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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行成

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

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的核心议题之一的核心议题之一。。作为上作为上

海市七个人工智能创新中海市七个人工智能创新中

心之一心之一，，上汽人工智能实上汽人工智能实

验室这两年来在做什么验室这两年来在做什么？？

上汽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汽人工智能实验室

副主任金忠孝表示副主任金忠孝表示，，上汽上汽

人工智能实验室基于上汽人工智能实验室基于上汽

集团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集团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

大数据大数据，，研发建立人工智研发建立人工智

能的关键技术能的关键技术，，同时用这同时用这

些关键技术去赋能整个集些关键技术去赋能整个集

团的各个业务单元团的各个业务单元，，支持支持

上汽集团成为具有全球竞上汽集团成为具有全球竞

争力和影响力的出行服务争力和影响力的出行服务

和场景供应商和场景供应商。。实验室的实验室的

业务重点就是智能汽车业务重点就是智能汽车、、

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智能出行智能出行、、智智

能物流能物流。。

金忠孝告诉记者金忠孝告诉记者：“：“汽汽

车的硬件已经开始日趋同车的硬件已经开始日趋同

质化质化，，汽车未来的差异化汽车未来的差异化

会体现在软件上会体现在软件上。”。”

未来未来，，一辆智能汽车一辆智能汽车

上可能会有两亿行代码上可能会有两亿行代码，，

但由于软件行业的特殊但由于软件行业的特殊

性性，，不同的竞争对手和供不同的竞争对手和供

应商提供的产品彼此都是应商提供的产品彼此都是

封闭封闭、、独立的独立的。。这时这时，，需需

要有一方从底层将不同的要有一方从底层将不同的

技术产品融合起来技术产品融合起来。。曾经曾经

有一个案例有一个案例，，就是因为供就是因为供

应商提供的产品通讯端口应商提供的产品通讯端口

和车载系统不兼容和车载系统不兼容，，导致导致

不能正常实现自动驾驶功不能正常实现自动驾驶功

能能。“。“我们实验室要消弭这我们实验室要消弭这

些隐患些隐患，，要在算力有限的要在算力有限的

情况下获得最好的效果情况下获得最好的效果。”。”

金忠孝告诉记者金忠孝告诉记者。。

上汽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汽人工智能实验室

自自20182018年成立以来年成立以来，，研发研发

团队的规模已经翻了两团队的规模已经翻了两

倍倍，，核心研发人员数量已核心研发人员数量已

经 达 到 了经 达 到 了 100100 多 名多 名 。。 目目

前前，，实验室主要聚焦实验室主要聚焦 44 个个

领域的项目领域的项目，，即智能汽车即智能汽车

（（包含智能驾驶和智能座包含智能驾驶和智能座

舱舱）、）、智能出行智能出行、、智能制造智能制造

以及智能物流以及智能物流。。以智能驾以智能驾

驶为例驶为例，，该领域最核心的该领域最核心的

几个技术包括感知几个技术包括感知、、定定

位位、、决策决策，，还有控制还有控制，，上上

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核心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核心

就聚焦在感知和定位这两就聚焦在感知和定位这两

个领域个领域。。

据了解据了解，，经过一年多经过一年多

时间的研发时间的研发，，上汽人工智上汽人工智

能实验室已经取得了不少能实验室已经取得了不少

阶段性的成果阶段性的成果。。例如例如，，在在

没有没有 GPSGPS 信号的地下车库信号的地下车库

里里，，仅仅使用传感器仅仅使用传感器，，而而

且在没有激光雷达的情况且在没有激光雷达的情况

下下，，上汽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汽人工智能实验室

的定位精准度已经达到国的定位精准度已经达到国

内同行业领先的水平内同行业领先的水平。。此此

外外，，智能座舱领域的一些智能座舱领域的一些

技术成果也将于不久的将技术成果也将于不久的将

来在量产车上亮相来在量产车上亮相。。

另据金忠孝介绍另据金忠孝介绍，，上上

汽人工智能实验室采用一汽人工智能实验室采用一

套算法套算法、、多场景应用的方多场景应用的方

法法，，通过深度学习神经网通过深度学习神经网

络来训练核心算法络来训练核心算法，，用它用它

去支持上汽的多项核心业去支持上汽的多项核心业

务务。。目前目前，，通过这种方通过这种方

法法，，实验室已经把部分生实验室已经把部分生

产制造业务场景下的模产制造业务场景下的模

型型，，包括生产计划的排包括生产计划的排

程程、、优化优化，，还有与生产相还有与生产相

关的供应链优化用深度学关的供应链优化用深度学

习的办法训练成功了习的办法训练成功了，，目目

前已经进入优化算法阶段前已经进入优化算法阶段。。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我们不会我们不会

关起门来自己做关起门来自己做，，我们是我们是

开放开放、、竞争和合作的竞争和合作的。”。”金金

忠孝告诉记者忠孝告诉记者，“，“如果我们如果我们

的语音识别和视觉识别比的语音识别和视觉识别比

不上市场上的头部企业不上市场上的头部企业，，

上汽的企业同样不会选择上汽的企业同样不会选择

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品。。所以所以，，不管不管

是现在还是将来是现在还是将来，，人工智人工智

能实验室都要做出有竞争能实验室都要做出有竞争

力的核心技术来力的核心技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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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后，多个智能驾驶项目“落户”上海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上大会上，，88 个上海人工智个上海人工智

能产业投资基金项目能产业投资基金项目、、3636

个人工智能产业项目分别个人工智能产业项目分别

签约签约，，投资总额超过投资总额超过 300300

亿元亿元。。其中其中，，多个项目与多个项目与

自动驾驶相关自动驾驶相关，，包括小马包括小马

智行自动驾驶示范运营中智行自动驾驶示范运营中

心心（（小马智行小马智行）、）、智能车路智能车路

协同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协同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

应用项目应用项目 （（中国电信中国电信、、中中

智行智行）、）、汽车智能网联研发汽车智能网联研发

总部总部（（仙塔智能仙塔智能））等等。。

77 月月 1010 日日，，上海临港上海临港

经济发展经济发展 （（集团集团）） 有限公有限公

司副总裁刘伟发布了临港司副总裁刘伟发布了临港

新片区新片区““信息飞鱼信息飞鱼””规划规划

中的第一项重大产业专项中的第一项重大产业专项

行动行动———智能网联汽车专—智能网联汽车专

项行动项行动，，拟打造智能网联拟打造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数字经济生态汽车产业数字经济生态，，

其内容包括建设智能网联其内容包括建设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数据基础设施汽车产业数据基础设施、、

培育一批智能网联汽车数培育一批智能网联汽车数

字服务企业字服务企业、、打造智能网打造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数字经济生联汽车产业数字经济生

态态、、建设智能网联汽车信建设智能网联汽车信

息安全平台息安全平台、、大力发展智大力发展智

能网联汽车软件服务业等能网联汽车软件服务业等。。

77 月月 1111 日日，，中国电信中国电信

技术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上海市经上海市经

信委和中智行信委和中智行 （（上海上海）） 交交

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就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就

““智能车路协同关键技术攻智能车路协同关键技术攻

关及产业应用关及产业应用””签署三方签署三方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这一协议是上这一协议是上

海市政府和中国电信于海市政府和中国电信于

20192019 年年 55 月签署的战略合月签署的战略合

作协议的落实和细化作协议的落实和细化。。根根

据协议约定据协议约定，，三方建立合三方建立合

作关系作关系，，共同开展车路协共同开展车路协

同的技术研发同的技术研发，，促进成果促进成果

转化转化。。

同一天同一天，，小马智行与小马智行与

上海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上海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协议，，开启其在长三角地开启其在长三角地

区的战略布局和研发进区的战略布局和研发进

程程。。小马智行将在嘉定组小马智行将在嘉定组

建自动驾驶规模化车队建自动驾驶规模化车队，，

携手地方政府共同推动自携手地方政府共同推动自

动驾驶技术产品化动驾驶技术产品化、、商业商业

化化。。此次布局上海此次布局上海，，将为将为

小马智行带来全新且复小马智行带来全新且复

杂杂、、多元的自动驾驶测试多元的自动驾驶测试

环境及城区交通场景环境及城区交通场景，，有有

助于提升技术的泛化能助于提升技术的泛化能

力力。。同时同时，，结合上海的国结合上海的国

际化汽车产业链际化汽车产业链，，小马智小马智

行将加快自动驾驶技术从行将加快自动驾驶技术从

测试研发到规模化应用的测试研发到规模化应用的

步伐步伐。。

而在同期举行的浦东而在同期举行的浦东

新区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新区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发布会上发布会上，，张江人工智能张江人工智能

集聚区发展规划及金桥智集聚区发展规划及金桥智

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正式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正式

亮相亮相，，成为国内首个特大成为国内首个特大

型城市中心城区智能网联型城市中心城区智能网联

汽车城市开放测试道路典汽车城市开放测试道路典

型应用场景型应用场景。。

““我有信心我有信心，，特斯拉将特斯拉将

在今年完成开发在今年完成开发LL55级别自级别自

动驾驶的基本功能动驾驶的基本功能。”。”受新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冠肺炎疫情影响，，特斯拉特斯拉

首席执行官埃隆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马斯克

没有亲自到场没有亲自到场，，而是通过而是通过

视频连线的形式参与到世视频连线的形式参与到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中界人工智能大会中，，但这但这

不妨碍他在大会上不妨碍他在大会上““扔下扔下

重磅炸弹重磅炸弹”。”。马斯克在视频马斯克在视频

中传达了他对实现中传达了他对实现LL55级别级别

自动驾驶的信心自动驾驶的信心，，并认为并认为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他他

表示表示：“：“我觉得特斯拉正在我觉得特斯拉正在

研发的功能已经非常接近研发的功能已经非常接近

LL55级自动驾驶了级自动驾驶了。”。”

同时同时，，他也表明他也表明，，实实

现现LL55级别自动驾驶目前不级别自动驾驶目前不

存在底层的根本性挑战存在底层的根本性挑战，，

但是有很多细节问题但是有很多细节问题。。面面

临的挑战就是要解决所有临的挑战就是要解决所有

这些小问题这些小问题，，然后整合系然后整合系

统统，，持续解决这些长尾问持续解决这些长尾问

题题。。马斯克相信马斯克相信，，这些问这些问

题可基于特斯拉车辆目前题可基于特斯拉车辆目前

搭载的硬件版本来解决搭载的硬件版本来解决，，

只需改进软件只需改进软件，，就可以实就可以实

现现LL55级别自动驾驶级别自动驾驶。。

但中国的专家学者有但中国的专家学者有

着不同的想法着不同的想法。。

““在无人驾驶的实现路在无人驾驶的实现路

径上径上，，如果说美国正在走如果说美国正在走

一条以一条以‘‘单车智能单车智能’’为主为主

的道路的道路，，中国则应选择中国则应选择

‘‘车路协同车路协同’’的智慧交通之的智慧交通之

路路 。”。” 中 智 行 董 事 长 兼中 智 行 董 事 长 兼

CEOCEO王劲认为王劲认为，，在过往几在过往几

年的发展中年的发展中，，中国无人驾中国无人驾

驶在单车智能方面驶在单车智能方面，，无论无论

从里程数还是技术积累来从里程数还是技术积累来

看看，，都与美国的差距明都与美国的差距明

显显。。以以AIAI为核心的单车智为核心的单车智

能存在许多局限性能存在许多局限性 （（这也这也

证实了此前马斯克提到的证实了此前马斯克提到的

自动驾驶的长尾问题自动驾驶的长尾问题），），但但

基于基于55GG的车路协同可极大的车路协同可极大

地提升行车安全地提升行车安全、、提高交提高交

通系统运行效率通系统运行效率、、降低车降低车

载设备成本载设备成本，，从而促进无从而促进无

人驾驶的快速落地人驾驶的快速落地。“。“55GG

的建设让中国无人驾驶有的建设让中国无人驾驶有

机会走出一条独特的机会走出一条独特的‘‘车车

路云路云’，’，即聪明的车即聪明的车、、智慧智慧

的路和强大的云为一体的的路和强大的云为一体的

智慧交通之路智慧交通之路。”。”

王劲同时阐明了车路王劲同时阐明了车路

协同的三个好处协同的三个好处：：第一是第一是

更安全更安全，，路上的传感器会路上的传感器会

帮助车上的传感器实现更帮助车上的传感器实现更

高层次的感知高层次的感知，，路上的计路上的计

算单元可以提升车辆的计算单元可以提升车辆的计

算能力算能力；；第二第二，，成本会更成本会更

低低，，只要每辆车的成本下只要每辆车的成本下

降降11..55万元万元，，那么就有机会那么就有机会

在每公里部署在每公里部署

100100 万元人民万元人民

币的传感器和币的传感器和

路边单元路边单元，，这就足以实现这就足以实现

中国的车路协同中国的车路协同；；第三第三，，

单车智能走的是个体优化单车智能走的是个体优化

路线路线，，车路协同走的是整车路协同走的是整

体优化路线体优化路线。。

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李彦宏也在倡导加快行官李彦宏也在倡导加快

建设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建设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

新基建新基建，，这将在交通等领这将在交通等领

域大大提升效率域大大提升效率，“，“以车路以车路

协同为基础的智能交通基协同为基础的智能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础设施建设，，将能提升将能提升

1515%-%- 3030%% 的 通 行 效 率的 通 行 效 率 ”。”。

处于人工智能经济智能化处于人工智能经济智能化

的前半段向后半段过渡的的前半段向后半段过渡的

时期时期，，在无人驾驶等垂直在无人驾驶等垂直

行业行业，，人工智能已初步证人工智能已初步证

明了其对所在行业的颠覆明了其对所在行业的颠覆

和重构潜能和重构潜能。。同时同时，，李彦李彦

宏举例阿波罗无人驾驶系宏举例阿波罗无人驾驶系

统支撑的无接触送餐车和统支撑的无接触送餐车和

无人消杀作业车无人消杀作业车，，在新冠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可大幅避免肺炎疫情期间可大幅避免

交叉感染的可能交叉感染的可能。。

L5级自动驾驶即将到来？

多个智能驾驶项目落地

首席记者 李修惠

实习生 丁昕阳

““自动驾驶出租车在地自动驾驶出租车在地

铁站接上我们铁站接上我们，，自动载着我自动载着我

们前往目的地们前往目的地；；路上偶遇无路上偶遇无

人清扫车正在清理沿街道人清扫车正在清理沿街道

路路；；开车上班的人们到达办开车上班的人们到达办

公大楼下车后公大楼下车后，，通过手机通过手机

APPAPP控制汽车自动前往停车控制汽车自动前往停车

场并停入车位场并停入车位；；无人物流小无人物流小

车以车以‘‘零接触零接触’’的方式及时的方式及时

将外卖送到了我们手中将外卖送到了我们手中；；工工

地上地上，，自动驾驶装载车正在自动驾驶装载车正在

忙碌地装运渣土忙碌地装运渣土；；远处远处，，自自

动驾驶集卡运送着来自各地动驾驶集卡运送着来自各地

的集装箱驶过东海大桥的集装箱驶过东海大桥，，前前

往洋山深水港……往洋山深水港……””

在近日落下帷幕的世界在近日落下帷幕的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工智能大会上，，专家学者专家学者

们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们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和和

往年一些科幻感颇为浓重的往年一些科幻感颇为浓重的

描述不同描述不同，，今年论坛描绘的今年论坛描绘的

人工智能场景让人觉得已然人工智能场景让人觉得已然

““照进现实照进现实”。”。

和去年大会相比和去年大会相比，，今年今年

大会有大会有33大亮点大亮点：：一是改革一是改革

创新进程加快创新进程加快。。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上海方案上海方案””出台落实出台落实，，国国

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试验区试验区、、创新应用先导区建创新应用先导区建

设深入推进设深入推进，，智能网联汽智能网联汽

车车、、医疗影像辅助诊断等领医疗影像辅助诊断等领

域已形成了测评标准域已形成了测评标准，，支撑支撑

政策创新突破政策创新突破。。二是基础攻二是基础攻

关持续推进关持续推进。。一批重大产业一批重大产业

创新项目启动建设创新项目启动建设，，智能芯智能芯

片片、、软件框架等人工智能核软件框架等人工智能核

心技术取得突破心技术取得突破，，重大算力重大算力

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布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布

局局。。三是应用示范成效显三是应用示范成效显

著著。。洋山港海铁联运等已成洋山港海铁联运等已成

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

能示范场景能示范场景。。上海人工智能上海人工智能

的发展实践的发展实践，，为全国新一代为全国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和路径创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和路径创

新提供了重要参考新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这在这33大新亮点中大新亮点中，，我我

们不难发现自动驾驶的身们不难发现自动驾驶的身

影影。。大会期间大会期间，，不少科学家不少科学家

和企业家通过演讲阐述了对和企业家通过演讲阐述了对

于汽车智能化的看法于汽车智能化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