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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目前，，车路协同技术已车路协同技术已

在车联网先导区在车联网先导区、、示范区示范区，，

以及相关产业园区以及相关产业园区、、矿山区矿山区

域进行应用域进行应用，，还没有在高速还没有在高速

公路上大规模推广应用公路上大规模推广应用。。

其实其实，，高速公路更需要高速公路更需要

的是面向普通汽车的智能车的是面向普通汽车的智能车

路协同系统路协同系统，，实现运营管理实现运营管理

和交通控制提质升级和交通控制提质升级。。但其但其

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目前目前

的智能网联汽车渗透率比较的智能网联汽车渗透率比较

低低，，而高速公路沿线设置大而高速公路沿线设置大

量高精度感知设备和智能路量高精度感知设备和智能路

侧基站成本很高侧基站成本很高，，投入产出投入产出

比低比低；；此外此外，，LTE-VLTE-V22XX 或或

55G-VG-V22XX 技术还不完全成技术还不完全成

熟熟。。

谁来为车路协同埋单谁来为车路协同埋单？？

仅仅从系统建设的角度来仅仅从系统建设的角度来

看看，，车辆需要增加车路协同车辆需要增加车路协同

的模块的模块，，并与车载电子系统并与车载电子系统

深度整合深度整合。。路侧需要大量的路侧需要大量的

路边路边单元单元，，完成道路感知完成道路感知，，以以

及车辆信息的传及车辆信息的传输输、、存存储储、、运运

算算、、决决策策。。路边单元背后路边单元背后，，

则是基础传输则是基础传输、、供电网络供电网络，，

以及路边单元依靠的通信网以及路边单元依靠的通信网

络及网络内的云计算平台络及网络内的云计算平台。。

车路协同重在协同车路协同重在协同，，车车

无疑是市场的掌控权更大无疑是市场的掌控权更大，，

但路几乎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但路几乎完全取决于政府的

行为行为。“。“如果政府在路先行如果政府在路先行

的基础上做了的基础上做了，，那车肯定是那车肯定是

会积极配合去做的会积极配合去做的。”。”国家国家

863863计划主题项目计划主题项目““智能车智能车

路协同关键技术研究路协同关键技术研究””的首的首

席专家姚丹亚教授认为席专家姚丹亚教授认为，，如如

果鸡和蛋的诞生一定要有个果鸡和蛋的诞生一定要有个

先后次序先后次序，，那么路一定要先那么路一定要先

有有。。但也有专家指出但也有专家指出：“：“主主

机厂以及技术提供商作为机厂以及技术提供商作为

VV22XX 行业的先行者行业的先行者，，要做要做

的不是去等政策的不是去等政策、、等立法等立法，，

而是要勇于承担而是要勇于承担，，积极地做积极地做

更深入的尝试更深入的尝试，，为标准为标准、、政政

策和法规的制定出谋划策策和法规的制定出谋划策。”。”

在冉斌看来在冉斌看来，，车路协同车路协同

自动驾驶系统包含自动驾驶系统包含““三个聪三个聪

明明”：”：一是聪明的路一是聪明的路，，二是二是

聪明的车聪明的车，，三是两者合二为三是两者合二为

一组成的聪明的系统一组成的聪明的系统。。那那

么么，，聪明的车路协同自动驾聪明的车路协同自动驾

驶系统会是什么样驶系统会是什么样？？冉斌提冉斌提

出了车辆自动化出了车辆自动化、、道路智能道路智能

化和网络化和网络互联化互联化““三位一体三位一体””

的自动的自动驾驶发展技术路线驾驶发展技术路线。。

““在这一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车辆车辆

制造商不能仅是单纯造车制造商不能仅是单纯造车，，

它需要考虑整个车路协同系它需要考虑整个车路协同系

统统；；道路建设方也不能只考道路建设方也不能只考

虑路的因素虑路的因素，，必须统筹规划必须统筹规划

车和路两类因素车和路两类因素。”。”

自动驾驶：从单车智能到车路协同

据据外媒报道外媒报道，，特斯拉上特斯拉上

海超级工厂的面积将翻倍海超级工厂的面积将翻倍，，

以致力于以致力于Model YModel Y的生产的生产。。

Model YModel Y与与ModelModel 33的的

零件通用比例达到了零件通用比例达到了 7070%%。。

据 业 内 人 士 猜 测据 业 内 人 士 猜 测 ，， 未 来未 来

Model YModel Y实现国产后实现国产后，，也将也将

像像ModelModel 33一样实现零部件一样实现零部件

国产化以降低售价国产化以降低售价。。

特斯拉对外事务副总裁特斯拉对外事务副总裁

陶琳表示陶琳表示，，特斯拉上海超级特斯拉上海超级

工厂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正工厂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正

在生产特斯拉整车的工厂在生产特斯拉整车的工厂。。

今年今年11月月，，特斯拉上海工厂特斯拉上海工厂

的零部件本地化率为的零部件本地化率为3030%%左左

右右。。陶琳表示陶琳表示，，上海工厂将上海工厂将

按照规划加快零部件国产化按照规划加快零部件国产化

率率。。宁宁德时代将于德时代将于77月起向月起向

特斯拉提供锂离子动力电特斯拉提供锂离子动力电

池池 ，， 供 货 协 议 将 持 续 到供 货 协 议 将 持 续 到

20222022 年年 66 月月 3030 日日。。磷酸铁磷酸铁

锂锂 （（LFPLFP）） 电池将首次被纳电池将首次被纳

入特斯拉生产线入特斯拉生产线，，有望降低有望降低

相关车型生产成本相关车型生产成本。。（刘欣）

7 大 5G 新基建项

目，其中一项便是

基于 5G的车路协

同车联网大规模验

证和应用。中国公

路学会自动驾驶委

员会主任冉斌预

言：“今年会是车

路协同自动驾驶爆

发成长的一年。”

本报记者 甘文嘉

车路协同加速落地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与车联网相与车联网相

关的国家级指导建议接连重关的国家级指导建议接连重

磅出炉磅出炉：：22月月，，1111个国家部个国家部

委联合印发委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智能汽车创新

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提出结合提出结合55GG商商

用部署用部署，，推动推动 55GG 与车联网与车联网

协同建设协同建设。。33月初月初，，中央政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

加快加快 55GG 网络等新型基础设网络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进度施建设进度。。随后随后，，发改委发改委、、

工信部联合组织实施工信部联合组织实施 20202020

年国家重点支持年国家重点支持的的 77 大大 55GG

新基建项目新基建项目，，其中一项便是其中一项便是

基于基于 55GG 的车路协同车联网的车路协同车联网

大规模验证和应用大规模验证和应用。。33月月2424

日日，，工信部在工信部在《《关于推动关于推动 55GG

加快发展的通知加快发展的通知》》中表示中表示，，

将推动将车联网纳入国家新将推动将车联网纳入国家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促进促进

““55G+G+车联网车联网””协同发展协同发展。。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相关企业闻相关企业闻

风而动风而动。。44月月2323日日，，自动驾自动驾

驶企业文远知行驶企业文远知行WeRideWeRide与与

车路协同龙头企业高新兴达车路协同龙头企业高新兴达

成战略合作成战略合作。。双方将进行智双方将进行智

能网联和自动驾驶的技术联能网联和自动驾驶的技术联

调和场景验证调和场景验证，，实现设备间实现设备间

的互联互通的互联互通，，最终实现车路最终实现车路

协同赋能单车智能协同赋能单车智能。。33月月1212

日日，，在金桥在金桥 55GG 产业生态园产业生态园

开园及开发区重点项目集中开园及开发区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上开工仪式上，，上汽联创智能上汽联创智能

网联创新中心开建网联创新中心开建。。根据规根据规

划划，，创新中心将围绕创新中心将围绕 55GG 智智

能网联汽车进行核心技术的能网联汽车进行核心技术的

产业化研发工作产业化研发工作：：一方面一方面，，

研发汽车智能驾驶计算平台研发汽车智能驾驶计算平台

（（iECUiECU、、ADASADAS 等等），），推进推进

汽车的智能驾驶技术汽车的智能驾驶技术；；另一另一

方面方面，，研发研发iBOXiBOX车载智能车载智能

网联通讯终端产品网联通讯终端产品，，让汽车让汽车

实现从单车智能向云端智能实现从单车智能向云端智能

升级升级。。

种种迹象表明种种迹象表明，，车联网车联网

将成为将成为 55GG 新基建的重要应新基建的重要应

用场景用场景，，车路协同将加速落车路协同将加速落

地地。。中国公路学会自动驾驶中国公路学会自动驾驶

委员会主任冉斌预言委员会主任冉斌预言：“：“今今

年会是车路协同自动驾驶爆年会是车路协同自动驾驶爆

发成长的一年发成长的一年。”。”

什么是车路协同？

近年来近年来，，随着各大主流随着各大主流

车企在智能网联汽车上的投车企在智能网联汽车上的投

入和布局入和布局，，自动驾驶正加速自动驾驶正加速

向产业化方向靠拢向产业化方向靠拢。。但是但是，，

一方面一方面，，由于单车感知系统由于单车感知系统

存在视角盲区存在视角盲区、、感知距离技感知距离技

术缺陷术缺陷，，所以出现了类似特所以出现了类似特

斯拉斯拉、、UberUber 自动驾驶致死自动驾驶致死

事故事故；；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受制于昂受制于昂

贵的单车智能成本贵的单车智能成本，，实现完实现完

全自动驾驶还有很长的一段全自动驾驶还有很长的一段

路要走路要走。。于是于是，，人们开始思人们开始思

考考，，如若用智慧的路代替部如若用智慧的路代替部

分技术分技术，，可降低不少车载成可降低不少车载成

本本。。

通常意义上通常意义上，，车路协同车路协同

主要涉及车端主要涉及车端、、路侧端和云路侧端和云

端三个端口端三个端口，，通过统筹车通过统筹车、、

路路、、人以及实时交通的动态人以及实时交通的动态

信息信息，，从而实现信息的互联从而实现信息的互联

互通互通。。车路协同的出现车路协同的出现，，为为

实现自动驾驶提供了更多可实现自动驾驶提供了更多可

能能。。冉斌表示冉斌表示，，车路协同技车路协同技

术有望让大规模自动驾驶提术有望让大规模自动驾驶提

前前1010至至1515年到来年到来。。而而55GG、、AIAI

的加持的加持，，也让车也让车路协同拥有路协同拥有

了更广阔的技术想象空间了更广阔的技术想象空间。。

自动驾驶汽车涉及人和自动驾驶汽车涉及人和

车车、、车和车车和车、、车和路之间的车和路之间的

默契配合默契配合。“。“过去十年过去十年，，我我

们都在谈智能汽车们都在谈智能汽车，，它需要它需要

搭载更全面搭载更全面、、更灵敏的感应更灵敏的感应

器和智能设备器和智能设备，，要在短期内要在短期内

实现大规模部署是比较难实现大规模部署是比较难

的的。”。”冉斌说冉斌说，，考虑道路智考虑道路智

能化能化，，把智能设备安置在道把智能设备安置在道

路上路上，，通过通信网络感知到通过通信网络感知到

的数据可以共享给周边更多的数据可以共享给周边更多

车辆车辆，，这样将大幅减少设备这样将大幅减少设备

需求数量需求数量、、降低成本降低成本，，使使

车车、、路更好地协同路更好地协同。。

如果能够实现车与路之如果能够实现车与路之

间的交互间的交互，，肯定是一个更好肯定是一个更好

的选择的选择。。这就等于我们能提这就等于我们能提

前知道前方是红灯还是绿前知道前方是红灯还是绿

灯灯，，就能更好地控制刹车就能更好地控制刹车，，

节油节电节油节电，，提升运行效率提升运行效率；；

如果有智能道路的话如果有智能道路的话，，就可就可

以避免因没有避让突然出现以避免因没有避让突然出现

的车辆等情况而造成事故的车辆等情况而造成事故；；

如果实现车路协同如果实现车路协同，，出行将出行将

更有效率更有效率，，交通将不再拥交通将不再拥

堵堵，，每年可以挽救成千上万每年可以挽救成千上万

条生命……条生命……

谁来为车路协同埋单？

智能SUV埃安V开启预售

44月月2727日日，，以以““未来科未来科

技奇妙夜技奇妙夜””为主题为主题，，广汽新广汽新

能源埃安系列最新车型以能源埃安系列最新车型以

““云预售云预售””的形式在全球首的形式在全球首

发发。。广汽新能源总经理古惠广汽新能源总经理古惠

南通过网络在线宣布南通过网络在线宣布：“：“下下

一代智能一代智能 SUVSUV 命名为埃安命名为埃安

VV，，将推出将推出 6060 标准续航版标准续航版、、

7070 长续航版和长续航版和 8080 超长续航超长续航

版三个版本版三个版本，，其其 NEDCNEDC 续续

航 里 程 分 别 达 到航 里 程 分 别 达 到 400400kmkm、、

530530kmkm及及600600kmkm，，补贴后预补贴后预

售价格售价格 1717 万元起万元起。。广汽新广汽新

能源埃安能源埃安VV作为下一代智能作为下一代智能

车开创者车开创者，，是同级最强纯电是同级最强纯电

动车与下一代智能网联车动车与下一代智能网联车，，

为用户带来先人一步的科技为用户带来先人一步的科技

享享受受。”。”从埃安从埃安SS到埃安到埃安LXLX，，

广汽广汽新能源一直以设计为手新能源一直以设计为手

段段，，调和人与机器的关系调和人与机器的关系。。

作为埃安系列全新车型作为埃安系列全新车型，，埃埃

安安 VV 依托依托 GEPGEP22..00 全铝纯电全铝纯电

专属平台打造专属平台打造，，配备了广汽配备了广汽

新能源自主研发的中国首个新能源自主研发的中国首个

集成集成““55G+C-VG+C-V22XX””车载车载

智能通讯系统智能通讯系统。。 （行成）

一汽红旗4月销量增168%

一汽红旗一汽红旗44月销量突破月销量突破

1450014500 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168168%%，，

环比增长环比增长6969%%。。11--44月累计月累计

销量突破销量突破3950039500辆辆，，同比增同比增

长长111111%%。。

事实上事实上，，即使是在疫情即使是在疫情

最为严重的最为严重的22月份月份，，一汽红一汽红

旗仍然取得了旗仍然取得了 37523752 辆的销辆的销

量量，，取得同期增长取得同期增长3232..55%%的的

优异成绩优异成绩；；而在今年第一季而在今年第一季

度度，，红旗品牌累计销量更是红旗品牌累计销量更是

突破了突破了 22..55 万辆万辆，，同比增幅同比增幅

高达高达8888%%。。

44月份月份，，红旗品牌继续红旗品牌继续

保持了这一增长势头保持了这一增长势头。。红旗红旗

品牌品牌 20202020 年的销量目标为年的销量目标为

2020 万辆万辆，，其全新中大型轿其全新中大型轿

车车 HH99 也将于也将于 66 月份迎来上月份迎来上

市市，，届时将助力红旗品牌销届时将助力红旗品牌销

量进一步提升量进一步提升。。 （袁泉）

江淮西雅特项目已暂停

大众汽车集团在对其全大众汽车集团在对其全

球业务进行重组的过程中球业务进行重组的过程中，，

从西雅特手中接管了开发全从西雅特手中接管了开发全

新入门级电动汽车项目的任新入门级电动汽车项目的任

务务。。大众集团将直接负责开大众集团将直接负责开

发大众发大众 e-Upe-Up、、西雅特西雅特 MiiMii

ElectricElectric 以及斯柯达以及斯柯达 Citigo-Citigo-

e iVe iV 等入门级电动车等入门级电动车。。这这

一举措将使一举措将使 MEBMEB 平台的工平台的工

程解决方案和规模经济更大程解决方案和规模经济更大

化化。。

入门级电动车平台项目入门级电动车平台项目

““MEB EntryMEB Entry””原计划由西原计划由西

雅特和江淮汽车共同开发雅特和江淮汽车共同开发。。

西雅特最初计划于西雅特最初计划于 20212021 年年

进入中国市场进入中国市场。。但随着捷达但随着捷达

品牌的成功推出品牌的成功推出，，西雅特推西雅特推

迟了进入中国的计划迟了进入中国的计划。。大众大众

集团一位发言人称集团一位发言人称，，撤销西撤销西

雅特对雅特对““MEB EntryMEB Entry””项目项目

的开发的开发，“，“与西雅特不进入与西雅特不进入

中国的决定有关中国的决定有关”。”。（张浩）

特斯拉上海厂面积将翻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