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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月月 1919 日日 ，， StarskyStarsky

RoboticsRobotics 公 司 联 合 创 始 人公 司 联 合 创 始 人

Seltz-AxmacherSeltz-Axmacher 宣布宣布，，该公该公

司即将停止打造自动驾驶卡司即将停止打造自动驾驶卡

车车。。由于没有投资者对该公由于没有投资者对该公

司感兴趣司感兴趣，，以及货运业务不以及货运业务不

景 气景 气 ，， Starsky RoboticsStarsky Robotics 将将

停止运营停止运营。。

StarskyStarsky 公司于公司于 20172017 年成年成

立立，，其专注于研发自动驾驶其专注于研发自动驾驶

远程控制卡车远程控制卡车，，即让车辆以即让车辆以

自动驾驶模式在高速公路上自动驾驶模式在高速公路上

行驶行驶，，远程驾驶员会引导该远程驾驶员会引导该

车顺利运行最后几英里车顺利运行最后几英里，，直直

到到达目的地到到达目的地。。在在20172017年的年的

一次访谈中一次访谈中，，Seltz-AxmachSeltz-Axmach--

erer 描述了其脑海中的描述了其脑海中的““理想理想

场景场景”，”，一名一名““驾驶员驾驶员””坐在坐在

房间里房间里，，却可以同时监控道却可以同时监控道

路上多达路上多达1818至至2020辆卡车辆卡车。。该该

名驾驶员使用摄像头和方向名驾驶员使用摄像头和方向

盘等车辆控制装置盘等车辆控制装置，，可以无可以无

缝切换车辆控制按钮以控制缝切换车辆控制按钮以控制

车辆车辆。。在进行在进行““最后一英最后一英

里里””交付时交付时，，驾驶员还可以驾驶员还可以

在控制室里驾驶车辆在控制室里驾驶车辆。。这意这意

味着味着，，虽然车内没有真正的虽然车内没有真正的

驾驶员驾驶员，，但是驾驶员却可以但是驾驶员却可以

控制车辆控制车辆。。

AxmacherAxmacher 表示表示：“：“我认我认

为为，，造成我们公司不幸的罪造成我们公司不幸的罪

魁祸首就是时机魁祸首就是时机，，不是其他不是其他

事情事情。。我仍然相信我仍然相信，，我们的我们的

方法是正确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是自动驾但是自动驾

驶领域充斥着各种不完善的驶领域充斥着各种不完善的

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AIAI），），无法无法

专注于实现一个切实可行的专注于实现一个切实可行的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由于无法实现突由于无法实现突

破破，，投资者也渐渐兴趣寥投资者也渐渐兴趣寥

寥寥。”。”

在宣布结业的博文中在宣布结业的博文中，，

Seltz-AxmacherSeltz-Axmacher 还详细介绍还详细介绍

了自动驾驶领域面临的问了自动驾驶领域面临的问

题题。“。“自动驾驶行业仍有太多自动驾驶行业仍有太多

问题无法详述问题无法详述，，如大多数团如大多数团

队工作速度不快队工作速度不快、、缺乏部署缺乏部署

自动驾驶车辆的切实突破性自动驾驶车辆的切实突破性

技术技术，，以及根本没有自动驾以及根本没有自动驾

驶出租车业务模式的事实驶出租车业务模式的事实

等等。。不过不过，，最大的问题是监最大的问题是监

督机器学习没有达到宣传所督机器学习没有达到宣传所

说的效果说的效果，，其不是真正的人其不是真正的人

工智能技术工智能技术，，只是一个复杂只是一个复杂

的模式匹配工具的模式匹配工具。。即使是现即使是现

在在，，仍需要至少仍需要至少1010年时间才年时间才

能真正实现自动驾驶车辆能真正实现自动驾驶车辆。”。”

成 立 初 期成 立 初 期 ，， StarskyStarsky 从从

Trucks VCTrucks VC 和和 Shasta VenShasta Ven--

turestures等投资者处筹集了等投资者处筹集了20002000

多万美元资金多万美元资金。。不过不过，，自自

20182018 年年 33 月以来月以来，，该公司未该公司未

能筹得任何资金能筹得任何资金。。但是但是，，其其

竞争对手们竞争对手们，，如图森未来已如图森未来已

在过去六轮融资中共筹集了在过去六轮融资中共筹集了

约约 22..9898 亿美元亿美元，，而且美国联而且美国联

合包裹服务公司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UPS）） 在在

图森未来的自动驾驶货运业图森未来的自动驾驶货运业

务中也持有少量股份务中也持有少量股份。。此此

外外，，竞争对手竞争对手 Plus.aiPlus.ai 在过去在过去

三轮融资中也筹集了约三轮融资中也筹集了约 22 亿亿

美元美元。。

StarskyStarsky 公司前高级副总公司前高级副总

裁表示裁表示，，StarskyStarsky 的现金流于的现金流于

20192019年年1111月出现了问题月出现了问题。。当当

时时，，一名关键投资者在最后一名关键投资者在最后

一刻退出了融资一刻退出了融资。。StarskyStarsky 也也

在与硅谷银行和在与硅谷银行和 iBanks.comiBanks.com

谈判谈判，，希望能在希望能在““卖出最高卖出最高

价价””后后，，再将钱还给银行再将钱还给银行。。

但是在但是在 11 月底将所有资金耗月底将所有资金耗

尽 之 后尽 之 后 ，， StarskyStarsky 仍 未 能 如仍 未 能 如

愿愿。。其实其实，，早在早在 20192019 年年 1111

月月，，StarskyStarsky 就悄悄宣布将关就悄悄宣布将关

闭公路货运车队闭公路货运车队。。转眼到了转眼到了

今年今年 22 月月，，StarskyStarsky 公司一名公司一名

前高管表示前高管表示，，该公司在寻求该公司在寻求

融资和买家双双失败之后融资和买家双双失败之后，，

裁掉了大部分工程师和办公裁掉了大部分工程师和办公

室人员室人员。。Seltz-AxmacherSeltz-Axmacher 表表

示示，“，“不幸的是不幸的是，，当投资者们当投资者们

的兴趣消退时的兴趣消退时，，通常对整个通常对整个

领域的兴趣都会消退领域的兴趣都会消退。”。”

自自20092009年谷歌自动驾驶年谷歌自动驾驶

项目开启以来项目开启以来，，自动驾驶经自动驾驶经

历了坎坷的十年发展历了坎坷的十年发展。。20152015

年后年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兴起兴起，，大批风险资本开始关大批风险资本开始关

注人工智能在交通出行方向注人工智能在交通出行方向

的应用的应用。。仅仅20162016年一年就有年一年就有

小马智行小马智行、、AutoXAutoX、、景驰景驰、、

MomentaMomenta 等企业获得资本青等企业获得资本青

睐睐，，并快速成长为独角兽企并快速成长为独角兽企

业业。。同年同年，，各大主机制造厂各大主机制造厂

正式对外宣布自动驾驶计正式对外宣布自动驾驶计

划划：：20162016年年，，宝马与英特尔宝马与英特尔

宣布合作自动驾驶项目宣布合作自动驾驶项目，，通通

用汽车收购自动驾驶初创公用汽车收购自动驾驶初创公

司司 CruiseCruise；；20172017 年年，，奔驰与奔驰与

博世宣布共同开发博世宣布共同开发 SAE LSAE L44

级以上自动驾驶技术级以上自动驾驶技术。。但随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开发技术开发、、

测试与验证的不断深入测试与验证的不断深入，，越越

来越多的自动驾驶明星企业来越多的自动驾驶明星企业

开 始 调 整开 始 调 整 SAE LSAE L44 级 以 上级 以 上

““全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落地的时间规落地的时间规

划划。。WaymoWaymo、、UberUber、、TeslaTesla先先

后卷入严重的交通事故后卷入严重的交通事故。。在在

国内国内，，百度对智能驾驶事业百度对智能驾驶事业

群进行重组群进行重组，，将业务重心集将业务重心集

中在低速场景下的驾驶辅助中在低速场景下的驾驶辅助

与代客泊车应用与代客泊车应用，，以及自动以及自动

驾驶出租试点运营驾驶出租试点运营。。

面对整个汽车行业的危面对整个汽车行业的危

机重重机重重，，那些新兴尚未站稳那些新兴尚未站稳

的自动驾驶初创企业们能否的自动驾驶初创企业们能否

度过生存危机呢度过生存危机呢？？ （王文）

尽管完全自动驾驶的探尽管完全自动驾驶的探

索遇到了现实的阻力索遇到了现实的阻力，，但车但车

舱体验的发展依然存在很多舱体验的发展依然存在很多

机会机会。“。“3636 氪氪””日前参与自日前参与自

动驾驶与智能座舱体验课题动驾驶与智能座舱体验课题

研究研究，，形成了相关论文并提形成了相关论文并提

出观点出观点：：开放的车舱体验生开放的车舱体验生

态将大大激活出行场景体验态将大大激活出行场景体验

的想象空间的想象空间，，更多领域的前更多领域的前

沿概念与汽车行业巨大现实沿概念与汽车行业巨大现实

需求将推动一大批新体验与需求将推动一大批新体验与

新功能在汽车新功能在汽车上上““生根发芽生根发芽”。”。

长期以来长期以来，，汽车主机制汽车主机制

造厂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造厂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

现实现实：：即使处于车舱内即使处于车舱内，，乘乘

客大量的娱乐时间还是通过客大量的娱乐时间还是通过

智能手机消耗智能手机消耗，，即使驾驶员即使驾驶员

在寻找兴趣点在寻找兴趣点、、规划路径规划路径、、

消费音频内容时也倾向于使消费音频内容时也倾向于使

用手机用手机。。

一部分人认为汽车上的一部分人认为汽车上的

音响设备效果远好于手机音响设备效果远好于手机、、

很多豪华车后排也配备了远很多豪华车后排也配备了远

大于手机的屏幕大于手机的屏幕，，完全能够完全能够

提供更好的娱乐体验提供更好的娱乐体验。。但市但市

场证明场证明，，这类功能并没有改这类功能并没有改

变消费者在车上的娱乐习变消费者在车上的娱乐习

惯惯，，后排大屏也很少被乘客后排大屏也很少被乘客

使用使用。。

为什么乘客会放弃现有为什么乘客会放弃现有

的车载娱乐系统而选择手机的车载娱乐系统而选择手机

呢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在

手机与汽车本身手机与汽车本身，，而在于拥而在于拥

有数以百万计的移动互联网有数以百万计的移动互联网

生态开发者生态开发者。。现代人的生活现代人的生活

已经离不开移动应用程序已经离不开移动应用程序。。

而这些应用程序通过每天与而这些应用程序通过每天与

消费者的互动消费者的互动，，为用户建立为用户建立

了完整的数字体验了完整的数字体验。。与之相与之相

比比，，汽车上的汽车上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则少得可怜则少得可怜，，绝大多数设备绝大多数设备

功能单一功能单一，，其封闭的研发体其封闭的研发体

系不支持第三方的开发系不支持第三方的开发，，与与

消费者的数字生活更是完全消费者的数字生活更是完全

割裂割裂。。应用生态的缺失使得应用生态的缺失使得

汽车在娱乐内容与体验上全汽车在娱乐内容与体验上全

面落败于智能手机面落败于智能手机，，从而失从而失

去了在舱内空间用户的注意去了在舱内空间用户的注意

力力。。

开放生态是重新找回车开放生态是重新找回车

舱内驾驶员与乘客关注的必舱内驾驶员与乘客关注的必

经之路经之路。。只有开放通用化的只有开放通用化的

平台才能够吸引硬件制造平台才能够吸引硬件制造

商商、、应用开发商应用开发商、、本地内容本地内容

服务商基于出行需求的不同服务商基于出行需求的不同

场景场景，，不断开发满足市场需不断开发满足市场需

求的产品求的产品，，让平台本身不断让平台本身不断

积累和完善能力积累和完善能力，，形成用户形成用户

黏性黏性。。为构建这个生态为构建这个生态，，需需

要主机制造厂积极驱动与互要主机制造厂积极驱动与互

联网平台企业的协作联网平台企业的协作，，共同共同

完善车舱体验生态的四个能完善车舱体验生态的四个能

力力：：安全性安全性、、适配性适配性、、便利便利

性与沉浸性性与沉浸性。。 （江科）

33月月2424日日，，奇虎奇虎360360发发

布了布了 《《20192019 年智能网联汽年智能网联汽

车信息安全年度报告车信息安全年度报告》，》，这这

是奇虎是奇虎360360连续第五年发布连续第五年发布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年度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年度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梳理了智能梳理了智能

网联汽车网络安全方面的进网联汽车网络安全方面的进

展展，，同时建议针对同时建议针对 20192019 年年

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构建主动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构建主动

纵深防御策略纵深防御策略。。

《《报告报告》》分析了分析了20192019年年

发生的多起汽车安全事件发生的多起汽车安全事件，，

涵盖了针对通信模组涵盖了针对通信模组，，PKESPKES

车钥匙车钥匙、、TSPTSP 服务器服务器、、手机手机

APPAPP 等漏洞的利用等漏洞的利用，，黑客不黑客不

仅仅发掘了更多的智能网联汽发掘了更多的智能网联汽

车攻击面车攻击面，，同时对各个攻击同时对各个攻击

面的研究程度也愈发深入面的研究程度也愈发深入。。

奇虎奇虎360360提出供应链车企厂提出供应链车企厂

商应将定期的网络安全渗透商应将定期的网络安全渗透

测试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评测试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评

判标准判标准，，以及需要部署安全以及需要部署安全

通信模组通信模组、、网关等新型安全网关等新型安全

防护产品等建议防护产品等建议。。 （蓝田）

Starsky对自动驾驶市场的启示

夺回用户注意力的核心：开放生态

林肯首款国产冒险家上市

近日近日，，林肯首款国产紧林肯首款国产紧

凑型凑型 SUVSUV 车型林肯冒险家车型林肯冒险家

正式上市正式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了新车一共推出了

55 款车型款车型，，它们均搭载了它们均搭载了

22..00T+T+88ATAT 的动力组合的动力组合，，售售

价区间为价区间为2424..6868万～万～3434..5858万万

元元。。

国产冒险家在外观设计国产冒险家在外观设计

上与海外版保持一致上与海外版保持一致。。它还它还

采用了和飞行家相似的设计采用了和飞行家相似的设计

语言语言。。其前脸采用标志性星其前脸采用标志性星

辉 式 前 格 栅 配 合 晶 钻 式辉 式 前 格 栅 配 合 晶 钻 式

LEDLED灯组灯组。。此外此外，，新车有新车有77

种车身颜色可供选择种车身颜色可供选择。。

动力方面动力方面，，林肯冒险家林肯冒险家

搭载了搭载了 22..00TT 涡轮增压发动涡轮增压发动

机机，，最大功率最大功率 180180kWkW，，峰峰

值扭矩值扭矩390390NmNm，，匹配匹配88速手速手

自一体变速箱自一体变速箱，，其插电混动其插电混动

版车型未来也将进行国产版车型未来也将进行国产。。

此外此外，，冒险家还搭载了冒险家还搭载了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适时四驱系统，，可提供可提供

标准标准、、运动运动、、节能节能、、防滑和防滑和

复杂路况五种驾驶模式复杂路况五种驾驶模式，，驾驾

驶者可根据实际路况选择合驶者可根据实际路况选择合

适的模式适的模式。。 （刘旭）

大陆集团3D显示屏量产

33月月1818日日，，科技公司大科技公司大

陆集团推出量产的陆集团推出量产的33DD 显示显示

屏屏 ，， 在 现 代 汽 车在 现 代 汽 车 GenesisGenesis

GVGV8080 高配版上投入使用高配版上投入使用。。

33DD 技术可以在屏幕上显示技术可以在屏幕上显示

三维的刻度三维的刻度、、指针和物体指针和物体。。

例如例如，，在驾驶员的视线范围在驾驶员的视线范围

内显示停止标志内显示停止标志，，驾驶员无驾驶员无

需佩戴特殊眼镜就可以看到需佩戴特殊眼镜就可以看到

33DD 警告信号警告信号。。大陆集团使大陆集团使

用视差屏障技术分割图像用视差屏障技术分割图像，，

其分别为左右眼形成两个不其分别为左右眼形成两个不

同的同的、、略微偏移的视角略微偏移的视角，，从从

而形成而形成33DD图像图像。。

大陆集团的内置摄像头大陆集团的内置摄像头

对于对于33DD 技术的实现发挥了技术的实现发挥了

重要作用重要作用。。摄像头可以检测摄像头可以检测

驾驶员视线驾驶员视线，，并调整并调整33DD 视视

图位置以精确对准驾驶员的图位置以精确对准驾驶员的

头部头部。。为防止驾驶员长时间为防止驾驶员长时间

将注意力集中在将注意力集中在 33DD 屏幕屏幕

上上，，摄像头还提供注意力检摄像头还提供注意力检

测功能测功能，，可以识别到驾驶员可以识别到驾驶员

注意力分散或疲劳状态注意力分散或疲劳状态。。通通

过过33DD 可视化仪表可视化仪表，，大陆集大陆集

团致力于确保驾驶员的注意团致力于确保驾驶员的注意

力不会被高级驾驶员辅助系力不会被高级驾驶员辅助系

统统、、传统显示器传统显示器、、通信服务通信服务

和信息娱乐应用产生的大量和信息娱乐应用产生的大量

信息所淹没信息所淹没。。 （楼丽佳）

橡塑展将办未来工厂活动

““CHINAPLASCHINAPLAS 20202020 国国

际橡塑展际橡塑展””延期至今年延期至今年88月月

33 日至日至 66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日在上海国家会展

中心举办中心举办。。展会聚焦展会聚焦““智能智能

制造制造、、高新材料高新材料、、环保及可环保及可

循环解决方案循环解决方案”，”，预计以预计以3434

万平方米的展会面积万平方米的展会面积，，凝聚凝聚

38003800 多家全球优质展商多家全球优质展商。。

高效对接下游高端买家高效对接下游高端买家““高高

精准精准””的需求的需求，，为业界带来为业界带来

高规格的橡塑盛宴高规格的橡塑盛宴。。为全球为全球

买家带来领先的塑料机械买家带来领先的塑料机械、、

材料及技术解决方案材料及技术解决方案。。

““CHINAPLASCHINAPLAS 20202020

国际橡塑展国际橡塑展””将联合工业将联合工业

44..00 领 域 的 中 坚 力 量领 域 的 中 坚 力 量 ————

iPlastiPlast 44..00智造创新中心智造创新中心、、欧欧

洲塑料和橡胶工业机械制造洲塑料和橡胶工业机械制造

商协会商协会 （（EUROMAPEUROMAP）、）、德德

国机械设备制造商联合会国机械设备制造商联合会

（（VDMAVDMA），），在展会现场为在展会现场为

行业客户打造重磅同期活动行业客户打造重磅同期活动

———— ““ 工 业工 业 44..00 未 来 工未 来 工

厂厂”。”。 （何柳萍）

车联网安全要攻防平衡

技术路线很难选择？
融资困难

自动驾驶发展减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