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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汽车日前发布了9月产销
数据，当月汽车销量达16万辆，环比
增长26%。业内人士预计，长安自主
品牌在今年第四季度产销增速有望
大幅提升，并实现扭亏转盈。

事实上，长安旗下各车型中，
CS75表现尤为突出，其销量同比增
长近50%。而引领CS75销量提升
的最大动力，则是长安9月刚刚上市
的智能化车型CS75 PLUS，该车型
上市仅19天预售订单便破万，至今
已经收获3万辆的订单。

智能化，是CS75 PLUS最吸引
眼球的标签。该车型搭载了 IACC
集成式自适应巡航、自动紧急制动、
APA5.0遥控代客泊车等多达26项
智能驾驶功能，其中有14项属于长
安在国内首发的技术。特别是
APA5.0遥控代客泊车，受到业内专
家和用户一致点赞，认为其完全达到
行业“NO.1”水平。

这项技术到底有多牛？只要按
下手机上的“泊车”键，CS75 PLUS
就能自动识别两侧可以停车的空位，
只需车位的宽度大于车身71厘米，
便能顺利完成侧、斜、垂直等各个方
位停车。

智能化不假手于人

长安汽车智能化研究院高级经
理梁锋华表示，长安从3年前开始布
局研发自动泊车技术，到目前已经掌
握完全自主代码，自主芯片集成和架
构设计，就算其他车厂拿到相同的硬
件，也无法在短时间实现跟长安汽车
一样的功能，“我们拥有的是智能化
核心技术。”

事实上，采用自主路线研发智能
化核心技术，对长安而言是一个非常
大胆的决定。3年前，长安决定中止
与某个世界一流企业在自动泊车方
面的合作，这让合作方和知情的业内
人士无比惊讶。甚至还有人放话，长
安短期之内别想攻克自动泊车这一
关。

“但长安必须这么做。”长安汽车
执行副总裁谭本宏表示，这样做是基
于对智能化的基本判断，即整车的核
心价值将从传统的硬件概念向软件
的概念转变。智能化能力，将是未来
汽车企业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这绝
不能假手于人。

按照国内自主品牌的普遍情形，
过去当一个品牌推出某一项功能后，
很快就会有其他品牌拿出这项功
能。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各个自主品
牌在相关功能上，都在依托供应商的
整包服务。

在此情况下，整车厂只是做了将
功能集成到汽车的工作。但供应商
的“一货多卖”，必然导致雷同、以及
核心竞争力、附加值的低下。

目前，汽车市场乃至国内某些制造
行业的低迷，已令业内人士看清了产品
同质化、低端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恶性竞
争所带来的后果。长安清楚，要让自
己走出眼前的迷雾，实现产业“突
围”，就必须把智能化这条腿迈出去。

长安的这一步迈得异常艰难。
梁锋华介绍，仅仅自动泊车 1

项，研发团队就尝试过多条技术路
线，绝大多数路线被“枪毙”，最终选
定了通过超声波和图像识别融合的
技术。

为了让汽车能停进更窄的车位，
研发团队对技术进行了持续打磨，不
断优化路径规划、纵向控制等算法，
增加低速自动紧急制动功能。仅在
CS75 PLUS这一款车型上，自动泊
车测试就进行了不下5万次。最终，
全球领先的遥控代客泊车技术在长
安诞生。

2025年形成5000人
智能化团队

近期，长安在智能化技术应用
方面的亮点还有很多。例如国内首
创可通过指纹解锁、启动汽车，解决
用户忘带钥匙的痛点；国内首创电
子外后视镜功能，解决传统外后视
镜受光线影响大、视野窄，以及侧窗
起雾等缺点，同时还可减少风阻、风
噪、油耗……

谭本宏坦言，目前长安只是在一
些智能化的“点”上做到领先，整体领
先尚需时日，“但我们有这股劲头，突
破千难万险也要把智能化搞上去。”

关键时刻能顶住压力，敢上敢
试，是长安这家国企和自主汽车品牌
一直呈现的企业精神。随着智能化
时代的开局，这种精神体现在舍得投
入和集中资源攻关的种种行动上。

2018年8月24号，在首届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长安汽车正
式宣布“北斗天枢”智能化战略，受到
行业广泛关注。

对“北斗天枢”，长安汽车的解释
是，中国古人很早就对北斗七星有着
自然崇拜，而天枢星作为北斗七星第
一颗星，有“智星引领者”的内涵。

为了成为梦想中的“智星引领
者”，长安计划未来10年，在智能化
板块累计投入200亿元。

目前，长安采取“专职+联合+特
聘”的形式，已经形成了1支包含中
国工程院院士、“两江学者”专家、“百
人计划”专家、行业领军人物等在内
共计1000多人的智能化研发团队。
到2020年，长安汽车将组建2000人
的开发团队，软件开发占比达40%，
到2025年开发团队达5000人，软件
研发占比达60%。

长安汽车相关人士介绍，目前长
安汽车正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大力发
展数据加核心算法（决策、诊断、规
划）与软件集成，交互集成，用户入口
等能力，建立智能网联汽车核心技术
体系，从以硬为主转变为软硬结合的
开发流程，支撑长安数字化转型。

对任何制造企业，掌握核心竞争
力的最高层次就是掌握标准。对此，
长安积极参与智能化相关的上级研
究项目37项，其中牵头15项，并于
近期突破了环境感知、中央决策等
200余项关键技术，其中100余项实
现量产，为L3级以上自动驾驶实现
智能交互差异化，提供了核心技术支
撑。

目前，长安汽车是全国汽车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智能网联汽车分技术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也是副主任
委员单位中唯一整车企业，直接参与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智能交通领域标
准体系建设，已牵头制定驾驶自动化
分级、V2X、紧急转向、自动驾驶术语
等关键技术国家标准4项，参与10
项，目前建立智能网联汽车企业标准
规范200余项，有效支撑了技术研究

和产品开发。

打造5G自动驾驶技
术行业生态圈

苦练内功效果日益明显。如今，
长安在智能化特别是自动驾驶技术
领域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从长安
率先开启公共道路L4级自动驾驶示
范运营就可见一斑。

10月24日，在位于仙桃国际大
数据谷的国内首个5G自动驾驶开放
道路场景示范运营基地，重庆日报记
者体验了长安汽车L4级自动驾驶。

在无人干涉的状态下，汽车平稳
地进行着会车、跟车、变道、转弯、掉
头、避撞、绕障等各种动作。经过红
绿灯路口时，汽车自动减速、停车等
待，而当前方突然出现横向移动的
车、人时，汽车甚至可以根据相对速
度来判断是停车等待，还是加速通
过。

长安汽车相关人士介绍，在5G
技术支持下，长安自动驾驶车辆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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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车辆经过路侧感知
设备覆盖区域时，可以获得路侧传感
器的信息，识别视线外的碰撞风险并
实现避撞，从而大大提升安全性。

目前，长安已与华为、联通、中国
汽研、大唐、移动等公司签订了相关
合作协议，1个基于5G自动驾驶技
术的行业生态圈正在成型。

制造业智能化亮点纷呈

长安汽车在智能化方面的艰苦
探索和成功实践，也在影响着重庆的
许多汽车企业。

金康SERES以工业4.0标准打
造的两江智能工厂生产基地,实现了
制造的平台化、柔性化和透明化。

重庆蓝黛动力、重庆渝江压铸有
限公司等汽车零部件或与汽车密切
相关的企业，相继成长为智能制造标
杆企业。

智能化的涟漪，正从汽车产业泛
开。日前，在刚刚在渝闭幕的第十七
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上，一大批
智能设备供应商亮相，为行业带来了
智能化发展的积极信号。

参展的宗申相关人士表示，目前
宗申旗下“赛科龙”产品基本具备了
智能功能，比如RX4产品采用了智
能互联TFT仪表屏，能够实现智能
胎压监测、仪表等与手机互联，并实
现远程操控、移动定位、轨迹追踪、共
享授权等。

隆鑫通用大力实施通机工厂智
能化改造和升级，并完善了数字工厂
系统，正以智能化为支撑，朝无人机
和通用航空板块发力。

在国内众多门业锁业还在潜心
研究“指纹门”的时候，美心集团已经
涉足依托防盗门实现智能家居物联
网，主人回家时，门可以自动打开，同
时灯、智能窗帘、家电等也可自动打
开，家里如有火情被智能系统检测
到，能采取自动报警关闭阀门、喷水
等保护措施……

在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以长安
为代表的制造企业，正在用先进的手
段和坚定的步伐，为传统工业开创一
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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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智能化 实现产业突围

长安的“智星引领者”之梦
本报记者 白麟 仇峥

必须看到，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智能
产品越来越多。

从智能网联汽车、到不断迭代的智
能手机、智能家居用品……智能产品往
往别具一格，好玩又好用。它是一扇窗，
给人们呈现出一个五彩斑斓的新世界。

这些智能产品之所以有趣，是因为
它代表了更先进的技术水平。随着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
数字化的消费体验改变了传统的消费观
念，使得率先掌握先进技术、从事智能产
品生产的企业能够在传统产能过剩的市
场红海中“突围”。

此外，智能化还代表更高效的生产
组织方式。在每一件智能产品的背后，
必然需要更高效的研发和生产组织，需
要更精细的社会协同合作与分工。

以大数据智能化引领创新驱动发
展，要推出划时代的产品，必须具备挑战
旧技术、旧办法、旧经验的能力和勇气，
必须具备开创新平台、新模式、新格局的
决心和信心。

在这个层面上，智能化不仅是技术
研发、物质生产、社会组织的进步，还有
个人和集体精神力量、价值观念的提
升。蓬蓬勃勃的创新精神，将为长安这
样的企业智能化提供动力。

以大数据智能化
引领创新驱动发展

□白麟 仇峥

本报讯 （记者 白麟 仇峥）日
前，长安睿骋 CC 的更名升级版——
锐程CC上市。作为长安汽车专为年轻
用户量身打造的一款长轴距的智能中级
车，锐程CC继CS75 PLUS后，再次为
自主品牌智能化汽车产品树立了新标
杆。

此次上市的锐程 CC 搭载支持
0-150km/h 的ACC全速自适应巡航
系统、TSR交通标志识别系统、PAB预
警辅助制动系统、LDW车道偏离预警
系统等，加上6安全气囊、行车雷达探
测、360度高清全景影像等配置，在提
供驾驶便利性的同时保护着乘员安
全。

锐程搭载新一代in Call 3.0智
能车载互联系统和“小安”智能系统。上
车后一句“小安，你好!”即可唤醒智能语
音系统，控制导航、天窗、空调、多媒体、
电话、空气净化等功能。车主能通过
App远程监控胎压、门窗开闭情况，并
能够通过全时4G在线，在上车后脱离
手机情况下，享受汽车自带的便利导航、
影音娱乐功能。长安汽车还专门为此推
出了基础流量终身免费、增值流量2年
免费的购车政策，使车主更好地使用这
些智能化功能。

长安锐程CC正式上市
为自主品牌智能化

树立新标杆

记者手记>>>

⬆宗申旗下智能产品“赛科龙”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
会上引来众多车友围观。

⬆10月24日，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的5G自动驾驶开放道路场
景示范运营基地，长安汽车L4自动驾驶车正在行驶。

⬆10月25日，在仙桃国际大数据谷的5G自动驾驶示范基地，工
作人员开启自动泊车功能，CS75 PLUS自动停入车位。

2020年

不再生产非联网新车
实现100%联网

100%驾驶搭载驾驶辅助系统
L3级自动驾驶量产

车载功能实现100%语音控制
L4级智能驾驶汽车量产

建成1个客户体验中心
五大体验研究基地

千人级的客户体验团队
千万级的客户体验大数据

建成5个全球体验中心
九大体验研究基地

万人级的客户体验团队
亿级的客户体验大数据

2025年

长安智能化标志性事件

2016年4月 实现首个2000公里无人驾驶长距离测试。

2018年11月 成功创建55辆自动驾驶车巡游吉尼斯纪录。

2017年7月 实现首个APA6.0远程自动取还车功能。

2018年4月 实现首个L4自动驾驶公开展示。

2018年8月 首先完成电动化、网联化、自动化、共享化四化
融合，实现面向公众示范运营。

长安汽车智能化发展路线图

（本版图片由记者张锦辉摄）

就在不久前
的 i-VISTA中国自
动驾驶汽车挑战
赛中，长安汽车车

队凭借量产的 APA5.0 技术，
在自动泊车赛项中独占鳌
头。值得一提的是，该赛事中
其余车队均没有顺利完成所
有方位的停车考验，长安汽车
是唯一“通关”者。

这样的智能技术，为什么
唯独只有长安掌握？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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