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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湖南湘江新区智能驾驶方面‘生态
聚合’的旗帜愈发鲜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起
步北上广、落地看长沙。 ”

“湖南湘江新区自动驾驶产业生态的聚
合效应越来越强，也积聚了足够大的能量，已
具备成为中国版‘凤凰城’的气质。 ”

今年以来，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大动作频
频的长沙，不断引发业内关注，不少行业媒体
做出了这样的预测。

生态， 成为长沙得以被各方青睐的关
键词。

“生态聚合的背后，实际上是构建了一
种产业链思维。 ”凌勤杰坦言，与北上广相
比， 长沙许多要素单独拎出来的确不具优
势，但受益于上下游企业的纷至沓来，长沙
已经开始形成非常明显的全方位产业集
群。

目前，长沙在整车制造方面，拥有上汽、
广汽、 比亚迪等生产线， 且在本土制造业三
一、中联及舍弗勒、大陆、博世的联动下，上下
游产业链也趋于完善， 全城范围内拥有 347
家从事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业务的重点企业；

在技术布局方面，百度、腾讯、华为等一众互
联网大佬入驻，带来了人工智能、云计算、车
路协同系统等智能驾驶不可或缺的相关技
术； 再加上政府不遗余力投建全国范围内最
大的“智能驾驶测试区”，搭建场景最丰富的
测试平台，给予入驻企业最直接的政策扶持，
长沙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弯道取直、后来居上。

“自动驾驶没有商业化应用就没有量
产。 ”前不久，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在全球
智能汽车前沿峰会论坛上提出， 决定自动驾
驶汽车影响力的不单单是技术， 而是要从现
有的系统切入，找到有刚需的应用场景。

纵观全国，随着“两个 100”项目的启用，
实际具备商业化能力的正是长沙。

鸿鹄之志，志在千里。 作为 5G、物联网、北
斗导航、大数据、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技术、云计
算、 新能源汽车等高新技术的集大成产业，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与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的计算
力、海量数据、算法与决策以及传感器的数据
采集四个要素高度契合，将为城市交通、客货
运输等领域带来一场巨大变革。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长沙用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这块“敲门砖”，打开了人工智能的
大门。

凌勤杰透露，除了“两个 100”项目，湘江
新区还在规划仿真实验室、 自主代客泊车项
目。 封闭 + 开放、城市 + 城际、虚拟 + 物理，
将构建起一个更加丰富全面的应用场景体
系，进一步适应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的需要，提
升长沙“智能驾驶之城”的品牌实力。

好风凭借力。 今日的长沙，以湖南湘江新
区为核心，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为先驱，在人
工智能的跑道上阔步疾行。

没有人掌握方向盘， 遇到红灯能自动
刹车， 感应到前方行人会避让……在梅溪
湖片区智能网联试点路段的十字路口，与
车流并行的一辆辆白色小车， 就是百度与
红旗联合开发的量产 L4 级（高度自动驾
驶）Robotaxi———红旗 E·界。

不同于常规出租车， 每一辆 Robotaxi
都戴了一顶拉风的“帽子”。 通过集装在车顶
的摄像头、激光雷达、传感器等智能设备，车
辆能够自动识别红绿灯、 感知周边行车环
境、检测识别障碍物。 同时，车内配备三块触
控平板，提供精准操控、精准导航，使得运行
更平稳。

从封闭测试区到开放道路， 无疑是自
动驾驶领域的一个历史性跨越。

一方面，自动驾驶汽车要告别实验室，
实现规模化生产、销售，大量的真实道路测
试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开放道路测试能提
供更丰富的路况场景和数据信息， 为智能
网联建设提供基础。

“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开放道路，‘两个
100’真正把城市开放性道路作为自动驾驶
的一个运行单元，满足了应用化的测试，这
在全国是首创。 ” 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凌勤杰如是说。

据了解，100 公里高速开放道路位于
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和西北段， 分为标准
路段、测试路段和示范路段，打造测试、应
用场景 100 多个，是国内首条 5G+V2X 智
慧高速公路， 将弥补国内高速环境下缺乏

测评、示范环境的空缺。 100平方公里城市
范围开放道路全长 135 公里， 涵盖湖南湘
江新区梅溪湖、洋湖等片区大部分道路，基
于云控基础平台和智能路侧系统，打造“人
- 车 - 路 - 云” 一体化应用类场景 90 余
个，全线支持 L3 级（有条件自动化）及以上
自动驾驶车辆测试与示范， 在全国同类型
开放测试道路中智能化改造范围最广、场
景最丰富、道路类型最全面。

载人出行，安全是恒久不变的课题。 同
样，开放道路上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其监
控监管是人们普遍关心的。

“为配合智能网联汽车行驶，交警部门
深度参与了湘江新区相关城市道路交通体
系的智能化改造，‘软硬皆施’ 保障车辆安
全畅行。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李
军龙介绍，除了在测试区域内 38 个路口建
设了包括高清电子警察、智能信号机、智能
分控岗亭、 智能斑马线在内的一系列智能
交通科技“硬件”设施外，交通视频监控系
统、行人电动车违法抓拍系统、智能网联汽
车可视化平台等“软件”平台也相继完成调
试，示范路段全面感知、高度协同，试点路
网可视、可测、可控和可服务。

事实上， 智能化改造升级后的城市道
路，通过人、车、路的智能网联，不但为智能
网联汽车判断驾驶行为、 分析分辨障碍物
提供了信息支撑， 也推动了城市交通运行
精细化管理功能的落地， 实现了与智慧交
通、智慧城市的融合发展。

●地理位置：
长益复线、绕城高速西南段、绕城

高速西北段，全程约 93 公里
●构成部分：
分为标准路段、 试验路段和示范

路段
●总体定位：
通过建设外场路侧系统、 业务应

用与大数据分析云控平台、 云控平台
的软硬件支撑平台以及相关配套工
程， 来打造基于车路协同的智能网联
汽车试验与应用示范的智慧高速。

●建设意义：
项目弥补了国内高速环境下缺乏

测评、示范环境的空缺。主机厂可以从
自车行为、环境信息、道路交通信息、
交通参与者四个维度信息检测整个系
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同时提高高速
公路的运行和监管质量。

每一次出发，都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席卷全球，智能网联汽车在 5G、物联网、
计算机视觉、边缘计算等技术加持下，正成为
制胜的关键抓手。

这不光是传统车厂、 造车新势力和互联
网公司之间的一场竞赛， 更是城市转型升级
的一次历史性机遇。作为中部制造重镇，长沙
自然不甘人后。

纵观国内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相对起步
较早、优势明显的大都集中在一线或沿海地
区。 身居内陆的长沙，既是“新兵”也无“特
长”，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却一路疾行、后
来居上。

2018 年 6 月，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
测试区（原湖南湘江新区智能系统测试区）开
园。湖南湘江新区结合既有产业基础、科研技
术和人才资源等， 快速构建起了一条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生态，并以此为契机，吸引了包括
百度、阿里、腾讯、京东、中车、大陆、博世、希
迪智驾、 地平线等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巨头蜂
拥而至。

目前，测试区已为 38�家企业 86 款车型
提供 1800 余场测试服务，累计测试里程达 6
万公里，涵盖 228个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景，
成为现今国内测试场景复杂程度最高、 测试
道路总里程最长、 研发办公配套最齐全、5G
覆盖范围最广的测试区。

一边是国家级湖南湘江新区“心忧天
下”，瞄准未来产业全力以赴；另一边长沙市
政府对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开放态度， 也彰
显着“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

去年底以来， 长沙开通试运行全国首条
开放道路智慧公交示范线，实现了 5G＋V2X
（车对外界的信息交换）应用场景落地；发布
2.0升级版智能网联汽车管理实施细则，从测
试管理规范、测试技术支持、测试环境搭建上
形成了全方位支撑开放道路测试的管理规则
和保障体系；为企业发放 53 张智能网联汽车
开放道路载人测试牌照， 成为仅次于北京发
放牌照第二多的城市； 湖南湘江新区人工智
能学院顺利开班， 大批专业人才接受实操技
能培训……

长沙、 湖南湘江新区打造的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及创新高地，呼之欲出。

科幻电影里， 钢铁侠的

战甲不能老是在地下车库低

空悬浮试验，总要一飞冲天，

感受真正的平流层。

回到现实中， 智能网联

汽车也不能总在封闭测试区

里兜圈，跟行人模型、纸板障

碍物 “过招 ”，需要开上真实

道路，体验复杂的交通环境。

如今，在长沙，在湖南湘

江新区，“智慧”的车开上“聪

明” 的路， 自动驾驶真的来

了！

———题记

智能网联 风起长沙
———写在开放道路智能驾驶长沙示范区启用之际

王 晗 刘 武 段 知

金秋时节，暑去秋澄。 9 月 26 日，随着挂
有“湘 A”测试牌照的百度 Robotaxi 自动驾驶
出租车队载人从梅溪湖畔驶出，以湖南湘江新
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100 公里高速开放道路
项目和 100 平方公里城市范围开放道路”项
目（简称“两个 100”项目）构建而成的开放道
路智能驾驶长沙示范区正式启用。

从封闭测试区到开放道路，AI 元素渗透
城市肌理。 这是自动驾驶领域的一次重大跨
越，也是长沙人工智能和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升
级、产业升级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大潮催人进，风正好扬帆。湘江西岸，一座
“智能驾驶之城”初长成。

“两个 100”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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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项目选取人工智能科技城、 梅溪

湖、洋湖、大王山、高新区约 100 平方
公里范围内约 135 公里开放道路进行
智能化改造。

●总体定位：
基于智能路侧系统、 边缘云计算

系统与云控平台系统，打造“人-车-
路-云”一体化系统架构。

●项目特点：
一是智能化改造范围最广。 涵盖

湖南湘江新区梅溪湖、 洋湖等四大片
区大部分道路， 在全国同类型开放测
试道路中智能化改造范围最广。

二是场景最丰富。 除自动驾驶乘
用车系统测试外， 增加特色载人测试
内容，测试场景包括社区、景区、园区
和公园等 90 余个。

三是道路类型最全面。 包括快速
路 、主干路 、辅道道路和立交等道路
类型。

四是坚持安全第一原则。 分级别
对测试车辆设定不同的技术标准和要
求， 车辆均配备安全员与技术员进行
人工接管。

●项目意义：
全线支持 L3 级别 （条件自动驾

驶）及以上自动驾驶车辆测试。智能路
侧系统以及边缘云计算系统为智能驾
驶车辆安全高效行驶提供支持； 全线
部署智能交通系统与交警数据平台互
联互通， 实现海量交通运行数据的存
储与分析， 为提升城市的交通效率提
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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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 篇 布 局

一颗未来的“种子”落地开花

跨 越 发 展 “智慧”车开上“聪明”路

生 态 聚 合 �打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100公里高速开放道路

100平方公里城市范围开放道路▲

智 能
网 联 汽
车 测 试
路段标识。

▲ 城市开
放道路正
在安装路
侧设备。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提供）100 公里高速开放道路上，智能网联车辆与社会车辆共行。

自动驾驶乘用车亮相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