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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克微蓝 7纯电动SUV和微蓝 6插电式混动车
动力电池系统解析

作为别克品牌“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

共享化”战略布局的重要落子，别克微蓝 7 纯
电动 SUV和微蓝 6插电式混动车搭载的新一
代模块化高性能三元锂离子电池组，汇集通用
汽车在电池研发、设计、制造和认证等领域数
十年体系化的积累与前沿技术的优势，并得到
上汽通用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发展中心智能化
制造体系的保障。

核心技术领先行业
“三高”优势树立新标杆

微蓝 7和微蓝 6 PHEV的动力电池系统
严格按照通用汽车全球最高标准的动力电池
开发、设计与试验验证流程，根据新车的定位
和需求进行专门开发。双车均采用新一代高度
集成式模块化设计，在至为关键的电池组模块
设计、电芯级智能温度管理系统、三电系统安
全、电池封装技术等领域拥有完整核心技术。

■ 高比能、长寿命电芯

别克微蓝 7 和微蓝 6 PHEV 选用的三元
锂电芯， 是基于 LG化学领先的技术方案基础
上，进一步优化了专属配方与设计，能量密度
更高，寿命更长，并具有更好的温度适应性，使
得电池组循环寿命得以充分保障。

■ 电芯级智能温度管理系统

别克微蓝 7 和微蓝 6 PHEV 动力电池系
统采用了通用汽车专属的电芯级智能温度管
理系统，并根据两款车各自的结构、造型、性能
和其他需求进行了度身定制，保证了电池组在-

35℃~55℃的宽泛环境温度下工作性能稳定。

■ 高强度集成化的结构安全设计

微蓝 7 和微蓝 6 PHEV 的电池包造型更
紧凑也更轻薄， 为车身预留了更宽裕的空间。

降低重量的同时，微蓝 7和微蓝 6 PHEV还为
电池包提供了更高强度的结构防护：IP67级密
封设计，可保证最高要求的防尘和水下 1?浸
泡 30分钟的防水性能， 不仅将任何尘埃固体
物杜绝在外，而且在车辆涉水时亦保证电池组
的安全运转。

微蓝 7 电池包底部还采用带加强筋的钢
制托盘设计，确保轻量化的同时，合理的结构
设计为电池组的碰撞安全性带来保障。而且微
蓝 7车身采用高性能 BFI一体化车身结构，高

强度钢材应用比例高达 78%，A柱、B柱、铰链柱
内板、雪橇板、前后纵梁等地方都使用了抗拉强
度达到 1500Mpa的超高强度热成型钢（PHS），充
分保障整车和电池包的强度安全。

■ 电池组系统安全性

别克微蓝 6 PHEV 前舱中的高压线束均采
用横向出线， 保证在碰撞中高压线束的完整，在
关键区域特别采取高压线束包裹防割袖套，有效
提供双重保护。同时，高压线束的连接部分都采
用二次锁结构， 避免高压线的松脱及误触碰；此
外，高压线连接的零部件外壳都采用双路接地设
计，杜绝因内部绝缘破坏而引起的触电事故。

别克微蓝 7具有智能充电保护、充电口双路
温度检测、智能故障提醒、碰撞自动断电、电量自
动均衡等电池组管理技术。

■ 安全、耐久性试验认证

通用汽车在美国和中国都有独立的电池实
验室，当中设立了自己的电池试制生产线，用于
电池原型开发和各类型的试验认证。在每一款电
池投放市场前，通用汽车会在电池实验室里进行
3-5年的电芯验证与测试。

微蓝 7和微蓝6 PHEV 的电池通过挤压、碰
撞、浸泡、火烧、过充、过放、短路、盐雾等 10 余
类极限试验， 其中振动试验时长是国标的 9

?，高低温交变试验时间是国标的 10 ?，腐蚀

强度试验的时长达到国标的 12 ?， 并在温差
范围-40℃~85℃的环境舱下，模拟极热、极寒、高
海拔地区的使用工况，确保电池结构安全。电池
组还会经历涵盖机械、热力学、电气、寿命、性能
等各个方面百余项系统与整车测试，确保电池组
在更长生命周期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智造体系赋能生产管理
严标准、高品控

上汽通用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发展中心于
2015年在上海浦东金桥成立，是通用汽车全球第
二家及北美之外第一家电池装配中心，与通用全
球同步专攻电池系统的设计、研发、测试、生产
等，规划产品线覆盖轻混、全混动、插电混动（含
增程式）、纯电动等全系新能源车电池组。其采用
与通用汽车北美一致的、 全球领先的组装工艺、

技术标准和品控管理，基于自动化、数字化、网联
化智能制造体系，为上汽通用汽车全面发力新能
源战略提供可靠保障与强大助力。别克微蓝 7和
微蓝 6 PHEV 搭载的新一代模块化高性能三元
锂离子电池组，正是在这里完成组装生产。

■ 工艺操作自动化率 100%

电芯堆垛和电池模组装配过程中，电芯和模

组的上料、装配、运输和电池模组测试的全线工
艺操作全部由机器人或机械手智能完成，自动化
率达到 100%，避免人工操作带来的安全风险，确
保每个电池模组产品的一致性，提升了电池的质
量可靠性。

■ 高规格工艺精确度

电芯堆垛和电池模组装配工艺中，机器人每
一次的上料/下料/搬运过程中精度在 0.1mm 以
内，极大提高了产品的装配效率、准确性和质量
稳定性。在装配工序后，还通过压力控制复查确
保整体质量的稳定性。

■ 可智能追溯关键零件

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微蓝 7 和微蓝 6

PHEV的电池组电芯、模组堆叠电子元件、高压线
束等每一个关键零部件，不仅在装配过程中实现
了零部件数据的实时采集、监控和预警，确保生
产有序进行，而且还通过完备的产品信息追溯系
统，拥有各自的“身份证”，可精准进行后续追溯。

■ 超声波极耳焊接

采用先进的超声波焊接技术焊接电芯极耳，

不仅无熔焊缺陷，而且可针对不同的材料，采用
不同的超声波焊接技术。其优势在于不会对半导
体等材料引起高温污染及损伤，减弱了极耳撕裂
风险，保证了电芯的安全性，尤其是便于焊接类
似于铝、 铜这类高热导率及高电导率的材料。该
项技术由工业机器人在视觉系统引导下准确定
位，自动操纵超声波焊接头，完成电芯正负极极
耳的焊接，使电池模组形成通路。

■ 三连测三层级，生产质量全线保障

电池装配过程中分电芯、模组和电池组三个
级别，都需要分别进行功能性、电性能和电气绝
缘等安全检测和评估，保证电池装配线安全生产
和出厂产品质量。

其中电池组的电性能测试需要通过高热灵
敏度、-20℃ ~350℃超宽温度范围的红外热成像
探测技术，实现非接触的全产品轮廓范围内的实
时温度变化监测，确保微蓝 7和微蓝 6 PHEV动
力电池系统的质量和测试安全；通用汽车专利的
焊接电阻检测设备可以进行模组焊接质量检测，

若发现焊接存在虚焊、漏焊等情况，则由人工补
焊对该点位进行补焊； 为了确保别克微蓝 6

PHEV的片层液冷导热片和微蓝 7的液冷回路系
统中没有漏点，在模组装配线还会采用质量流量
法进行泄露测试，提高测试精度的同时更缩短测
试时间。

通用汽车中国前瞻技术科研中心
电池实验室

微蓝 6 PHEV动力电池系统接触总成

微蓝 7 搭载新一代模块化高性能
三元锂离子电池组

别克微蓝 7纯电动 SUV和微蓝 6插电式混动车

需要经过怎样的设
计， 才能赋予电池系统真
正领先的核心技术？

需要经过怎样的锻
造， 才能确保电池系统在
恶劣环境下的安全性、可
靠性以及耐久性？

1993年，刚毕业的吴闻蕾进入瑞金一路幼
儿园，遇到上海市教育功臣、园长郭宗莉。在吴
闻蕾 27年的职业生涯中， 郭宗莉让她懂得如
何“读懂每个孩子”。

吴闻蕾清楚地记得面试那天的一个细节：

“郭老师当时看了一眼我的手。”刚毕业的姑娘，

涂了指甲油，虽然当时郭宗莉什么都没说，但吴
闻蕾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涂过指甲油进幼儿园。

也是刚开始当老师时，一天吴闻蕾上班穿
了一件玫红色一字领上衣，孩子们的目光被这
件衣服吸引了。下班后，郭宗莉找吴闻蕾谈话：

“你穿颜色如此鲜艳的衣服， 孩子们的关注点
都在你衣服上，没法将注意力集中在活动和游
戏中。”这又一次让吴闻蕾“顿悟”。后来，这件
衣服被永远藏在衣柜里。

2010年， 吴闻蕾调入思南路幼儿园任教，

郭宗莉早先任这里的园长， 两人再续前缘。一
天，吴闻蕾买来漂亮餐布，想以此激发孩子们
的用餐兴趣。 郭宗莉当即给予肯定：“挺好的！

餐布可以吸水，孩子即便打翻餐具，食物和水
也不会泼在身上。” 吴闻蕾陷入沉思：“我看到
的是餐布漂亮，可郭老师却从孩子们的视角出
发。 我是否真正关注到孩子们生活中的难题？

是否真正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

“郭老师的严谨是出了名的。她告诉我，说
任何一句话都要精准。”吴闻蕾说，在郭宗莉指
导下，她潜心研究和探索幼儿发展规律，坚持以
“儿童需求”为教学导向，在工作之余撰写近百
篇幼儿观察案例。 她说：“是郭老师教会我如何
观察孩子，如何从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

今年，已是吴闻蕾当幼教的第 27个年头。

每天早晨站在幼儿园门口向孩子们问声好，已
成为她的“必修课”。“这也是郭老师常年坚持的
习惯。”她说，郭老师叫得出每一个孩子的姓名。

从“爱的校长”到“云朵校长”，黄浦区卢湾
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蓉瑾有许多雅称。可提起自
己的恩师张晓春，她立马变身“小迷妹”。那一
叠留下老师评语的作文纸，她保存至今……

师恩难忘， 吴蓉瑾常想起与恩师初见时。

当时，读大学的吴蓉瑾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埋头
看书，张晓春老师从门口走进来，“我觉得这个
老师长得好好看，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她
的那双大眼睛好像会说话，即使不笑，那双眼
睛都有笑意。”

张老师环视了一下全体学生， 吴蓉瑾说：

“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她那时候就看向了我，就
像一道阳光，一下照进我心里。”吴蓉瑾努力当
上了课代表。每次老师批改完作文，吴蓉瑾拿
到发下来的文稿纸，都会迫不及待地读。有时
老师评语比较长，但每一句话仿佛写在自己心
上。吴蓉瑾坦言，当时看的书比较杂，写的文章
内容也比较宽泛，“但是张老师给了我一个足
够的空间，给了我这样一个羞涩、内向的孩子
足够大的空间去发挥”。

令张晓春吃惊的是，吴蓉瑾至今还留着当
年写作课上老师留下评语的作文纸。“我一直
觉得教师是个很幸运的职业， 这几十年走过

来，曾有出版社、报社要我去，当时也想过走，

因为教师有的时候的确蛮辛苦的。但最后还是
没走，因为舍不得，这里面有收获。”

吴蓉瑾说，在成长历程中，像晓春老师这
样的老师有好几个，“包容我奇奇怪怪的个性，

呵护我成长，宽容对待学生的不足”。她坦陈，

自己很多教育教学的方式，都来自某位老师的
独特启发。

“唐校长给我出了两道数学题，我做出一
道，至今记忆犹新：唐校长站起来，拍了拍我肩
膀说：‘小冯老师，应该是冯老师，你就是上中
老师了！’”1990年， 冯志刚从华东师范大学数

学系毕业，到上海中学面试，遇到时任校长唐
盛昌。师徒两人同毕业于数学系，相差 27 岁。

冯志刚说，对自己人生和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
就是唐校长。

从转正公开课、职称评审，到特级教师评
审公开课，唐盛昌听过冯志刚人生中最重要的
三次公开课。在冯志刚印象中，唐校长一直很
严厉，“唐校长经常‘骂’我，不过‘骂’代表自己
还有希望。”

在冯志刚看来，唐盛昌上课有“三高”———

高立意、高思辨、高互动。数学公开课上，老师
一般不太敢让学生回答问题，因为答不出就会
杵在教室里。唐盛昌却相反。45分钟一堂课，围
绕同一个问题提许多问题，每个学生都有两三
个回答的机会。看似很随意地提问，其实都经
过深思熟虑。冯志刚听他的课，更不敢开小差。

“有一次，我也被叫起来回答。唐校长后来才发
现，‘哦，原来你是老师！’”

冯志刚教的是数学班，当时 22岁的他，比

学生大 7岁。“当学生做题做不过你，才会服你！”

刚上班两三年，他就把学校图书馆所有数学资料
题都做遍了，共记录了 1 万多张题卡。虽然师徒
俩的授课风格不太一样， 但都有自己的特色。冯
志刚从教至今， 由他领衔的数学团队指导的学
生，已累计获得 12枚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

2013年，唐盛昌卸下校长，冯志刚接任。“当
校长，我自己挺意外。对我来说，当时正适合再带
学生多拿几块金牌。 但唐校长说，‘你自认为做不
好，就是有希望。’”如今，冯志刚常对青年教师说：

“机会有时会给‘没准备’好的人。虽然总有人遗憾
为何没抓住机会，但这个过程中，人就成长了。”

上海纽约大学荣誉校长俞立中印象最深的
老师之一， 是他在市西中学读高中时的班主任、

语文老师赵家滨。

“他从来不端老师的架子，而是亦师亦友。”

俞立中回忆，赵老师总是以一种平等的姿态面对
学生。当年上山下乡初到农场时，俞立中碰到各
种难以面对的困难，一下很难接受。“我第一时间
想到写信给赵老师，希望他能给我鼓励和指点。”

赵老师很快回信表示理解。但他同时提醒：这世
界本身就是多样的， 要勇于面对各种社会现实，

敢于渡过这样的困难场景。

“在我成为一名老师时，中学老师的形象一
直刻印在脑海中。”俞立中深有感触：一个好的老
师并不一定通过严厉的训导和教育来影响学生，

往往是在平淡的只言片语中， 潜移默化影响学
生。如何平等地面对学生，耐心倾听学生诉求，关
心学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用自己的人
生经历来引导学生更好地思考问题，这都是一个
教师应该做的。

两周前，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去看望自
己的中学恩师———曾在虎林中学担任语文老师
的钱承杰。在那个特殊年代，童世骏找不到什么
课外书看，钱老师从学校图书馆借出一些书给童
世骏读，包括一些英文简易读本。钱老师还常带
着学生去柴油机厂、长风公园参观，回来写作文。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童世骏正在崇明跃
进农场十八连队工作，没有集中时间复习。钱承
杰给他寄来一叠油印材料，不仅有他教的语文课
内容，还汇总了其他科目的知识要点。

“钱老师敬业，不高调，也没什么豪言壮语。”

童世骏说，这么多年过去，钱老师教过无数学生，

但大多数学生的姓名和长相，他都清晰记得。

今天是第 36个教师节，上海大中小幼学校“掌门”忆恩师

名师和他们的老师：一道光怎么照进孩子心里
■本报记者 龚洁芸 徐瑞哲 许沁 李蕾

今天是第 36个教师节。当你与你的老师重逢时，你的老师也正与他（她）的老师重逢。

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好老师，这个社会需要更多好老师。好老师启迪心灵，而师者与
师者的传承，使良师的意义倍增。

上海多位名校校长提起恩师，不止于回忆故事，他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当年恩师的
某一道影子。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蕴含着育人理念，仍值得当下教育人汲取。

幼儿园荩荩荩

“教我从孩子角度思考”

园长吴闻蕾谈恩师郭宗莉

小学荩荩荩

“宽容对待学生的不足”

校长吴蓉瑾谈恩师张晓春

中学荩荩荩

“自感做不好就有希望”

校长冯志刚谈恩师唐盛昌

大学荩荩荩

“从来不会端老师架子”

俞立中童世骏忆中学恩师

吴闻蕾（左）和恩师郭宗莉（中）在一起。

童世骏看望恩师钱承杰（右）。 俞立中（左）和恩师赵家滨（右）。

吴蓉瑾（左）和恩师张晓春在校
门口重逢。 均受访对象供图

冯志刚（左三）和恩师唐盛昌（右二）。制图：王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