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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无人驾驶出租车来啦，你敢坐吗？

固定地点乘车，安全员全程护航，专家称其运作仍存“硬伤”

□

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近日，多个科技巨头的自动驾驶

项目密集落地，无人出租车如同“未

来已来”。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5G成

熟、6G到来， 自动驾驶将在10年后大

规模应用。 不过也有业内专家提醒，

自动驾驶仍有“硬伤”，如果硬伤不解

决，商业化运作几无可能。

自动驾驶项目三城落地

6月23日， 高德和自动驾驶出行

企业“文远知行”达成合作，正式上线

Robotaxi

（自动驾驶出租车）

运营服

务。 广州的乘客可以通过高德打车一

键呼叫文远知行Robotaxi， 首月免费

乘坐。 据介绍，搭乘自动驾驶出租车

无需提交申请或审核资格，流程与一

般网约车无异，每车建议同行乘客不

超过3人。

据高德方面介绍，Robotaxi运营

范围覆盖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

中心区约144平方公里， 已开放上下

车点近200个，运营时间为早8点至晚

22点。

24日， 成都市高新区与百度

Apollo自动驾驶平台达成战略合作，

共同在成都建设自动驾驶项目以及

引入自动驾驶出租车。

27日，滴滴出行在上海正式上线

“未来出行”板块，支持上海市民尝鲜

滴滴最新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 用户

可通过滴滴APP线上报名，审核通过后，

将能在上海自动驾驶测试路段，免费呼

叫自动驾驶车辆进行试乘体验。

固定点乘车 行驶平稳

目前自动驾驶的体验如何？ 广州

市民黄先生昨天尝试搭乘了一次自

动驾驶出租车。“开始我以为只要在

黄埔区内，就可以像专车那样随叫随

到，但其实不是。 ”黄先生向记者表

示，目前自动驾驶出租车，是需要在

固定地点上下车的。

黄先生表示，他在文远知行公司

的公号上看到200个自动驾驶出租车

上下车的地点。 他走到距离最近的一

个地点才打到了车。“车上坐着安全员，

他手不碰车方向盘，方向盘自动转动。 ”

黄先生向记者表示， 自始至终出租车行

驶非常平稳，感觉安全性很高。“就像一

个经验老到的司机在驾驶一样。”黄先

生表示，车辆能执行完成换道、避让

行人、识别红绿灯，“感觉非常智能。 ”

何时覆盖全市需看政府规划

至于自动驾驶出租车什么时候能

覆盖全市？ 多家接受记者采访的自动驾

驶企业均表示： 这主要看政府部门的规

划，自动驾驶企业倒是希望越快越好。

另有自动驾驶公司负责人则向

记者表示， 目前自动驾驶规则非常

多，而且L4级别的自动驾驶还不算普

通市场产品， 因此不是随便可以落

地。“技术角度看，现阶段自动驾驶大

都是循迹驾驶，车辆是按照录制好的

轨迹线进行自动驾驶，距离完全自动

驾驶还有一定距离”。

技术成熟度仍有争议

“马上推广自动驾驶汽车是不现实的”

自动驾驶技术是否趋于成熟？ 对此

目前仍有不少分歧。

滴滴出行自动驾驶部门首席运营官

（COO）孟醒在本月表示，到 2030 年，滴

滴出行计划通过其网约车平台运营 100

多万辆自动驾驶汽车。 这似乎意味着，自

动驾驶的大幕正式开启， 而专车司机的

职业转型期也逼近。

自动驾驶的技术成熟度时间窗口为什

么定在 2030年？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这

个时间窗口是“5G成熟、6G来临”的时间段。

他表示，按照通信业“10 年 1 个 G”

（每隔

10

年进展一代）

的节奏，现在 5G 大规模

建设，10 年后的 2030 年恰好是 6G 大规

模建设的时间。 而自动驾驶即使现在还

不成熟，到了 6G 时必定是核心应用。

不过也有业内专家表示自动驾驶成

熟度仍有限。 在 6 月 22 日-23 日在北京

举行的“2020 财新夏季峰会”上，全球移

动通信协会高级顾问，中国移动原董事长

兼总裁王建宙演讲中表示，其建议 5G 应

用开发要循序渐进，“如果我们现在要全

面马上推广自动驾驶汽车， 这是不现实

的。 ”王健宙认为，目前看好的是智能控

制、智能物流、智能安防等开发条件完全

成熟的项目，而非自动驾驶。

商业运作有“硬伤”

“一场大雨足以让车辆性能大打折扣”

“如果没明确说明是哪一个级别的

自动驾驶车辆， 那多少百万辆自动驾驶

车，都没有意义。 ”本地智能汽车产业人

士陈先生向记者表示， 自动驾驶的无人

出租车短期乃至中期内都有“硬伤”。

陈先生认为， 目前各家科技公司推

出的无人驾驶，为确保行程安全，自动驾

驶车依相关规定配备了安全员， 可随时

接管车辆，应对突发情况。 这意味着在商

业运营中，自动驾驶出租车“人力成本没

有下降， 而设备技术成本则成倍甚至几

倍上升”。 只要安全员一天不能撤去，自

动驾驶出租车在商业上就存在着“硬

伤”，几乎没有商业运作的可能性。

但在技术上，要“去掉安全员”仍面

临巨大挑战， 单单一场大雨就足以让自

动驾驶车辆的性能大打折扣。 有业内人

士称，自动驾驶车上装配了激光雷达，雨

点、 地面上的积水以及溅起来的水花可

能引发噪点，这就相当于“驾驶员”视力

变差，需要算法有效地去除这些噪点，否

则容易引发各种急刹。 此外，雨天行人打

雨伞， 也需要机器有良好的训练数据覆

盖，以及充分的算法冗余才能保证识别。

0

级：

完全

由驾驶员进行

操作驾驶。

1

级：

能够

辅助驾驶员完

成某些驾驶任

务。

2

级：

可自

动完成某些驾

驶任务，驾驶员

需观察周围情

况提供车辆安

全操作。

3

级：

驾驶员不需要

手脚待命，车辆能够在特

定环境下独立完成操作

驾驶，但驾驶员无法进行

睡眠或休息，在人工智能

不能准确判断时，仍需人

工操作。

4

级：

只要是有地图

的地方，这类汽车都能实

现完全自动驾驶，但并非

在任何地方都能自动驾

驶。

5

级：

完全不需要驾

驶员配合任何操作，实现

全天候、全地域的自动驾

驶，并能应对环境气候及

地理位置的变化，驾驶员

可将注意力放在休息或

其它工作上。

互联网平台深耕高品质网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爱奇艺

“迷雾剧场”悬疑短剧集《隐秘的角落》于

6 月 16 日独家上线爱奇艺以来，口碑热

度双双持续走高。截至目前，该剧豆瓣评

分稳居 9.0， 累计获得超 20 万人参与打

分，爱奇艺站内内容热度值突破 7000。

较早之前，BOSS 直聘影视中心联合

腾讯视频出品的职场纪实节目《老板不知

道的我》第二季正式上线。据介绍，这是国

内首档聚焦职场关系的系列纪实节目。

快手联盟即将开放注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日前，

快手正式发布一站式视频商业能力转化

平台———快手短视频生态联盟

（以下简

称“快手联盟”）

。 快手联盟提出“VaaS”概

念

（视频即服务

video as a service)，并表

示将有效打破 APP 之间无法打通的“孤

岛效应”， 并给予首批 SDK 合作伙伴领

先行业的分成扶持政策。

哈啰出行将发布

赫尔墨斯路面安全系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2020 年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 7 月 9 日到 7 月

11 日在线上举办。 哈啰出行向记者表

示，届时将发布 Hermes

（赫尔墨斯）

路面

安全系统、 非机动车安全管理平台以及

共享单车“定点还车”模式等三大人工智

能“黑科技”产品。

此外，哈啰出行执行总裁李开逐、数

据算法首席科学家刘行亮还将分别亮相

AI TALK 主题讨论与大数据论坛。

喜马拉雅为会员

打通消费新场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喜马拉

雅 VIP 会员上周宣布与肯德基 WOW

会员达成合作， 两个品牌的用户仅需一

份会员价格即可同时享有喜马拉雅 VIP

会员季卡与肯德基 WOW 会员大神卡

季卡的所有权益。此前，喜马拉雅已先后

与优酷、腾讯视频、美团、京东、爱奇艺等

品牌实现会员权益共享。

4

支科技队伍

较量“

AI

种草莓”

自

动

驾

驶

的

等

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日前，

第一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初赛结果出

炉， 在参与初赛的 17 支科技组队伍中，

共有 4 支年轻队伍脱颖而出， 在云南高

原挑战“人工智能 VS 顶尖农人”的草莓

种植决赛。据介绍，此次大赛由中国农业

大学和拼多多共同发起， 在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的技术指导下进行。 在接下

来的 4 个多月时间中，4 支队伍将在指

定的无差别温室内，利用 IoT 设备、摄像

头、环境控制系统等，获取作物数据，并

加入相应的模型或机器学习算法， 远程

培育草莓，最终达到优秀的品质、产量，

以及高效的投入产出比。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