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日，阿尔法巴智能驾驶公交系统在深圳首发试运行,该智能驾驶公交系统能够实时对其他道路使用者和突发
状况做出反应，已初步实现自动驾驶下的行人车辆检测、减速避让、紧急停车、障碍物绕行变道等功能。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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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驾驶何时实现？先解决这些问题
趋势：无人驾驶将可有效解决交通安全难题 尴尬：目前汽车行业高端技术人才缺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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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互联网家装行业迅
速兴起，市场规模持续攀升，但与此
同时各大电商平台也深陷运营模式
雷同、核心竞争力不足等困境。专家
表示，未来几年互联网家装市场将会
迎来一轮整合与洗牌，家装要素的有
效组织和生态链整合将成为趋势。

数字
从2000亿到近6000亿
互联网家装市场极速扩张

互联网家装近年来在国内迅速
发展， 研究机构艾媒咨询发布的报
告统计，2016年中国互联网家装市
场规模达2103.7亿元， 预计未来几
年市场规模将保持高速增长，到
2019年有望增至5941.2亿元。

“互联网＋”战略的提出为互联
网家装行业提供了良好政策机遇，
自2015年以来互联网家装行业迎
来爆发式发展， 逐步形成平台型和
垂直型两大模式为主导的市场格
局。然而由于运营模式雷同，缺乏核
心竞争力等原因，大批企业在2016
年消亡，互联网家装市场遭遇洗牌。
中装协住宅委秘书长张仁在近日于
上海举行的家装行业峰会上表示，
前两年国内曾涌现了200多家互联
网家装公司， 但是到今天许多都倒
闭了，原因在于企业的整合能力、交
付能力、施工能力做得不好。家装行
业万变不离其宗，设计、选材、施工、
交付，重中之重就是做好服务，只有
做好交付和施工才能赢得市场。

在专家看来， 当前互联网家装
行业存在问题是供应链整合能力不

足成为掣肘，各平台陷同质化竞争，
标准化家装与用户个性化需求难以
平衡等。

进入2017年， 家装市场的深度
整合现象愈加明显， 随着精装房交
付、装配式住宅等趋势的逼近，家装
行业和互联网家装也面临新的变局。

趋势
旧屋翻新需求大
一站式家装是主流

“互联网家装企业要更加注重
家装要素的有效组织。”中装协住宅
部品产业分会副秘书长唐人表示，
消费者的需求逻辑是装修一个家，
家装要素的有效组织正是为了更好
的用户体验和更高的运营效率。对
互联网家装平台来说， 需要进一步
打造家装要素有效组织的生态圈。

“目前家居行业正在深度重
构， 未来三年可能有很大的变化。
2018年或将是供应链决战之年，加
强供应链整合已经成为改造家装
行业战略的重中之重。”一名业内人
士表示。

知者家装研究院首席研究官穆
峰称，家装行业仍存在大量低效产能
和劣质产能， 未来五到十年行业会加
剧洗牌。对中小装饰公司来说，需要市
场下沉，精耕细作，保持自由现金流。

除此之外，专家预测，对互联网
家装行业来说，未来旧屋翻新、局部
改造等需求将大量产生；一站式家装
有望成为主流；互联网家装或成智能
家居关键入口；标准化硬装和定制化
软装相结合以满足用户需求。

■据新华社

“汽车工业的发展核心
是技术、关键是人才。”会上，
专家们纷纷指出， 随着无人
驾驶技术的演进， 将促成行
业的“爆发式”发展，高端技
术人才需求也很大。“新的产
业变革下， 打造高素质人才
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科技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
跨界人才） 非常重要。” 同济
大学汽车学院副院长谭丕强
教授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目前， 我国汽车从业人员达
到360万，但其中技术人才不
到50万， 数量严重不足。“汽
车技术人才占比不到15%，而
发达国家为30%左右。”

为应对行业新趋势，长
沙理工大学汽车与机械工
程学院在今年5月率先实行
“3+X”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
革。“学院5个专业已取消院
内开设课程108门，新开课程
66门。”该校汽车与机械工程
学院院长杜荣华介绍，全新
的人才培养模式以更新教
学理念、优化资源配置、转变
教学方法“三个改革举措”融
入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
培养“三个培养阶段”，形成
专业选修、校企联合、本硕
衔接、创新创业“四条多样
化发展路径”。“培养具有家
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思
维、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复合
型人才。”

高端人才需求大
目前占比还不足15%

6000亿市场蛋糕呼之欲出
互联网家装驶上“快车道”

会上，国家质检总局缺
陷产品管理中心汽车召回
管理部主任肖凌云介绍了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
最新进展：“2004年至今年
11月15日，中国总计实施汽
车召回1514次，涉及车辆约
5378万辆。”不过，肖凌云表
示：“并不是所有被召回的车
辆都会发生故障或者造成事
故， 召回要解决的是批次性
安全问题， 召回的汽车数量
多意味着汽车产品缺陷调
查、召回制度更加成熟。”

根据2017年版《中国汽
车工业年鉴》 数据， 截至

2016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
达1.94亿辆；2016年， 中国
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811.88
万辆和2802.82万辆， 同比
分别增长14.5%和13.7%。
而随着汽车保有量不断增
加，每年交通事故死亡总人
数也居高不下。“据统计，
2016年有40824人在道路
交通事故中丧生，相比2015
年的 36178.8人 ， 增加了
4646人。其中90%以上的交
通事故并不是汽车设计的
问题，而是由驾驶员造成。”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副研
究员王建强教授说。

未来汽车会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汽车行业的
发展现状如何？面对行业新的趋势，高校将如何改
革人才培养模式？12月2日-3日，第十四届国际汽
车交通安全学术会议（简称 INFATS2017）在长
沙理工大学举办， 国内外百余位专家代表围绕车
辆安全技术标准及法规、 驾驶辅助及自动驾驶技
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学术交流。

■实习生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韩淑娟

如何才能有效解决驾
驶员不当驾驶引发的交通
事故？王建强教授认为智能
网联汽车能实现自动驾驶
和“无人驾驶”，将成为解决
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目
前，许多传统汽车厂商也正
在逐步将大数据、 互联网、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汽车，
从而实现人车语音互动、智
能出行、 车道偏离预警、手
机远程控制、Wifi热点共享
等功能，为车主提供全新驾
行体验。

“车辆智能化和网联化
是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智
能网联汽车已经成为汽车
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王建
强还表示，智能网联汽车与
智慧城市、大数据等新兴产
业密切交融，是解决当前汽
车社会交通通行效率低下、
道路安全问题突出、资源环

境压力巨大等问题的有效
途径。“《中国制造2025》以
及交通强国等战略的实现
需要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支
撑。”在王建强看来，与传统
汽车相比，智能网联技术的
运用不仅能够全面提高汽
车使用性能， 包括行驶安
全、燃油经济、乘坐舒适等
优势，也将改变交通出行模
式，促进智能交通系统的变
革。

不过，中国汽车工程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万鑫铭认为，对于中国的汽
车企业来说，智能互联汽车
的研发与批量生产、销售和
普及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
要走。“不论是智能化、还是
网联化， 都需要政策牵引、
标准法规的支持，‘产学研’
多方协同才能加快智能网
联汽车的研发与应用。”

现状
九成以上交通事故与驾驶员有关

行业
智能网联助力解决交通安全难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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