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制造

本报10月16日讯 在偌大的
景区行走，口渴找不到售卖点怎么
办？不用着急，打开手机呼叫无人
售货车，自助购买饮品，这一想法
很快就能实现了。 在今天举行的
2020湖南（长沙）国际智慧交通暨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博览会
上，由湖南阿波罗智行科技有限公
司自主设计研发的低速自动驾驶
小车“BOBO·GO”惊艳亮相，吸引
了不少与会者的目光。 湖南湘江新
区自动驾驶“朋友圈”又添新成员。

“BOBO·GO”造型呆萌，车顶
搭载激光雷达和定位装置，前后左
右共配置6个相机， 车前左右两边
都安装了激光雷达，像两个可以时
刻感知周边障碍的“触角”，车前灯
像两个“眼睛”可以左右打望。

据“BOBO·GO”项目经理郝
朗介绍，这是专为封闭或半封闭园
区打造的自动驾驶售卖小车。用户
如需购买车内物品， 在园区内，可

通过手机软件随时随地呼叫无人
售货车行驶至指定位置，或随时招
手拦停，自助完成购买。车辆实现
量产后，预计在长沙洋湖湿地公园
等景区最先投入使用。

记者看到，车辆右侧的屏幕有
二维码， 扫码即可打开车辆售货
门，一次可购买多件物品；用户取
货完成后， 车辆售货门自动关闭，
系统自动完成支付扣款。

据了解，湖南阿波罗智行研发
中心自今年8月揭牌成立后， 即着
手设计研发“BOBO·GO”低速自
动驾驶小车，设计与整车集成时间
仅60天。 小车具备L4级园区自动
驾驶能力， 可适配公园、 景区、小
区、酒店、工业园等封闭或半封闭
园区特殊道路场景， 也可适应晴
天、阴天、轻度雾霾、小雨等多种气
候条件。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黄利飞 王晗

本报10月16日讯 “车辆即将换
道，请乘客扶稳、站好。”今日，国家智
能网联汽车（长沙） 测试区内一片繁
忙。一阵提示音过后，一辆装载着5G自
动驾驶移动出行平台的“5G智慧公交
车” 即时启动， 车厢内的显示屏上显
示，当前车速为34km/h。（扫报眉二维
码看相关视频）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观察， 不同于
普通的公交车，这辆“5G智慧公交车”
驾驶位上的安全员双臂交叉于胸前，
身体与方向盘没有任何接触。 他的双
眼紧盯前方道路， 准备随时处置突发
情况。“安全员仅需全程监控， 车辆可
实现自动加减速、转向、识别红绿灯通
过路口、进站和泊车。”工作人员介绍，
该车还能提供乘客上车、 下车的地点
和时间数据， 帮助运营单位进行运力
调整和预测，合理规划公交线站布置。

这是5G+智能驾驶未来可能出现
在长沙街头的运营景象。5G+智能驾
驶将如何改变未来生活？10月16日，湖
南电信与湖南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
有限公司（简称湘江智能）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 双方将共同开展5G基站、
C-V2X网络、MEC等新基建的顶层规
划与建设。同时，聚焦智慧出行、智慧
物流、智慧环卫等领域需求，积极开展
车联网示范场景合作， 打造车联网商
业化运营的“长沙模式”和全国示范。

“接下来， 我们将在100公里智慧
高速和100平方公里城市范围的开放
道路上建设超900个5G基站。” 湖南电
信副总经理刘少阳介绍，在“城市范围
开放道路项目”建设上，计划升级改造
覆盖约95公里城市主、次干道的175个
重点道路路口，项目完成后，可实现公
交信号优先、车云协同、精细化管理三
大场景， 满足相应区域重点车辆的辅
助驾驶和安全监管需求。

■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陈吕芳
视频 何佳洁

A10 经济 2020年10月17日 星期六
见习编辑/金珩 图编/言琼 美编/胡万元 校对/张郁文

扫
码
看
车
联
网

先
导
区
再
提
速

在中国电信展区，记者看到一
款无人巡逻机器人在人群中“执
勤”。“它可以识别人脸， 发现可疑
人员还会自动报警。” 长沙电信信
息化解决方案中心罗桢介绍，随着
5G的到来， 未来的生活将变得更
加科技与智能。

对新能源汽车而言，续航能力
是关键指标之一。 在这一点上，小
鹏汽车P7车型“傲视”全球。

“存电续航能力达706公里，全
球最长。” 小鹏汽车产品专员李星
自豪地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小
鹏P7智能驾驶等级达L3，亦为全
球最高等级 。 酷炫的流线型外
观、中大型的轿跑“身材”，配之
极致性能， 小鹏P7自今年上市以
来，成为造车新势力中规模交付启

动速度最快的车型。
穿行在博览会现场，各色汽车

产品令人眼花缭乱；未来的新能源
汽车产品，让人充满向往。如汽车
会“察言观色”，每天启动车辆时，
车辆能够识别用户表情和情绪，送
上专属问候； 搭载的疲劳监测系
统，可以通过识别驾驶者眨眼和打
哈欠的频次， 判定疲劳驾驶等级，
进而进行干预和提醒。

“3天展览期，将全方位、多角度
展示智慧交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产业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 。”
博览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同期还将举办 2020智慧交通技
术发展论坛、2020湖南 (长沙 )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论坛等10
多项配套活动。

2020湖南“智博会”在长沙开幕 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智慧的交通”

汽车也会“察言观色”，提醒疲劳驾驶
本报10月16日讯 无人配送车、无人巡逻机器人、智能

网联新能源公交车、 遥感版轻型运动飞机……10月16日，
2020湖南(长沙)国际智慧交通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
博览会在长沙开幕，华为、湘行智慧、联智科技、株洲中车时
代等百余家企业惊艳亮相，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汽车与能
源、交通、信息、通讯等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

■记者 胡锐

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电动汽
车协会创始主席陈清泉表示，面对
机动车日益增长带来的空气污染、
交通堵塞、交通伤亡的问题，发展
绿色智慧交通是高质量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必然方向。

“智慧交通是我国抢占交通行
业未来战略的制高点，智慧交通的
发展关乎未来、关乎发展，在我省
产业布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
置。”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介
绍，湖南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等智慧交通产业领域已经取得了
一系列成就。

在车联网领域，目前长沙已获
得“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
区”“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两块国
家级招牌，拥有100平方公里开放
道路片区、100公里智慧高速，汇集
了腾讯、百度、中车、京东、舍弗勒、
地平线等340余家国内外车联网相
关产业重点企业。此外，湖南已形
成了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走在全国前列。

【亮点】 立体呈现智慧交通最新科技成果

【展望】 长沙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已走在全国前列

本报10月16日讯 共
话中德汽车产业创新合作。
10月16日，由长沙经开区承
办的2020中德汽车大会第
二场会议在星城落下帷幕。
当天， 中德两国汽车界专
家、 企业代表等300余人共
聚一堂，探讨了新形势下中
德汽车产业创新合作的新
机遇，及数字化升级、商用
车智能化等话题。

近年，全球汽车产业进
入深度调整期，作为两大汽
车制造大国，中国和德国的
汽车产业发展亦步入转型
期。而作为已成功举办三届
的中德汽车大会，有效整合
了中德两国汽车领域的专
业资源，搭建起两国企业间
的交流平台，为地方汽车产
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有益
经验。

今年，大会首次落地湖
南，并以“深度融合升级版、
协作共赢新机遇” 为主题，
“创新、转型、跨越”为当天
会议的分主题。而作为承办
地，长沙经开区目前集聚了
上汽大众、广汽三菱、广汽
菲克、吉利汽车、长丰集团、
北汽福田、三一重卡等七大
汽车整车品牌，以及德国博
世、德国大陆集团、美国江
森自控、 加拿大麦格纳、日
本住友等世界500强汽车零
部件企业，基本形成了集整
车和关键零部件研发、制
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汽
车全产业链，已成为长沙市

第七个千亿产业集群，整车
产能突破100万辆。

据悉，当天大会设置了
两大主论坛，及三场专题分
论坛，分别关注商用车智能
化、中德（欧洲）汽车投资合
作、 氢能产业发展等主题，
还安排了中德连线专场，两
国嘉宾在“云端”实现对话。

“过去十年， 汽车业成
中企对德投资的主要领域，
占投资总额的15%。”会上，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驻
华代表何若白介绍道。“面
向新时代，中德汽车界创新
合作空间依旧广阔。” 商务
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刘
殿勋表示。

在主论坛演讲环节，罗
兰贝格全球高级合伙人兼
大中华区副总裁郑赟表示，
中国重卡市场的增长对全
球市场影响重大， 放眼未
来，智能网联、无人驾驶、新
能源燃料电池等技术的演
进发展， 以及用户结构演
变、价值链延伸、组织敏捷
化升级等方面的趋势将加
速中国重卡市场变革。在刘
殿勋看来，中国借助得天独
厚的市场优势，目前已在新
能源动力系统、自动驾驶等
热点技术研发及应用推广
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未来
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
将带动中国汽车产业加速
迈入智能互联时代。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黄姿 胡鸽

无人售货车“BOBO·GO”惊艳亮相
湖南湘江新区自动驾驶“朋友圈”又添新成员

2020中德汽车大会长沙闭幕

中国汽车产业加速
迈入智能互联时代

5G赋能
长沙车联网先导区再提速

10月16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湖南阿波罗智行科技有限公司自主
设计研发的自动驾驶售卖小车BOBO�·GO（波波购）正式亮相（右）。

中国电信推出的巡逻机器人（左）。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李泽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