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技术术““起笔起笔””，，用户用户““回环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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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创新管理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

发展体验经济正逢其时发展体验经济正逢其时

1010 月月 1515 日日，，20212021 年年

国家级江苏国家级江苏（（无锡无锡））车联车联

网先导区重点项目发布暨网先导区重点项目发布暨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牌照授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牌照授

牌仪式在无锡物联网创新牌仪式在无锡物联网创新

促进中心举行促进中心举行。。

会上会上，，上海友道智途上海友道智途

科技公司被授予首批无锡科技公司被授予首批无锡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牌照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牌照。。

这是这是《《无锡市智能网联汽无锡市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

理实施细则理实施细则（（试行试行）》）》实实

施以来施以来，，首次颁发测试牌首次颁发测试牌

照照。。同时同时，，这也是友道智这也是友道智

途除上海以外途除上海以外，，在外省市在外省市

获得的首张测试牌照获得的首张测试牌照。。

据悉据悉，，参加本次测试参加本次测试

的智能重卡的智能重卡，，搭载了业内搭载了业内

领先的领先的 33××360360°°全全息感息感

知系统知系统、、车规级大算力智车规级大算力智

驾域控制器和量产级强信驾域控制器和量产级强信

息安全认证的息安全认证的 VV22XX 网联网联

控 制控 制 器器 。。依 托 洋 山 港依 托 洋 山 港

““55G+LG+L44””智能重卡项目智能重卡项目

真实场景的技术积累和准真实场景的技术积累和准

商业化运营的成功经验商业化运营的成功经验，，

友道智途一次性顺利通过友道智途一次性顺利通过

了全部测试项目了全部测试项目，，包括行包括行

人与机动车识别及响应人与机动车识别及响应、、

交通信号灯识别及响应交通信号灯识别及响应、、

车辆车辆定位等定位等 88 大测试项大测试项

目目，，涵盖高速和城市道路涵盖高速和城市道路、、

环岛环岛、、路口路口、、信信号号标识等标识等

多种场景的车辆工况多种场景的车辆工况。。

此次获得无锡开放道此次获得无锡开放道

路测试牌照路测试牌照，，标志着友道标志着友道

智途在末端智慧物流领域智途在末端智慧物流领域

真正跨入实质性的全场景真正跨入实质性的全场景

和全业务链测试阶段和全业务链测试阶段，，距距

离打通园区物流和末端物离打通园区物流和末端物

流全业务链路流全业务链路，，形成全场形成全场

景 业 务 链 商 用 车景 业 务 链 商 用 车 DDooroor

to Doorto Door 自动驾驶网络的自动驾驶网络的

目标又近了一步目标又近了一步。。（企宣）

本报记者 严瑶

1010 月月 1919 日日 -- 2222 日日 ，，

20212021 云栖大会在杭州云云栖大会在杭州云

栖小镇举行栖小镇举行。。智己汽车携智己汽车携

豪华智能轿车智己豪华智能轿车智己 LL77、、

豪华智能豪华智能 SUVSUV 智己智己 LSLS77，，

以及全新概念车以及全新概念车AIROAIRO亮亮

相相““数智风暴数智风暴””展馆展馆，，为为

观众描绘未来智慧出行新观众描绘未来智慧出行新

图景图景。。

在过去三个月时间在过去三个月时间

里里，，智己智己IM ADIM AD智驾系智驾系

统已经在一二线城市闹市统已经在一二线城市闹市

区的复杂道路上进行了多区的复杂道路上进行了多

轮实测轮实测。。不少消费者看完不少消费者看完

实测视频后实测视频后，，纷纷感叹纷纷感叹：：

““这简直比大多数人类驾这简直比大多数人类驾

驶员开得都好驶员开得都好。。””不久不久

前前，，智己汽车智己汽车 30003000 辆智辆智

己己 LL77 天 使 轮 版 预 售 收天 使 轮 版 预 售 收

官官，，并已开启并已开启““AA 轮席轮席

位位””预约预约。。本届大会上本届大会上，，

智己汽车荣获了智己汽车荣获了 20212021 云云

栖科技榜单栖科技榜单““消费创新产消费创新产

品奖品奖””。。

““再复杂再复杂、、再厉害的再厉害的

技术技术，，终极目标不是为了终极目标不是为了

炫技炫技，，而是要刷新用户体而是要刷新用户体

验验，，我们正在通过彻底打我们正在通过彻底打

通各域通各域、、深度融通的方深度融通的方

式式，，来为用户创造一种更来为用户创造一种更

安全安全、、更舒适更舒适、、更轻松的更轻松的

体验体验。。””智己汽车联席智己汽车联席

CEOCEO刘涛说刘涛说。。

在智己汽车展台在智己汽车展台，，智智

己己 LL77 前围着不少人前围着不少人。。除除

了被它的颜值吸引外了被它的颜值吸引外，，这这

款刚刚荣获款刚刚荣获““消费创新产消费创新产

品奖品奖””的智能汽车的实力的智能汽车的实力

也不容小觑也不容小觑。。

智己汽车相关人员告智己汽车相关人员告

诉记者诉记者，，传统汽车的电子传统汽车的电子

架构大多是独立的数据处架构大多是独立的数据处

理单元理单元，，是封闭的数据信是封闭的数据信

息 孤 岛息 孤 岛 。。 而 智 己 汽 车而 智 己 汽 车

SOASOA 原子化软件架构实原子化软件架构实

现了分布式多核异构的系现了分布式多核异构的系

统能力统能力，，从底层打破了各从底层打破了各

功能之间的界限功能之间的界限，，灵活且灵活且

开放开放，，并且可以支持整车并且可以支持整车

智能化智能化““迭代成长迭代成长””。。

比如比如，，当车主约会当车主约会

时时 ，， 智 己智 己 LL77 上 搭 载 的上 搭 载 的

SOASOA 架构可以调动放音架构可以调动放音

乐乐、、定鲜花定鲜花、、投爱心灯投爱心灯

光光，，这时候车辆俨然就是这时候车辆俨然就是

““恋爱氛围组恋爱氛围组””；；当车上有当车上有

小孩时小孩时，，则自动调整成爱则自动调整成爱

心模式心模式，，放动画片放动画片、、讲故讲故

事事，，推送育儿知识推送育儿知识，，又好又好

像是一位贴心保姆像是一位贴心保姆，，满足满足

““千人千面千人千面””的需求的需求。。

在激光雷达展区在激光雷达展区，，智智

己汽车为观众呈现智己己汽车为观众呈现智己

LL77 未来可升级搭载的第未来可升级搭载的第

二代半固态激光雷达系二代半固态激光雷达系

统统。。透过屏幕可以真实感透过屏幕可以真实感

受激光雷达的超强感知能受激光雷达的超强感知能

力力，，勾起观众对未来智慧勾起观众对未来智慧

出行生活的无限憧憬出行生活的无限憧憬。。

““尽管在智己尽管在智己LL77首批首批

交付车辆上没有配备激光交付车辆上没有配备激光

雷达雷达，，但是支持但是支持22个激光个激光

雷达的升级能力雷达的升级能力，，我们现我们现

在已经预留好接口在已经预留好接口，，后续后续

激光雷达进入商业化量产激光雷达进入商业化量产

成熟期成熟期，，智己智己 LL77 就将具就将具

备立即升级激光雷达系统备立即升级激光雷达系统

的能力的能力。。””刘涛说刘涛说。。

““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企企

业运营最核心的两大要素业运营最核心的两大要素

是用户和产品是用户和产品。。””刘涛认刘涛认

为为，，““不只是汽车产业不只是汽车产业，，

未来所有与智能行业相关未来所有与智能行业相关

的企业的企业，，都将与用户进行都将与用户进行

价值共创价值共创，，都将成为都将成为‘‘用用

户价值企业户价值企业’’。。””

如今如今，，许多造车新势许多造车新势

力企业纷纷走上力企业纷纷走上““宠粉宠粉””

路线路线，，这也让企业收获了这也让企业收获了

巨大回报巨大回报。。但智己汽车不但智己汽车不

仅仅停留在仅仅停留在““宠粉宠粉””阶阶

段段，，他们更瞄准了下一个他们更瞄准了下一个

方向方向————““用户共创用户共创””。。

不难发现不难发现，，对智能汽对智能汽

车来说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通最重要的就是通

过算法解决长尾问题过算法解决长尾问题。。比比

如如，，闯红灯的车辆闯红灯的车辆、、横穿横穿

马路的行人马路的行人、、路边违章停路边违章停

靠的车辆等靠的车辆等。。而想要有而想要有

效效、、快速地训练算法去处快速地训练算法去处

理长尾场景理长尾场景，，就必须要完就必须要完

成真实道路的数据积累成真实道路的数据积累。。

““在获得用户授权的在获得用户授权的

前提下前提下，，我们将通过原石我们将通过原石

谷用户数据权益计划谷用户数据权益计划，，获获

取海量累积的用户日常行取海量累积的用户日常行

驶数据驶数据。。同时同时，，我们会以我们会以

原石数据权益的方式回馈原石数据权益的方式回馈

用户用户。。””智己汽车相关负智己汽车相关负

责人表示责人表示，，在车辆使用过在车辆使用过

程中程中，，““原石原石””将以一个将以一个

约定的速度随机掉落约定的速度随机掉落，，用用

户行驶里程越多户行驶里程越多，，贡献的贡献的

数据越多数据越多，，所收获的所收获的““原原

石石””就越多就越多。。

刘涛表示刘涛表示，，目前目前，，智智

己汽车一方面在打造全生己汽车一方面在打造全生

命周期的产品运营命周期的产品运营，，用数用数

据驱动产品向深度智能升据驱动产品向深度智能升

级进化级进化；；另一方面在打造另一方面在打造

共生共享共创共赢的用户共生共享共创共赢的用户

运营运营，，用数据驱动的方用数据驱动的方

法法，，重构直连用户的运营重构直连用户的运营

模式模式。。““这两条线将构建这两条线将构建

出相互链接出相互链接、、有机融合的有机融合的

价值生态闭环价值生态闭环。。””

上汽新赛道自主创新项目上汽新赛道自主创新项目百日冲刺百日冲刺

友道智途获首批无锡市智能网联测试牌照

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再添新版图

本报记者 甘文嘉

“ 十 一 ” 长 假 期

间，新开业的全球最大

山姆会员商店、韩国镜

特 梦 集 团 旗 舰 店 、

“Prada菜场”等成为上

海新晋的网红打卡地。

不仅是国际品牌高能级

首店旗舰店，位于北外

滩来福士广场内的智

己、MG、凯迪拉克、

蔚来品牌体验中心也是

人头攒动。当下，商

业、旅游业、餐饮业、

娱乐业乃至汽车业都在

上演一种全新的经济形

态——体验经济。

发达国家的经验和

数据表明，一个国家或

地区消费结构随着经济

水平的升高依次递延。

当人均GDP超过8000美

元时，体验式消费将成

为主流。我国人均GDP

已超过1万美元，发展

体验经济正逢其时。同

时，随着“90后”“00后”

等成为消费主力，用户

的消费习惯、对产品和

服务的衡量标准都发生

了较大变化。着力解决

用户痛点、提升用户体

验，已经成为企业提升

产品和服务竞争力的不

二选择。

体验经济强调互动

性。在该模式中，企业

不再仅仅销售商品或提

供服务，还创造能够使

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

者回忆的活动。在山姆

新店，就可以看到商家

为体验经济多处“留

白”：除了会员家庭喜

爱的山姆厨房、山姆健

康中心，还特别新增了

山姆云家VR Lab、玩具

及数码、咖啡、熟食体

验区。智己汽车品牌体

验中心的“五感体验

区”令人仿佛置身于

“移动的艺术空间”；

MG XPOWER体验店的模

拟F1赛车驾驶游戏体

验排起了长队。

体验经济不以增加

成本为代价，追求的是

不断提升客户体验来实

现客户价值的持续提

升。客户价值，一方面

是强调企业给到客户的

价值，另一方面也强调

客户给到企业的价值，

最终体现在企业利润

上。随着客户体验的重

要性越来越突出，很多

企业开始设立首席体验

官。首席体验官不只注

重客户体验，更要注重

通过体验管理促进公司

业 绩 持 续 增 长 。 MG

XPOWER 体 验 店 表 示 ，

过去是我们寻找喜欢赛

车、改装车的人，现在

是通过游戏体验，培养

年轻人对品牌的热爱，

逐渐将他们引导到产品

上并转换成用户。

目前，一些汽车品

牌在客户体验中不断为

用户创造惊喜，拓新服

务理念，拓宽服务边

界，但有些体验活动没

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问

题的症结在于其做的和

用户实际的体验感知之

间还差了“最后一公

里”。现在，几乎所有

汽车品牌都在致力于打

造用户权益，推出一些

免费保养和检测、免费

洗车、会员专享等优

惠。但在 J.D.Power 所

做的一项调查中发现，

这三项用户权益最不受

用户待见，说白了就是

“鸡肋”，而最受欢迎的

却是文化娱乐活动优

惠。这项调查给出一个

启示，用户权益要奏效

必须对味。智己汽车创

新地提出了原石谷用户

数据权益计划，并通过

产生“原石”“水晶”

来回馈用户。R汽车为

车主提供上门取送车业

务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在传统商业模式日

渐式微的今天，充满体

验感的消费场景将体验

文化与商业内容相结

合，并对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消费行为加以引

导，同时提升企业效

益，体验经济或将越来

越充满活力。但如何解

决“最后一公里”，是

摆在车企面前需要研究

的课题。

评 论

从“单点功能”到

“跨域融合”

从“疯狂宠粉”到

“共创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