能，极大提高连接强度；传力可靠；密封性能
好，一经安装，永不松动

在交变荷载下，螺纹牙容易变形

焊接后形成热影响区， 强度降为
母材的 60%—70%，连接强度有
损失

加工精度

纯机械方式固定，数控中心加工， 精度高

易松动，精度较差

存在高温热熔变形，精度较差

铆钉套环挤压变形后即固定，肉眼可测，一致性高； 扭矩检测困难，一致性很难保证；孔距
品质一致性
不会因铆接造成型材变形，公差控制精度高
误差大， 全车公差指标无法有效保证

可靠性

售后维修

价格

HUCK 铆钉，永不松动；通过了三个国家级试验
场的可靠性测试；最长车身设计寿命 30 年
（已批量供货）

对疲劳的耐受程度差； 未通过国家级
试验场可靠性验证

容易出现虚焊、漏焊， 检测工作
量大，一致性很难保证；变形收
缩量大（钢的 3 倍），公差难控
制
对疲劳的耐受程度较差，未通过
国家级试验场可靠性验证

需要进行常规检测，检测需要拆开蒙皮；
如果孔位没损伤可以原位再铆；孔位有损伤可以旁
焊完再焊对强度损失很大；对技
维修后很难保证扭矩和原有扭矩的一致
边加铆；型材有损伤，可以模块化替换
术工人和售后工人技术要求高
性

HUCK 铆钉美国进口，价格较贵

中

低

受到了整车厂和终端用户的一致好评。
铆接、螺栓连接和焊接，是国内公交车全铝车身的三种
主要连接方式，各自的优劣势如表所示。铆接技术在可靠性、
一致性、强度、精度等方面都有突出优势。实际上，在最近
几年的应用中，铆接技术已经获得整车厂和终端用户的普遍
认可。

MFC：如何看待轻量化在新能源发展过程中的地
位？
顾代君：纯电动车新时代到来，给所有燃油车带来了警示，
混动也只是过渡方案，最终内燃机会从大规模量产的汽车上
渐渐消失。事实上，欧洲各国从 2010 年左右开始，就制定了
各类野心勃勃的电动车发展规划，在 2016 年，德国政府甚至

汽车的快速发展，如何进一步提高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成

已经开始讨论 2030 年前消灭所有燃油车的法案。面对新能源

为行业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而轻量化是新能源车提高续航

2018.11 金属板材成形

40

COVER 封面

螺栓连接、铆接。焊接结构简单，但由于铝合金的焊接远比
钢材复杂，焊接变形大，焊接热影响区的强度显著下降，而
且对疲劳耐受性差，因此在一致性及寿命方面会存在问题。
螺栓连接成本相对较低，但扭矩检测难度大、一致性较差，
并且螺纹在强震动下易松动，需要进行常规检测。相比之下，
铆接结构能充分发挥铝合金材料截面可设计性强的优势，同
时避免焊接可能带来的缺陷，而且环槽铆钉“一次安装，永
不松动”的高可靠性保障了整车的结构安全性，因此可以做
到减重效果明显、安全性高，同时后期基本免维护。
服务方面：
⑴全生命周期质量保障，无需各种常规中修、大修，非
里程和改善整车性能的重要手段。当前铆接全铝车身是客车

事故原因的质量问题，全生命周期质保（目前还没有出现过

轻量化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类质量问题）；
⑵接到客户报修，24 小时内响应并给出维修方案；江浙

MFC：爱普在产品创新、研发以及服务和打造品
牌形象方面有何竞争优势？

沪 48 小时，国内其他城市 72 小时发货至客户；
⑶可以直接跟终端用户签订售后服务协议，约定维修方
案和价格，做到过程透明、成本可控。

顾代君：
产品方面：
目前铝合金客车的车身连接方式主要分为三类：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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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中国于 2015 年与奥科宁克（原美国铝业）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开发第三代全铝车身技术。爱普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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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在中国的相关知识产权，是国内客车铝合金车身的最大

之一；二是资源问题，由于多煤少油缺气的能源格局，我国

独立供应商，技术路线和技术力量不仅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2017 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 67.4%，而当前汽车耗油约占

已经批量供货福田欧辉、厦门金龙、厦门金旅、苏州金龙、

我国石油消费量的 1/3，预计 2020 年将会上升到 57%。针

中通、吉利、银隆、申沃、申龙、万象等国内 26 家客车整车

对这两个问题，政府一方面积极推行电动化，并在补贴门槛

企业，共完成样车车型 65 款，批量供货超过 5000 台。在国

中设置能耗门槛，不断降低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另一方

际上也排在前列，爱普全铝车身已经出口法国、澳大利亚、

面对传统燃油车的能耗要求不断提高，我国政府提出到 2020

韩国、新加坡、克罗地亚、匈牙利等十几个国家，并和印度

年当年生产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 5L/100km，相比于

TATA、马来西亚 TQ 等国外整车企业签订了技术开发协议，

2015 年国标，年降幅达到 6.2%。

是爱普技术和品牌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不管是改变能源形式还是提高油耗标准，由于现有整车
结构及技术的限制，都会倒逼整车厂在轻量化方面不断深入。

MFC：您是如何看待轻量化在新能源发展过程中
的地位？

轻量化带来汽车安全性及能耗性能的提升：
⑴能耗性能的提升。
世界节能与环境协会基于交通运营商的数据显示，整车

顾代君：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两个问题：一是

减重 10%，可降低油耗 6% ～ 8%；节省电能 6% ～ 9%。

环保问题，根据公安部数据，2017 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以爱普轻量化铝制新能源公交车为例，12m 长的车身整

3.1 亿辆，机动车排放物已经成为我国污染排放物的重要来源

体减重接近 1t，续航里程可延长 8% ～ 10%，新能源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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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质化材料更符合政府补贴标准和技术要求。
⑵安全性和操控性能的提升。

MFC：请您简单谈谈爱普未来的发展目标和长期
规划？

除了高油耗和高排放之外，汽车负载过重还导致操控性
差、加速慢、制动差。轻量化汽车则能够保证在突发情况下，

顾代君：2018 年是爱普发展的重要里程，公司成立 15 周年，

驾驶员能够灵活控制车身姿态、躲避危险物和及时刹停。传

IPO 进程的第二年。随着国家新能源发展战略对交通运输行

统观念认为汽车越重越安全，事实上只要设计、选材和制造

业的扶持，效果已经显现。爱普也搭上了行业高速发展的列

工艺合理，轻量化完全能够满足国家汽车安全标准。安全措

车。我们会以轻量化为发展方向，以中国汽车轻量化龙头企

施可以分为主动安全措施（防止事故发生）和被动安全措施（减

业为发展目标，围绕轻量化整体目标规划产品组合，打造客

小事故后果），汽车轻量化在两个方面都能大幅提升安全性能。

车、专用车、乘用车三大轻量化产品序列。爱普制定了详细

轻量化汽车拥有更强的主动安全性和操纵性能。同等条

的市场策略，保持客车全铝车身行业第一的位置，并致力于

件下汽车越轻，制动器要消耗的能量就越小，制动距离越短，

继续提升全铝车身渗透率，扩大市场占有率。爱普也制定了

汽车主动安全性更强。根据国际铝业协会的研究结果，整备

完整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发力专用车、乘用车的轻量化产品

质量减轻 10%，制动距离减少 5%，转向力减小 6%，行驶

线，同时继续研发智能电器等传统优势产品。为成为全球领

稳定性更好。此外汽车减重后获得更好的操纵性能和加速能

先的汽车轻量化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者不断努力进取！总之，

力，驾驶体验更佳。

爱普中国一定不辜负、不懈怠，用实际行动和成绩回报客户、
投资人和员工的信任，做中国制造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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