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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 焦

人工驾驶和自动驾驶并存可能要持
续 50 年左右。 7 月 6 日至 7 日，第三届
亚洲人工智能技术大会在重庆市巴南区
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
会理事长李德毅在作大会主题报告时表
示，对于绝大多数车辆而言，断崖式去除
人工驾驶位是不可行的。

自动驾驶会取代人工驾驶吗？ 中国
工程院院士、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李德毅在大会上作了“未来交通：自动驾
驶和智能网联”的主题报告。 他表示，现
在基于数据、信息、知识、价值和智能的
“无人驾驶、智能家电、穿戴设备、人脸识
别”等人工智能技术正引领人类进入“为
机器人赋能、与机器人共舞”的“智能时
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面重构人类的
生活和生产方式。 对于汇聚了多项黑科

技的自动驾驶来说， 决定自动驾驶技术
影响力的不仅是技术先进的程度， 还需
要从现有的系统痛点切入， 找到刚需的
应用场景。

“只有当自动驾驶技术和商业应用
市场投缘才能擦出火花， 完成孵化期的
‘惊险一跃’，伴随应用场景落地深化，才
能加速技术的迭代和创新。”李德毅院士
认为， 孵化期寻找应用场景的三部曲是
选择、适应、创造。首先要选择一个痛点，
把这个痛点解决；然后，寻找适应性的场
景落地；最后做技术创造。 他认为，自动
驾驶落地应用场景能有很好发展前景的
有自主泊车、定点接送、快速公交、有限
地域无人驾驶出租车等。

李德毅院士表示， 对于自动驾驶落
地，自动驾驶地图、机器驾驶脑、传感器、

线控底盘等相关技术的发展很重要。 机
器驾驶脑是驾驶人的智能代理， 与人的
驾驶认知同构。 量产线控底盘是自动驾
驶的基础，也是数字汽车的基础。而利用
5G 的超高带宽、超低延时和超大连接能
力，是完成智能网联的当务之急。对于绝
大多数车辆而言， 断崖式去除人工驾驶
位不可行， 人工驾驶和自动驾驶并存可
能要持续 50 年左右。

据了解， 第三届亚洲人工智能技术
大会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重庆市巴南
区人民政府、 重庆理工大学主办，“智能
创造、迎接未来”为主题，来自国内外的
专家学者 600 余人参加了大会， 就人工
智能的发展和趋势展开学术讨论交流。

雍黎

人工驾驶和自动驾驶还将并“行”五十年

近日，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长久荣
获 2019 年度美国金属学会热喷涂名人
堂奖。 该奖设立于 1993 年，是全球热喷
涂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从颁奖典礼归来的第二天， 李长久
便准时出现在实验室，如常工作。

当过木匠也当过泥瓦匠
说起自己的研究领域， 李长久滔滔

不绝，热喷涂是指将涂层材料加热熔化，
用高速气流将其雾化成极细的颗粒，并
以很高的速度喷射到工件表面， 形成涂
层。“这种技术，属于典型的涉及多学科
的材料涂层加工技术， 不仅能应用于设
备维修中，让报废的零部件‘起死回生’；
还可在新产品制造中对零件进行强化和
预保护，使其‘延年益寿’，相当于给零件
‘穿’上‘防护服’。”这正是吸引李长久在
该研究方向持续耕耘 30 多年的原因。

1978 年，李长久考入西安交通大学
机械系焊接专业，1983 年， 他以国家公

派留学生身份赴日本大阪大学学习，从
此与热喷涂领域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
的他， 只有一个信念，“要把先进的技术
带回国去”。

1992 年，李长久回母校任教，并迅
速投入到相关的研究工作中。然而，那时
西安交通大学在热喷涂领域， 几乎没有
开展科研的设备条件。

“没有条件，我们就自己创造条件。”
他带着学生自己动手， 开始自制试验设
备……这个过程也让他和学生炼成一些
特殊技能。“我和学生当过木匠，也当过
泥瓦匠，正是这样的条件，磨炼了我们的
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李长久笑
着说。

有付出，就有收获。 1996 年，李长久
主持研发出国内首套超音速火焰喷涂系
统， 改变了我国相关设备依靠进口的局
面，填补了国内空白。

同时，李长久还积极推动超音速火焰
喷涂技术在我国的应用。在他的倾力支持
和指导下，其毕业生创办了公司，把超音
速火焰喷涂应用技术大规模推向市场。该
公司后与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宝
钢）合作，相关技术大幅度提升了宝钢连
铸连轧汽车钢板生产的质量合格率。

通过 30 多年的深入研究，李长久建
立了热喷涂涂层粒子间结合形成理论。

帮学生系好第一颗扣子
比起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带头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荣誉，李
长久最自豪的身份是教师。

自走上讲台至今，他从未间断过本
科教学。“学生在本科期间的学习、科研
习惯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未来能走多
远， 我要给他们系好第一颗扣子。 ”他
说。

所以，即使科研任务繁重，当得知学
校要为本科生选派学业导师后， 李长久
也积极配合学院的安排。 担任学业导师
期间， 除学校规定的每周三下午跟学生
面对面的交流外，他告诉学生，自己办公
室的大门随时都向他们打开， 只要有问
题随时可以来找他。

“去年我们向李老师反映，机械制图
这门课程难度较大， 很多同学的立体思
维能力不足， 学起来十分吃力。 没过多
久，李老师就帮我们联系了实验室，我们
因此能看到三维机械模型。 很多之前不
懂的问题，现在都懂了。 ”西安交通大学
本科生陈磊说。

“记得当年我们做毕业设计时，李老
师对我们的报告逐字逐句地修改， 连标
点符号错误都会标注出来。”如今已是西
安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的杨冠军说。

史俊斌

● 科技护航人

李长久：30 年只为给零件做身“防护服”

中科院公开发布
应用科技成果

“2019 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路
演活动” 近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
活动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围
绕服务民生改善、产业关键技术突破和
产业转型升级，向社会公开发布了一批
中科院应用科技成果，寻求科研机构与
社会行业企业、 投融资机构的深度合
作，共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中科院十分重视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工作，2016 年实施了促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专项行动，设立“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重点专项”（“弘光专项”）、 部署科
技服务网络计划项目（“STS 双创项
目”）， 塑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品
牌，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引擎。 本次活
动发布了 8 个“弘光专项”技术成果和
10 余个“STS 双创项目”技术成果。

吴月辉

湖南集成电路产业
再谱新篇

7 月 5 日， 湖南省第二届集成电路
产业高峰论坛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 48 所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科研机构、
高校及企业的近 200 名专家共聚长沙，
商讨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如何促进
集成电路产业高速发展。

本次论坛以“自主可控，协同创新”
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推进纲要》精神，坚持自主可
控，贯彻协同创新，汇聚省内外优质资
源，促进产业发展。 目前，我省有 50 多
家集成电路企业，布局集成电路产业链
的各环节，发展势头良好，但仍存在产
业规模偏小、总体投入不足、产业人才
集聚难等问题。 专家围绕这些问题，商
讨如何充分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加快形
成以设计业为龙头、高端装备制造为核
心、特色封装为支撑的格局，努力把湖
南建设成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特色集
聚区。 余蓉

长沙打造新一代
半导体产业高地

近日， 长沙新一代半导体产业链
建设合作交流暨集中签约活动在湖南
湘江新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
者和龙头企业、 投资机构代表齐聚长
沙，共商半导体产业发展大计。活动中，
一批半导体企业、研究院、基金签约落
户，为长沙抢占新一代半导体产业发展
制高点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长沙围绕“一条主线（即以
第三代半导体为核心的新一代半导体
产业健康生态体系）、三个中心（即材料
中心、科创中心、应用及智造中心）和五
个链条（即材料芯片产业链、电力电子
产业链、微波电子产业链、光电子产业
链、配套衍生产业链）”的总体布局，全
力推动项目建设，加强技术研发，聚集
产业人才，新一代半导体产业链不断向
上下游延伸。

长沙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沙将
按照“产业项目建设年”和“营商环境优
化年”的部署要求，将长沙打造成新一
代半导体产业高地。

王晗

● 动态传真

这是一款自动化高的遮雨棚，在公交车站棚顶面铺设太
阳能板，并设置可以感应雨水的感应器，同时在公交车站棚
的前沿设置红外感应器，用来感应公交车进站出站。

晴天，通过太阳能板进行充电；雨天，雨水感应开关自动
打开，激活红外感应器，公交车进站，风机吹出强劲的气流，
把公交站棚前方落下的雨水吹开，乘客们可以不撑伞，直接
快速地上下车，也不用担心被雨淋湿。

发明人：长沙市芙蓉区大同小学 朱一冉

● 小小发明家

太阳能感应遮雨棚
长沙市青少年创新大赛一等奖———

专家在第三届亚洲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上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