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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塞巴斯蒂安·特伦近日在采
访中谈及了空中出租车的发展和愿
景等问题， 他表示，“未来空中出租
车系统的成本甚至会比优步网约车
的成本还要低。”

2015年，在谷歌联合创始人的支
持下， 特伦创办了飞行汽车公司“小
鹰”。目前有两个正在开发的项目———

一架名为Flyer的私人飞机和一架名为
Cora的自动驾驶空中出租车。

在特伦看来，地面变得越来越拥
挤，人们的很多时间都花在路上。有了
电动飞行器，平时驱车一个多小时才
能到的地方，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能
抵达，而且会花更少的钱，这对每个人
来说都是一种转变。未来三到五年，这
种愿景将迎来更多变化。

声音

未来飞行出租车比网约车便宜

2018年以来，飞行汽车领域发展
再次提速，无论是传统结构的飞行汽
车， 还是以无人机为基础的飞行汽
车，都相继面世。但是就目前各国的
法律条件等因素来看，飞行汽车要想
实现普及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一是法律限制。当前，世界各国几
乎都没有出台专门性的飞行汽车法规。

二是基础设施缺乏。 目前已经

面世的飞行汽车， 虽然能够实现从
汽车到飞行的功能转换， 但是仍然
需要跑道进行起飞， 毕竟在拥挤的
公路滑行加速起飞并不现实。

三是安全隐患。 在空中飞行期
间，一旦遭遇紧急情况，后果将十分
严重。

与此同时，低空空域开放、飞行
员培训等方面的问题也亟需解决。

挑战

飞行汽车普及要过三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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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年，可坐飞行汽车去上班
“会飞的汽车”发展提速，国内外巨头争相布局 未来空中出租车比网约车还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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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技术、 氢燃料电池技术、“无人实验
室”甚至是“会飞的汽车”……这些“聪明”的产品
都将在11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
称“进博会”）上亮相，并通过展会的“跳板”，逐步
走入居民的生活里。

8月30日，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汽
车展区和服务贸易展区展前洽谈会和展前供需对
接会上，约200家展商和客商前来提前对接洽谈，
共谋发展。

本次博览会再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科技感
十足的飞行汽车领域，当汽车拥有翅膀，随时切换
行驶和飞行模式， 它所带来的出行前景令人产生
联想。另一方面，最近飞行汽车领域也是好消息不
断，无论是吉利公司飞行汽车正式量产，还是网约
车巨头优步（Uber）加速布局飞行汽车全球试点，
似乎都寓示着在不远的将来， 人们出行将拥有更
优、更快的选择。

据媒体报道， 优步日
前发布消息称， 以实用化
为目标的空中出租车“u-
berAIR” 的测试飞行候选
地将在半年内从日本等5
个国家中选出。 在美国达
拉斯-沃斯堡和洛杉矶的
测试已经敲定。 优步的目
标是在2020年实施空中出
租车的测试飞行，2023年
启动该服务。

报道还提到， 优步首
席运营官Barney�Harford
在东京都内进行演讲，介
绍称， 空中出租车作为新
移动手段效率很高， 能够
大幅节省时间。他还表示，
在餐饮外卖服务的物流领
域也会产生新的商机。

此前有媒体报道，由美
国谷歌公司联合创始人拉
里·佩奇投资的硅谷飞行器
公司“小鹰”（Kitty�Hawk）
今年年初就曾披露，已经在
新西兰公开试飞了最新研
发的自动驾驶空中出租车。

“小鹰”公司说，自去
年10月起， 公司已开始在
新西兰测试其名为“科拉”
的空中出租车， 但近日才
首度公开。 这款空中出租
车未来并不针对个人出
售， 而会作为公共交通运
输工具， 未来有望打造一
个空中运输网络。

“科拉”空中出租车外
观上像一架小型飞机和无
人机的结合体， 一对机翼
上配备了多个小旋翼叶
片， 可像直升机一样垂直
起落， 也可像固定翼飞机
一样借助跑道起飞。 在空
中飞行时，时速可达约170
公里，飞行高度在约150米
到900米之间，续航里程大
约为100公里。

【时间表】
“打飞的”真要实现
空中出租车2020年试飞

链接

传统车企中，吉利、阿斯顿·马
丁、 罗尔斯·罗伊斯（又称劳斯莱
斯）、 丰田等都在布局飞行汽车，此
外，奥迪联合大众Italdesign以及空
客一起推出了飞行汽车模型Pop.
Up�Next，体型非常小巧。

不少出行服务商也瞄准了商
机。优步是比较积极的，为了推进飞
行汽车项目， 他们甚至与NASA签
署了一份太空行动协议。 早在上世
纪80年代， 波音公司就曾计划打造
一款廉价的飞行汽车， 不过该项目
在烧掉600万美元后，意料之中夭折
了，今年7月17日，波音宣布重启飞
行汽车计划。

科技公司也没有闲着。 英特尔
今年在拉斯维加斯CES展（国际消
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上发布了一

款飞行汽车， 不过18个旋翼装置的
设计似乎有点夸张。去年腾讯9000
万美元投资德国电动飞行汽车公司
Lilium，它和英特尔一样，主攻的方
向并不是“汽车”，而是更偏向于飞
行器械的研发，据介绍，目前他们的
2座飞行器Lilium� jet已经试飞成
功，5座飞行器正在研发中， 计划明
年进行试飞。

不少初创公司也在试图抢占先
机。硅谷初创公司Opener做了一款
BlackFly飞行汽车， 据称它的售价
仅为数万美元， 相当划算。 荷兰
PAL-V公司推出的Liberty飞行汽
车， 号称是世界第一款量产飞行汽
车。 去年他们就开始发放首批90台
的预订计划，明年正式交付。

■综合新华社、新民晚报

哪些公司在搞飞行汽车

事实上， 目前国内外企
业对于飞行汽车都表现出很
大的热情。 吉利控股集团日
前就宣布， 吉利控股集团旗
下Terrafugia飞行汽车，将
于今年10月开始第一代产品
的预订工作。

Terrafugia飞行汽车近
日公布了两座飞行汽车量产
车型的产品细节， 包括汽车
内饰、安全系统、发动机和飞
行仪器在内的最新消息。下
一批测试车辆将搭载这些全
新系统并进行测试， 首批量
产车将于2019年问世。 第一
代产品Transition预售价约
为19万美元， 但首批用户将
主要针对美国市场。

这款飞行汽车有一对折
叠机翼，可以路上跑也可以飞
上天。允许乘坐2人，最高飞行
速度为160�公里/小时， 百公

里油耗约为 11.87�L， 仅相当
于2.0T的汽车。当它在路面上
行走，机翼将折叠起来，整车
宽度跟传统汽车差不多；准备
起飞时， 机翼将伸展开来，直
接切换成飞行模式。

与此同时， 国外的公司
也在积极布局飞行汽车领
域。 优步致力于把会飞的汽
车带上天空， 它的空中飞行
器名叫eVTOL (电动垂直起
降)。这种飞行器看起来像是
现在许多人在玩的无人机。
据了解， 其飞行器起飞不需
要长跑道， 只要从建筑物顶
楼的直升机机场起飞即可，
续航速度最高可达320千米
每小时， 单程续航里程约96
公里。Uber还介绍，与传统的
直升机相比， 采用电动马达
的飞行器飞起来更加安静、
效率更高。

【新风向】 国内外企业纷纷布局“会飞的汽车”

本届进口博览会的汽车
展区， 科技迷们可以一饱眼
福了。据了解，来自斯洛伐克
的AeroMobile首次在中国
参展，它带来的“飞行汽车”
可谓科技感十足。 这辆车有
一对神奇的“翅膀”，收起时
就是一辆稍微长一点的汽
车， 展翼时就变成了一架小
型飞机。只需很短的跑道，它
就能起飞， 在几分钟内即可
由陆地模式切换到飞行模
式，自在翱翔。这款车的具体
细节还未公开，参展商表示，
期待大家到进博会上揭开神
秘面纱。

来自加拿大和中国的联
合团队“顶孚科技”带来一套
脑洞大开的出行解决方案。
在他们的构想中， 汽车的底
盘和车身可以分开， 配备动
力系统的底盘能共享， 未来
人们只需购买“车厢”即可。
更关键的是， 与共享底盘配
套使用的是一套轨道系统。

“把车辆和轨道打通，简单的
话叫‘开车乘地铁’。车子直
接进入轨道系统里循环，到
达目的地。车厢是私人的，轨
道和底盘是公共资源。”该公
司负责人介绍。

此外， 采埃孚股份公司
将在进博会上展示汽车里的
“超级电脑”———面向自动驾
驶汽车的人工智能计算系统
ProAI，它类似笔记本电脑大
小，安装在车身内部，可通过
深度学习处理技术使车辆
“了解”周边环境，可以实时、
有序处理来自摄像头、 激光
雷达、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
达等一系列外部传感器收集
的数据。 采埃孚股份公司亚
太区总裁韦安凡介绍， 中国
市场对企业的意义重大，企
业将带着最新研发的自动驾
驶、综合安全、电动交通等来
现场展示， 目前也正在与百
度等中国企业合作研发基于
AI的产品。

【最前沿】 汽车可在空中飞，底盘能够共享
Terrafugia的TF-X概念车。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