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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冷呀好冷呀！”！”

““ 正 在 为 您 打 开 空正 在 为 您 打 开 空

调调。”。”

车联系统车联系统““自己冒出自己冒出

来来””的这句回答让车上所的这句回答让车上所

有的工程师都愣住了有的工程师都愣住了。。

““当时当时，，我们正在给新一我们正在给新一

代车联系统做冬季路测代车联系统做冬季路测，，

系统还在调试呢系统还在调试呢。”。”上汽上汽

大众智慧车联系统团队的大众智慧车联系统团队的

工程师说工程师说，，当他不经意间当他不经意间

和同事抱怨了一句和同事抱怨了一句““好好

冷冷”，”，车联系统先人一步车联系统先人一步

做出反应做出反应，，打开空调的时打开空调的时

候候，“，“我们都真切地感受我们都真切地感受

到了语音识别系统的灵敏到了语音识别系统的灵敏

与贴心与贴心。”。”

智慧车联系统发展到智慧车联系统发展到

现在现在，，语音车控功能早已语音车控功能早已

不稀奇不稀奇。“。“功能差距主要功能差距主要

体现在识别度和召唤率体现在识别度和召唤率

上上。。我们反复测试我们反复测试，，去提去提

高智能语音系统的召唤高智能语音系统的召唤

率率，，为的就是让系统更懂为的就是让系统更懂

用户用户。”。”

44月底月底，，这套这套““更懂更懂

用户用户””的上汽大众新一代的上汽大众新一代

车联系统搭载在车联系统搭载在 20202020 款款

全新帕萨特上正式上线全新帕萨特上正式上线。。

除了智能语音功能除了智能语音功能，，新一新一

代车联系统还有智慧导代车联系统还有智慧导

航航、、智享娱乐智享娱乐、、智趣出智趣出

行行、、智联控车等功能模智联控车等功能模

块块。。这些功能虽然都是市这些功能虽然都是市

面上已有的主流功能面上已有的主流功能，，但但

上汽大众智慧车联系统团上汽大众智慧车联系统团

队把每个功能都队把每个功能都““深挖深挖””

了一点点了一点点。。

““我们这次在智慧导我们这次在智慧导

航系统中用到了车道级导航系统中用到了车道级导

航航，，可以说是业内可以说是业内‘‘第一第一

个 吃 螃 蟹个 吃 螃 蟹 ’’ 的 车 联 系的 车 联 系

统统。”。”据介绍据介绍，，由于是由于是

““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上汽大上汽大

众智慧车联系统团队遇到众智慧车联系统团队遇到

了各种技术难题了各种技术难题，，通过和通过和

移动互联移动互联、、研发等多个部研发等多个部

门通力合作门通力合作，，经过经过 1010 万万

多公里的路测多公里的路测，，终于让新终于让新

一代车联系统成为第一款一代车联系统成为第一款

精确到车道的车联系统精确到车道的车联系统。。

除了让导航精度更除了让导航精度更

高高，，上汽大众还联合高德上汽大众还联合高德

地图深度定制了地图深度定制了““地下停地下停

车场车场””地图地图，，有了这一功有了这一功

能能，，用户就能在用户就能在““上汽大上汽大

众超级众超级APPAPP””上实现寻车上实现寻车

功能功能，，再也不用对着停好再也不用对着停好

的车辆拍照了的车辆拍照了。。

而在智能娱乐方面而在智能娱乐方面，，

上汽大众联合喜马拉雅上汽大众联合喜马拉雅，，

用互联记忆模式为用户实用互联记忆模式为用户实

现无缝体验现无缝体验。。打个比方打个比方，，

消费者在上车前听着喜马消费者在上车前听着喜马

拉雅的相声拉雅的相声，，然后在音频然后在音频

11 分钟的位置退出分钟的位置退出 APPAPP，，

来到车内打开喜马拉雅来到车内打开喜马拉雅，，

它会自动从它会自动从11分钟的位置分钟的位置

开始播放开始播放，，贴心而智能贴心而智能。。

““更智能一点更智能一点””的背的背

后是无数次的沟通后是无数次的沟通。“。“尤尤

其在产品定义初期其在产品定义初期，，相关相关

的沟通方非常多的沟通方非常多，，包括德包括德

国狼堡总部国狼堡总部、、服务提供服务提供

商商、、语音供应商语音供应商、、车机供车机供

应商应商、、上汽大众后台等上汽大众后台等，，

大家会进行多方的大家会进行多方的、、数不数不

清多少轮的联合讨论清多少轮的联合讨论。”。”

经过了长达数月的讨论和经过了长达数月的讨论和

设计后设计后，，终于有了满意的终于有了满意的

方案方案。“。“当这些方案最终当这些方案最终

落地实现时落地实现时，，就像看到自就像看到自

己养育的孩子终于长大成己养育的孩子终于长大成

人人。”。”

除了软硬件系统的全除了软硬件系统的全

面升级面升级，，上汽大众新一代上汽大众新一代

车联系统更大的亮点是实车联系统更大的亮点是实

现现““人人--车车--生活生活””的全的全

面链接面链接。。

““当你离家还有最后当你离家还有最后

55公里的时候公里的时候，，你家的空你家的空

调就会自动开启调就会自动开启。”。”据介据介

绍绍，，上汽大众智慧车联系上汽大众智慧车联系

统团队与京东统团队与京东““小京鱼小京鱼””

合作开发的智能家居功合作开发的智能家居功

能能，，依托电子围栏技术依托电子围栏技术，，

做到了家车互联做到了家车互联，，打通了打通了

车与家的边界车与家的边界。。也就是也就是

说说，，用户在车内就可以提用户在车内就可以提

前控制家里的智能家居前控制家里的智能家居。。

““我们在思考出行功能我们在思考出行功能

时时，，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打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打

通车内通车内、、车外的衔接车外的衔接，，如如

何把汽车作为一个关键节何把汽车作为一个关键节

点点，，真正融入万物互联的真正融入万物互联的

智慧生活中智慧生活中。”。”

为了更好地理解家居为了更好地理解家居

应用场景的模式应用场景的模式，，开发团开发团

队购买了许多相关的智能队购买了许多相关的智能

家居设备家居设备，，布置在办公区布置在办公区

域域，，随时随地进行系统测随时随地进行系统测

试试。“。“整个办公室都被搞整个办公室都被搞

得像家一样得像家一样，，很有趣很有趣。”。”

据悉据悉，，上汽大众新一上汽大众新一

代智慧车联系统今年还会代智慧车联系统今年还会

在威然在威然、、途岳等多款车型途岳等多款车型

上装载上装载。“。“希望能把智能希望能把智能

基因融合到汽车产品中基因融合到汽车产品中，，

让车从简单的让车从简单的‘‘代步工代步工

具具’’变成变成‘‘出行助手出行助手’。”’。”

更懂用户，实现“人-车-
生活”全面链接
访上汽大众智慧车联系统团队

更智能一点

更创新一点

66月月2323日日，，在西昌卫星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发射中心，，北斗系统最后一北斗系统最后一

颗全球组网卫星发射成功颗全球组网卫星发射成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在在CGTNCGTN （（中国国际电中国国际电

视台视台））对北斗系统卫星发射对北斗系统卫星发射

进行的一场全球特别直播节进行的一场全球特别直播节

目中目中，，上汽集团前瞻技术研上汽集团前瞻技术研

究部项目高级经理黄伟科出究部项目高级经理黄伟科出

现在电视镜头前现在电视镜头前。。

““看到看到‘‘北斗北斗’’发射成发射成

功的新闻功的新闻，，我们很激动我们很激动。。

33 年前年前，，上汽就已把北斗系上汽就已把北斗系

统装在了智能网联汽车上统装在了智能网联汽车上。。

‘‘北斗北斗’’是自主研发的一个是自主研发的一个

硕果硕果，，而我们的智能网联车而我们的智能网联车

也是如此也是如此。”。”黄伟科告诉记黄伟科告诉记

者者。。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强强

大的北斗系统与大的北斗系统与 55GG 彼此赋彼此赋

能能、、相互增强相互增强，，成为加速中成为加速中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催化剂催化剂”。”。

黄伟科在接受媒体采访黄伟科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透露时透露，，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在智能网联汽车领

域域，，自动驾驶自动驾驶、、精确泊车等精确泊车等

也是得益于北斗系统厘米级也是得益于北斗系统厘米级

的高精度定位的高精度定位。。

据了解据了解，，北斗系统是唯北斗系统是唯

一的全球性一的全球性、、高精度时空基高精度时空基

准准，，可以在全球把感知时间可以在全球把感知时间

和位置的能力赋予道路和位置的能力赋予道路、、环环

境等其他系统境等其他系统；；55GG 则具有则具有

高速率高速率、、大容量大容量、、低延时的低延时的

特点特点，，为满足未来虚拟现为满足未来虚拟现

实实、、智能制造智能制造、、自动驾驶等自动驾驶等

用户和行业的应用需求提供用户和行业的应用需求提供

基础支撑基础支撑。。

事实上事实上，，早在早在 20172017 年年，，

上汽就开始在智能汽车产品上汽就开始在智能汽车产品

上应用北斗系统上应用北斗系统。。在北斗系在北斗系

统的有力支持下统的有力支持下，，全球首款全球首款

具备具备 LL33 级智能驾驶水平的级智能驾驶水平的

量产车型荣威量产车型荣威MarMarvel X Prvel X Proo

成功实现成功实现““最后一公里自主最后一公里自主

泊车泊车”；”；20192019 年年，，全球首次全球首次

““55G+LG+L44 级智能驾驶重卡级智能驾驶重卡””

示范运营在上海洋山港顺利示范运营在上海洋山港顺利

启动启动。。

融合了北斗导航定位融合了北斗导航定位、、

AIAI、、55GG、、VV22XX 车联通讯等车联通讯等

先进技术的上汽智能重卡先进技术的上汽智能重卡，，

成功实现在港区特定场景下成功实现在港区特定场景下

的的 LL44 级自动驾驶级自动驾驶，，为港口为港口

运输客户提供更智能运输客户提供更智能、、更高更高

效的集装箱转运方案效的集装箱转运方案，，未来未来

目标瞄准商业化运营目标瞄准商业化运营。。

上汽前瞻技术研究部相上汽前瞻技术研究部相

关人员介绍关人员介绍，，在北斗系统高在北斗系统高

精度定位技术的支持下精度定位技术的支持下，，目目

前前，，上汽上汽 55GG 智能重卡已完智能重卡已完

成厘米级的高精度定位成厘米级的高精度定位，，在在

装卸作业中实现和作业轨道装卸作业中实现和作业轨道

吊之间吊之间±±33cmcm 的误差精度的误差精度；；

十余米长的重卡十余米长的重卡，，在从两侧在从两侧

到轮胎只有七八厘米宽的狭到轮胎只有七八厘米宽的狭

窄库位中实现一次性精准入窄库位中实现一次性精准入

库库 （（成功率高达成功率高达 9090%%），），而而

在人工作业中只有在人工作业中只有 11%%的专的专

业驾驶员能达到这一水平业驾驶员能达到这一水平。。

黄伟科表示黄伟科表示，，未来的智未来的智

能交通领域中能交通领域中，，结合大数结合大数

据据、、55GG 甚至甚至 66GG 的大流量的大流量、、

低延时数据通道低延时数据通道，，北斗系统北斗系统

将发挥更大作用将发挥更大作用，，例如交通例如交通

流信息采集流信息采集、、实时监控与管实时监控与管

理调度理调度、、不良驾驶行为监控不良驾驶行为监控

与记录等与记录等。。 （木丞）

上汽通用五菱全球化布局再加码上汽通用五菱全球化布局再加码

宝骏510全球车下线

当北斗遇上
智能网联汽车

只有1%的老司机
可以媲美

近日近日，，上汽通用五菱旗上汽通用五菱旗

下又一款全球化战略车型下又一款全球化战略车型

———宝骏—宝骏510510全球车下线全球车下线。。据据

悉悉，，该批该批510510全球车下线后主全球车下线后主

要出口南美洲要出口南美洲，，未来还将进未来还将进

入墨西哥入墨西哥、、中东等国家和地中东等国家和地

区区。。

宝骏宝骏510510是上汽通用五菱是上汽通用五菱

自主研发自主研发、、具备自主知识产具备自主知识产

权的又一款全球战略车型权的又一款全球战略车型，，

凭借在造型凭借在造型、、操控操控、、质价比质价比

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上市以上市以

来已经收获超过来已经收获超过100100万用户的万用户的

信赖信赖，，连续连续33年荣获年荣获77万元以万元以

下下 SUVSUV 用户满意度用户满意度 （（CACCAC--

SISI）） 第一名第一名。。目前目前，，南美小南美小

型型 SUVSUV 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

阶段阶段，，具备出众产品实力的具备出众产品实力的

宝骏宝骏510510全球车拥有巨大的海全球车拥有巨大的海

外市场潜力外市场潜力。。

近年来近年来，，中国品牌纷纷中国品牌纷纷

加快加快““走出去走出去””的脚步的脚步，，中中

国制造的全球话语权也在不国制造的全球话语权也在不

断提升断提升。。20202020 年年 11--55 月月，，上上

汽通用五菱累计出口汽通用五菱累计出口 3305233052

台台//套套，，同比增长同比增长110110..33%%。。企企

业首款全球战略车型宝骏业首款全球战略车型宝骏530530

全球车今年累计出口全球车今年累计出口 2219122191

台台//套套。。其中其中，，今年今年11--44月出月出

口整车口整车 61766176 辆辆，，成为中国自成为中国自

主品牌主品牌SUV-CSUV-C细分市场第一细分市场第一

名名。。现在现在，，宝骏宝骏 510510、、宝骏宝骏

530530这对这对““全球车兄弟全球车兄弟””将携将携

手出海手出海，，用高品质的中国制用高品质的中国制

造满足全球用户的需求造满足全球用户的需求，，让让

世 界 见 证 中 国 品 牌 的 实世 界 见 证 中 国 品 牌 的 实

力力。。

随 着 国 内 经 济 稳 步 恢随 着 国 内 经 济 稳 步 恢

复复，，中国外贸将迎来新的机中国外贸将迎来新的机

会窗口会窗口。。在这次的时代机遇在这次的时代机遇

中中，，上汽通用五菱将发挥其上汽通用五菱将发挥其

在品牌在品牌、、规模规模、、产业链等方产业链等方

面的核心竞争优势面的核心竞争优势，，抓住海抓住海

外市场增长的关键机会外市场增长的关键机会，，为为

中国制造中国制造““走出去走出去””注入更注入更

强劲的动力强劲的动力。。 （谭跳）

上汽集团前瞻技术研究部项目高级经理黄伟科接受中国国

际电视台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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