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16日
责任编辑 王伟 美编 荣晔声音10

德勤：如何打造面向未来的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是一

个多方共建的生态体系。其

中，车辆是载体，实现智能

化是目的，而网联化是核心

手段。

智能交互、智能驾驶和

智能服务是智能网联汽车的

三大元素。智能网联汽车发

展路径正在由最初的三种发

展路径向两种路径演化，不

同路径将殊途同归，智能化

与网联化趋向深度融合。

智能网联汽车存在三大

元素，即智能交互、智能驾

驶和智能服务。其中，智能

交互是抓手和入口，而智能

驾驶和智能服务是输出的驾

驶操控体验和服务体验，以

智能化技术为核心的智能驾

驶是必备功能，以网联化为

核心的智能服务是体验和商

业模式创新的切入点。

智能交互

首先，人机交互技术向

多元化、人格化方向发展。

同时，交互终端及内容架构

不断迭代优化。多元化意味

着人们对交互体验的要求逐

步提高，人机交互方式从按

键、触控，发展为语音控

制、人脸识别、手势交互，

甚至是更先进的生物识别。

人格化是指通过语言语义学

习，了解人类的思维文化。

未来，启发式的主动车联网

语音服务会成为发展方向。

终端迭代优化则表示人机交

互终端硬件和软件的双重升

级，交互与服务紧密结合，

提高人机交互的自然性和高

效性。关注用户体验和智能

座舱技术的造车新势力及国

内传统车企均在这一领域持

续发力。

除交互技术之外，智能

交互还包括智能分发，即通

过智能算法对交互识别内容

进行理解，再进行服务的调

取和内容的分发。整车厂可

以通过和互联网公司合作，

尤其是与智能交互技术厂商

和智能内容分发公司合作，

实现业务的快速布局，迅速

提升对用户的理解水平和在

智能交互领域的能力。

与此同时，整车厂必须

构建内容分发方面的能力，

注重对用户的闭环管理，把

握入口并构建可控的用户运

营体系，不能一味依赖互联

网公司提供的“全家桶”模

式 （注：在中国，百度、阿

里巴巴、腾讯将他们在互联

网上的地图、音乐等应用程

序软件打包装在汽车上，即

称为“全家桶”模式）。长远

来看，语音、语义的识别可

以借助科技公司的技术能

力，但服务分发策略和用户

偏好数据必须掌握在整车厂

自己手中，这样才能在智能

网联汽车的各细分场景爆发

和成熟之前，为未来流量入

口的把握、自身用户的理

解、用户价值深度挖掘，以

及商业模式创新做好准备和

支撑。

智能驾驶

智能驾驶包括智能控制

和自动驾驶两个阶段。其

中，座舱智能控制功能是智

能网联汽车必备的功能，是

车辆设计中的必需品。辅助

驾驶功能已经成为市场上中

高端车辆普遍拥有的功能，

在B级及以上车型加入此功

能是应有之举，以紧跟市场

潮流，提升产品力。由于自

动驾驶有太多传统车企不曾

涉猎，也不擅长的技术领

域，车企必须依靠整合科技

企 业 和 Tier1 供 应 商 来 实

现，只有高端品牌和领先传

统车企在自动驾驶软件和算

法等部分核心技术领域采用

内生自建的方式。

在感知层面，传感器生

产与高精度地图开发不是车

企擅长的能力，可通过战略

合作或收购快速获能，因此

这些不是自动驾驶能力差异

的关键。在决策层面，计算

平台和软件开发是自动驾驶

能力差异的核心，豪华品牌

车企通过自建方式打造领先

的技术产品，非豪华车品牌

和造车新势力多采用战略合

作方式逐步构建自动驾驶体

系，或通过收购迅速提升企

业的自动驾驶建设水平。通

信网络的核心能力掌握在通

信服务商和网络运营商手

中，整车厂通过合作构建该

能力。在控制层面，网络安

全防护多与专业服务商合

作，共同开发，而驾驶控制

执行能力由各整车厂集成把

控，能力差异不大。由此可

见，整车厂应整合资源，打

造自身特有的自动驾驶算法

和软件开发能力，尤其是为

其D级车产品的开发进行自

动驾驶的思考和布局。

智能服务

让服务更智能、更主动

且实时在线是智能服务发展

的趋势。构建智能服务需要

四大能力：实时场景获取、

用户偏好理解、服务体系构

建及用户运营（图一）。

从整车厂视角来看，智

能网联汽车共有三条发展路

径，分别是主攻自动驾驶技

术的产品研发路线、以网联

服务快速加持产品力路线，

以及用户思维主导的智能座

舱路线。而路径的选择取决

于整车厂的商业企图、品牌

定位、产品竞争力和技术积

累等多个方面综合因素 （图

二）。

路径一：主攻自动驾驶

技术的产品研发

采取主攻自动驾驶技术

的产品研发路线的整车厂紧

紧把握汽车产业技术变革趋

势，优先攻关自动驾驶技

术，以绝对硬核的产品性能

引领技术变革、颠覆与创

新，主打科技和驾驶性能硬

指标，但智能交互与智能服

务相对薄弱。

首先从智能驾驶方面发

力，以“科技感”提升产品

力。特斯拉利用自身雄厚实

力开发高等级自动驾驶技

术，目前已经实现了L3级自

动驾驶，对于自动驾驶核心

能力的智能算法与软件，其

采用内生自建的方式 （注：

“Tesla ModelS 车型介绍”，

特斯拉官网，2020年 6月）。

通用收购自动驾驶技术初创

公司Cruise（注：“通用汽车

宣布收购Cruise Automation

公司 加速研发自动驾驶汽

车”，通用官网，2016 年 3

月）以把握核心技术。

然后逐步构建智能交互

系统，并逐渐完善功能。中

控大屏是高端汽车品牌基本

上都具有的功能，由特斯拉

首先推出。但是在语音识别

方面，识别的准确性和交互

水平均需要提升，其他交互

形式的发展还较落后。

最后在智能服务方面不

断发力。由于外资企业的品

牌文化基因并不擅长智能服

务，因此服务生态布局的决

策在国外总部推动相对缓慢

和保守。特斯拉正在逐步引

入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国内

领先互联网公司的服务生态

资源，推出车载卡拉OK等功

能（注：“特斯拉V10.0版本

软件正式推送中国用户”，特

斯拉官网，2019年9月）。未

来，智能服务也会成为外资

高端车企布局的重点。

路径二：以网联服务快

速加持产品力

以网联服务快速加持产

品力的整车厂以互联网生态

服务为特色形成卖点，迅速

抢占“智能网联汽车”市场

空白点，优先打造网联化服

务，主打年轻人群生活方

式，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

场占有率。但是，此路径正

在向“路径三”靠拢并融

合，因为市场空白点已被占

领，单纯地将互联网生态元

素移植到车载机中已无法形

成独特卖点并持续拉升销量。

路径三：用户思维主导

的智能座舱

采取用户思维主导的智

能座舱路线的整车厂跳出传

统的产品研发思维，以用户

服务思维为导向，兼顾网联

化和智能化，构建以智能交

互体验为核心的智能座舱体

验，主打用户体验和商业模

式、服务模式理念的创新，

通过服务和运营最大化释放

用户价值，但L3级以上高等

级智能驾驶能力仍在布局。

例如，蔚来、理想等造车新

势力，以及吉利、长城等量

产自主品牌。

首先从智能交互发力，

以智能交互终端为入口，以

实现用户体验提升为抓手，

打造良好的客户体验，交互

方式由中控大屏、语音识别

逐渐向多样化、人性化发

展，如人脸识别、情感交

流、AR交互等。

然后快速构建丰富的服

务生态体系，通过服务和运

营最大化释放用户价值。由

于互联网公司具有强势地

位，希望在车联网中获利，

其会与部分造车新势力或自

主品牌以合资形式进行生态

构建，而部分量产自主品牌

可以通过销量撬动生态集

成，通过流量优势自建开放

的生态体系。例如，吉利自

建开放的生态体系GKUI（注：

“发布GKUI 19系统 博越PRO

全球首发并开启预售”，吉利

官网，2019年7月）。

最后通过自主开发 （如

吉利亿咖通）（注“吉利亿咖

通简介”，吉利亿咖通官网，

2020 年 6 月） 以及战略合作

（如蔚来与博世合作）（注：

“博世与蔚来签署战略合作伙

伴协议”，博世官网，2018

年7月） 方式，增强L3级以

上高等级智能驾驶能力 （图

三）。

由此可见，智能网联汽车

发展路径正在由最初的三种

发展路径向两种路径演化，不

同路径将殊途同归，智能化与

网联化趋向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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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用户思维主导的智能座舱路线

图二：智能网联汽车的三种发展路径

图一：构建智能服务的四大能力

智能网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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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的

三大要素

（节选一）

主攻自动驾驶技术的产品研发

以网联服务快速加持产品力

用户思维主导的智能座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