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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无人驾驶：近在咫尺还是遥遥无期

AI Time rallies researchers specializing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goal of 
AI Time is to explore the essence of AI foundations, theories, algorithms, and 
applications, with an emphasis to encourage debate on AI-related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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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辩题



什么是自动驾驶

SAE：由SAE International（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制定的自动驾驶标准
NHTSA：由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制定的自动驾驶标准



无人驾驶的广阔应用价值



无人驾驶的发展史



无人驾驶在我国



无人驾驶汽车关键技术



无人驾驶汽车技术路线之争

Google Waymo：激光雷达路线的领头羊



无人驾驶汽车技术路线之争
“Lidar is a fool’s errand. Anyone relying on lidar is
doomed. Doomed! [They are] expensive sensors that are
unnecessary. It’s like having a whole bunch of expensive
appendices. Like, one appendix is bad, well now you have
a whole bunch of them, it’s ridiculous, you’ll see.”

2019年初Tesla “Autonomy Day”

Full Self-Driving，FSD计算机视觉技术



无人驾驶汽车感知技术路线

激光雷达路线

V.S.

计算机视觉路线



通过在车辆上直接加装感知设备和运算
单元，提高车辆本身的感知、决策和控
制能力，使其达到甚至超越人类司机的
驾驶水平，实现部分甚至全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系统落地实现方式

Waymo，模拟自动驾驶
测试总里程已经达到100
亿英里，实车测试超过
1000万英里。

Uber，在亚利桑那撞死行
人后暂停八个月终获无罪
判决，重新在宾州上路测
试。

GM Cruise，开放400个
家庭的白名单测试，推迟
落地商业计划，最新估值
190亿美元。

单车智能



在路端和车端同时布设感知和运算设备组成车
路系统，系统通过各种无线通讯的方式，把车
和车之间、车和路之间、近端和远端车之间、
甚至人都可以构成新的交通结构。

自动驾驶系统落地实现方式

去年12月29日，华为携手首发集团及其
下属速通公司、奥迪中国完成全国首例实
际高速公路场景的车路协同测试，包括时
速达到80km/h的L4级自动驾驶，整个测
试基于C-V2X（蜂窝网络的V2X）。

北汽、长安、上汽、通用、福特、宝马、吉利、奥迪、长
城、东风、北汽新能源共11家中外整车企业，大唐、华为、
高通共3家通信模组厂家，大唐、华为、星云互联、东软睿
驰、金溢、SAVARI、华砺智行、千方科技共8家LTE-V2X终
端提供商在活动期间为观众上演了V2X“三跨”演示盛宴。

车路协同



自动驾驶系统落地实现方式

单车智能方式

V.S.

车路协同方式



由于对场景要素的解析和穷举不充分，
当前自动驾驶车辆对环境要素的学习、
识别和自主决策都存在不确定风险。

自动驾驶的安全性认知

Tesla撞大货车的“白云案”广为人知，Uber和Waymo的自动驾驶车辆也发生过比较严
重的交通事故。自动驾驶落地受到了挑战和质疑，那么自动驾驶到底安不安全？

“不可靠”的自动驾驶车辆



被动分神—高负荷的人类驾驶员：驾驶
任务会给令驾驶员身心承担较高负荷，
伴随疲劳、情绪、急性应激带来的认知
能力和操作能力退变，及时反应应对事
件和正确操纵车辆的水平都不能很好维
持。有文献称90%以上的交通事故都有
与人误（human error）有关。

自动驾驶的安全性认知

主动分神—不守法规的人类驾驶员：
人类主观意愿是区别于机器的重要因
素，目前的交通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
约束到所有人的不合法不合规行为，
交管部门拍到的驾驶员违法违规行为
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同样不可靠的人类驾驶员



坐进行驶中的无人车你担心吗？

会比乘坐有人驾驶的车辆更担心

V.S.

不会比人类驾驶车辆更担心



*“通往未来出行之路”，来源：博世中国自动驾驶落地路线图

自动驾驶研发策略：L2 or L4？
L2：汽车行业体系化产业链的“顶上战争”

*“ADAS产业链全景图”，来源：盖世汽车研究院

“2020年，中国智能汽车新车占比达到50%。”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征求意见稿）》

ADAS作为L2级智能驾驶的代表产品，其批量配
装标志着汽车产业集体迈向智能化，作为快速
进入商业化阶段的产品形态，ADAS的市场竞争
也可以看做各派系产业巨头及其合作伙伴规模
化的“顶上战争”。

L2：方向盘和加减速提
供两项自动操作，如自
适应巡航+车道保持等。
——SAE



自动驾驶研发策略：L2 or L4？

L4：科技巨头抢跑未来出行终局

L4：系统自动作出所有驾驶操作，自主决策，并且驾驶者无需提供应答，但是一般限
定其行驶区域，比如公交、物流、出租车等。L4级别意味着车俩可以完全自主上路，
无需人类陪同，那么诸如方向盘、油门、刹车之类的装置也就可以取消了。
——SAE



自动驾驶研发策略

从L2出发渐进推动

V.S.

直接攻关L4级



我国人口密集、交通环境复杂，当前各地已开放的测试道路
和测试场景有限，尚不能满足各类主体的测试需求。

——中国交通部新闻发言人 吴春耕

复杂交通场景：优势or劣势？



跟欧洲不同，中国限速是分车道限制不同的车速，我们于是改造了传感器，
使它能够发现不同车道限速的情况，并在决策系统中进行处理。在进行L2级
研发时我们注意到，在中国交通状况中变线切入的情况比欧美要多，不少驾
驶者变道的速度也比较猛，所以我们就对软件升级改造，来适应频繁变道的
情况。

——BMW驾驶辅助与自动驾驶研发高级副总裁 傅科齐

复杂交通场景：优势or劣势？



复杂交通场景：优势or劣势？

打磨技术利大于弊

V.S.

难度过大无法落地



*“自动驾驶人才分布与流动”，来源：AMiner

自动驾驶需要怎样的人才？



自动驾驶更需要哪个专业人才

车辆工程

自动化

计算机

……

电子电气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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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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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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