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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汽车

入选理由：自主研发+携手顶
级技术公司，积极推进汽车智能
化、移动出行智能化，为大数据智
能化赋能传统制造业进而实现转
型升级树立了样板。

语音控制导航、空调、天窗，
APA5.0遥控代客泊车，L2级智能驾
驶辅助系统，今日开幕的2019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被媒体冠以

“明日座驾”之称的长安CS75PLUS
将向公众展示其机智过人之处。

这只是长安汽车在本届智博会上
将要展示的各种“黑科技”中的一小部
分。本届智博会上，智能出行领域最
引人瞩目的融合5G技术L4级智能驾
驶示范便是由长安汽车提纲主演。

L2级智能驾驶量产车亮相
泊车出库so easy

不 久 前 刚 刚 开 启 预 售 的
CS75PLUS，是目前中国品牌汽车中
智能化水平最高的量产车，其智能化
水准甚至高出众多国际一线汽车品
牌量产车型。

既然被称为“明日座驾”，CS75
PLUS的过人之处自然不是一样两
样：IACC集成自适应巡航系统，达到
L2级以上智能驾驶水平，可以在标
线、标识清晰的路况下辨识车道自动
行驶，在弯道时还能根据曲率自动调
整速度；2.0T顶配车型搭载的APA
5.0遥控代客泊车系统，可实现车内、
车外多种应用场景下，通过车内一键
式操作或手机APP控制，完成自动泊
车入位、出库；无需重复唤醒的人机
智能交互系统，能够通过语音设置导
航、点播歌曲、开闭天窗，甚至呼出表
白、道歉等隐藏彩蛋……

值得一提的是，CS75PLUS上这
些指向未来智能出行的“黑科技”，与
去年智博会上长安汽车发布的“北斗
天枢”智能化战略一脉相承。所谓“北
斗天枢”计划，是长安汽车第三次创新
创业计划下诞生的智能化战略。其核
心即长安汽车将从传统汽车制造企业
向智能出行科技公司转型。为此，彼
时，长安汽车首次发布“4+1”行动计
划：知音伙伴计划、合作共创行动、智
能体验行动、智能联盟行动及千人千
亿计划。一年来，长安汽车于智能驾
驶、智能网联、智能交互三大领域开疆
拓土，分阶段打造智能汽车平台，结下
累累硕果。前述人机智能交互系统便
是在智能联盟行动之下，长安汽车与
腾讯的合作结晶。

先声夺人，5G时代智能驾驶
示范带你进入未来世界

长安汽车长期在智能驾驶领域
不断“攻城略地”，战胜了太多不可
能，斩获多项第一。2016年3月，长
安汽车就率先完成了重庆至北京
2000公里长距离智能驾驶测试，成
为国内首家完成长距离智能驾驶测
试的中国车企。2018年8月7日~8
日，搭载L3级智能驾驶技术的CS55
成功征服可可西里无人区，开创了智
能驾驶穿越高原无人区的先河。“北

斗天枢”之后，长安汽车更是越跑越
快。

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累计超过
1200万公里测试，其中L3级及以上
已完成超过100万公里测试。L3级
智能驾驶技术已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30项以上，开发中59项。

2018年11月，在中国汽研发布
的第三批“i-VISTA中国智能汽车指
数测评结果”中，长安新CS75夺得中
国智能汽车指数测评第一，超越参与
测评的其他24款自主、合资和进口品
牌车型。同月，55辆长安CS55成功
创造“最大规模的智能驾驶车巡游”
吉尼斯世界纪录。

就在近日，长安汽车在智能驾驶
领域玩了把大的。

7月26日，国内首个5G智能驾
驶公共服务平台暨5G智能驾驶开放
道路场景示范运营基地在重庆仙桃
国际大数据谷正式启用。长安汽车
携由逸动EV改制的新一代L4级智
能驾驶汽车入驻，成为该基地首个入
驻车企。

相较于上届投放车辆，此次体验

用车在感知范围和精度、计算平台运
算能力、决策规范控制性能等方面均
实现大幅提升，并能提供多种模式服
务。

Robo Taxi模式（无人出租车），
用户可通过手机APP一键实现随时
随地约车，上车人脸识别、无感生成
订单，用户下车后，车辆将继续运营
接单或自动进入待客区。

私家车模式，你可通过手机APP
绑定车辆后招车，待送往目的地后，
车辆自动寻找停车位泊车。

你还可现场体验拟人化行车模
式，在行车过程中，汽车系统可以自
动、平顺地处理会车、跟车、变道、转
弯、调头、避撞、绕障、过红绿灯等工
况，与真人开车几乎没有区别。

本届智博会，长安汽车将携新一
代L4级智能驾驶、5G远程智能驾驶
体验再度“出山”。

开门智造，牵手顶级合作伙伴
共建智能出行生态链

长安汽车宣布“北斗天枢”之后，

还做了一件大事——与腾讯开启了
“新恋情”。而今，这段恋情正在“开
花结果”。

本届智博会，长安汽车与腾讯联
合展示了搭载微信车载版的梧桐车
联Tinnove系统。用户通过方向盘
上微信车载版专用按键，即可实现微
信消息提醒、播报、回复、接听、挂断、
智能语音搜索微信联系人、主动发起
消息和语音通话、查看未读消息等操
作。

在长安汽车联手腾讯打造的智
慧门店，车主通过微信公众号、企业
微信、移动支付、小程序、广告、云等

“数字工具箱”，覆盖从精准引流、小
程序预约试驾、到店接待、成交到售
后维修、线上CRM、社区分享等各
个环节，将单一功能的4S门店升级
为涵盖用户日常用车服务场景和全
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智慧零售新生
态。

在这背后，长安汽车打造开放式
共享智慧研发平台，构建了涵盖智能
驾驶、智能网联两大产业生态的北斗
天枢智能化联盟。在智能驾驶方面，

长安汽车携手博世、百度、法雷奥、地
平线、英特尔等合作伙伴，在视觉识
别、路径规划算法、智能驾驶超算平
台、智能驾驶中央控制芯片等领域开
展深度合作，共同打造智能驾驶开放
平台。在智能网联方面，长安汽车携
手腾讯、华为、联通、移动、科大讯飞、
高德等合作伙伴，在大数据、云计算、
无感连接、车载通讯、地图、语音识别
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为汽车行业带
来更成熟、更完善的车联网整体方
案。

无智不欢，明年起不再生产
非联网新车

在“北斗天枢”指引下，长安汽车
的提档升级正在提速。

当前，长安汽车已掌握三大领域
200余项智能化技术，让100余项智
慧产品和服务走进用户生活。同时，
已实现IACC、APA5.0、智能语音、飞
屏互动等70余项智能化功能在量产
车型上的搭载，其中15项为国内首
发。

首款搭载腾讯车联智能生态系
统“AI in Car”的 长 安 CS35
PLUS、搭载 IACC（集成式自适应巡
航）技 术 的 CS85 COUPE、全 新
CS95相继上市。

投资43亿元的长安全球研发中
心投用，开启了长安汽车迈进“开放
共享.全球协同”的研发4.0时代。

据 了 解 ，“ 明 日 座 驾 ”CS75
PLUS将于今年三季度上市。今年下
半年，3D视觉的智能交互HMI3.0预
计将实现量产。

按照“北斗天枢”计划，长安汽车
2020年将不再生产非联网新车，实现
L3级智能驾驶量产。2025年，建成
L4级智能驾驶的智能开放平台。其
车载功能实现100%语音控制，L4级
智能驾驶产品将上市。

晓颜
图片由长安汽车提供

“北斗天枢”开启智能出行时代

““明日座驾明日座驾””长安长安CSCS7575 PLUSPLUS

市市政设施管理局
入选理由：该系统利用安装在

桥梁结构关键位置上的传感器，采
用网络化、信息化的管理手段，实
时监测桥梁结构关键部位的服役
状态，并对其危险状态及潜在威胁
及时预警，从而为桥梁结构安全运
营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该系统入选2018年重庆物联网十
大应用案例。

重庆作为桥梁之都，仅主城区就
有跨江大桥几十座。每天，有成千上
万的车辆在这些大桥上驶过。当我们
平安驶过这些桥梁时，你可曾知道，有
这样一群人，每天都在默默地为这些
城市桥梁“照CT、测血压、做心电图”，
通过智能云端开展“远程体检”。他们
是怎样保障这些桥梁健康、安全运行
的？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
市工作会议重要精神，不断提高城市
管理精细化、智能化、人性化水平，以
大数据、智能化市政设施助力城市品
质提升，我市市政设施管理局通过“桥
梁结构运营状态监测系统”对高家花
园嘉陵江大桥、大佛寺长江大桥、马桑
溪长江大桥、寸滩长江大桥等跨江大
桥进行“云管理”，用心守护着城市桥
梁的安全。

智慧助力
桥梁维护时间大大缩短

“以前，桥梁从出现异常到发现再
到维护完成可能需要几天时间；现在，
监测系统发现异常即可实时上传，同
时维护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只
需一两个小时，大部分常见病害即可
得到妥善处置，解决问题的时间大大
缩短了。”8月16日，桥梁维护人员张
犇带上工作仪器，来到大佛寺长江大
桥上开始了日常巡查工作。当他发现
桥梁的栏杆某处水泥块有脱落的痕
迹，他打开手机摄像头，对准拍照，然
后在道桥管理APP上实时上报病害
巡查情况。不到1分钟，维护人员已
经接到派单信息，赶往现场对病害进
行处置。

去年8月，大佛寺大桥桥梁结构
运营状态监测系统建成投入运行。这
个系统除了实现日常的巡查维护之
外，还大大降低了道桥维护的时间和
人力成本，“从发现病害、派单、处置病
害，再到最后抽查验收，整个过程所需
时间很短，安全隐患很快得到排除。”

走进市市政设施管理局大桥管理
处的监控中心，大屏幕上分屏显示着

大佛寺大桥、寸滩大桥等几座大桥的
桥面和关键结构处的实时监控画面。
电脑上，传感器对大桥应力应变、挠
度、温度等进行实时监测，24小时采
集数据汇聚到平台上，形成一张张犹
如“心电图”的数据分析图。

据介绍，这套系统即“桥梁运营状
态监测系统”。该系统采用物联网、智
能感知、人机交互、云计算、大数据等技
术，以云计算技术、大数据分析决策为
基础，采用网络化、信息化的管理手段，
实时监测桥梁结构关键部位信息和健
康状况，实现桥梁精细化管养，有效提
升桥梁运行管理的标准化和智能化。

科技赋能
传感器分秒监测桥梁健康

走在寸滩长江大桥上，不少细心
的人会发现，在桥梁的锚索等部位有
些小部件。这些小部件就是传感器，
它们分分秒秒监测着桥梁的健康。

寸滩长江大桥主桥为跨径880米
的钢箱梁单跨悬索桥。该桥结构运营

状态监测系统于2017年12月建成，
包含风速风向、挠度、温度、湿度、船
撞、振动、应变、塔偏、伸缩缝位移、支
座位移、锚锭位移、车辆荷载及索力
12个监测参量、277个监测点。

据介绍，该座桥梁共安装277个
传感器，分布于钢箱梁、桥塔、主缆、吊
杆、锚碇等结构关键位置，监测系统实
时获取桥梁位移、变形、应力、索力、振
动特性等状态信息，每秒钟回传一次
数据。

6月13日18时52分，大桥出现
应力波峰；6月 22日 11时 34分，大
桥出现应力波峰……像这样的数据，
这个系统每天都在搜集着，一个月或
者一个季度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分
析、研判后，将会为后期的维护提供
数据。

不仅如此，系统还会进行预警。
每一个参数都有上下预警线，比如体
现主梁竖向变形特征的挠度参数，当
车辆经过桥梁时，主梁发生下挠，如果
下挠数值超过了预警下线，系统将会
瞬间预警。车辆通过桥梁后，主梁会
因为自身弹性变形特性恢复为原来的

状态，表明主梁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据介绍，汇集多方面的桥梁运营

状态大数据，最终形成一系列的大桥
“健康体检报告”，帮助管理者调整未
来的维护方案，掌握最新的大桥健康
变化情况。

大城智管
为桥梁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重庆作为桥梁之都，在大数据、智
能化蓬勃发展的社会背景下，运用科技
手段对桥梁运营进行智能化管理大有
可为。”市市政设施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早在2015年，国务院就在下发的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
意见》中指出，要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
网等技术，进一步加强对公路、铁路、民
航、港口等交通运输网络关键设施运行
状态与通行信息的采集。

2017年11月，我市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的
通知》要求，加大科技投入，逐步完善
桥梁监控系统。跨江大桥要尽快实现

全方位、全时段的视频监控，条件成熟
的地方要逐步推广建设跨江大桥运营
状况在线监控系统，实现过桥重车的
实时监控和结构变形的在线监控，稳
步提升跨江大桥安全管理的智能化、
信息化水平。

“据了解，目前，随着‘大城智管’
的深入推进，我市已完成主城近20座
跨江桥梁的智能化监测系统建设。”市
市政设施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根据我市《智慧城市管理三年
行动实施方案》要求，更加突出智能
化，聚焦高效、便捷、精准管理，加速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城市桥梁、
隧道管理的深度融合，强化大数据智
能化技术在市政设施管理领域的广泛
应用，推动市政设施管理工作从数字
化、网络化向智能化、智慧化加速跃
升。

远程“体检”守护大桥平安通畅

张锋 盛志信
图片由市市政设施局大桥处提供

寸滩大桥桥梁结构运营状态监测系统

大桥上的传感器

用于桥梁监测的各种传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