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滴滴首次向公众开放自动驾驶服务

自动驾驶将迎来发展“黄金十年”

本报记者 崔小粟

6月27日，上海智能网联汽车规模化载人示范应用启动，滴滴出行首次面向公众开放自动驾驶服务。 用户可通过滴滴APP线上报名，审核通过后，将能在上海自动驾驶测试路段，免费呼叫自动驾驶车辆进行试乘体验。

分析人士指出，2020年-2030年是自动驾驶发展的“黄金十年” ，政策驱动下全球自动驾驶技术有望快速发展。 国内车企的L3级别可量产车型有望在2020年-2021年逐渐推出，政策驱动叠加产品技术推出，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发展有望加速。

雨天出行可提供技术支撑

当天，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滴滴自动驾驶网约车开放道路体验全流程直播中看到，有别于普通车辆，滴滴自动驾驶车顶装载着激光雷达以及多个摄像头。

滴滴方面介绍，目前滴滴自动驾驶车顶搭载了激光雷达，可对100米范围内的路况清晰可见。 同时雷达四周安装了7个摄像头，观察车身附近的路况。 车辆上还加装了20多个传感器，以更准确地记录道路信息。 同时，为了确保行程安全，自动驾驶测试车依相关规定配备了安全员，可随时接管车辆，应对突发情况。

“本次路段的选择路线会经过汽车会展中心、办公区、地铁站、酒店等核心区域。 ”滴滴方面介绍称。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直播中看到，滴滴自动驾驶车在道路上完成了转弯、调头、并线等多个动作，最高时速超过50公里/时。

值得关注的是，直播当天，刚好遇到上海大雨天气，滴滴自动驾驶车辆已经能应对部分雨天场景。

滴滴相关技术负责人表示，在雨天场景下，对自动驾驶车辆的考验主要分为几个方面。 对激光雷达来说，雨点、地面上的积水以及溅起来的水花可能引发噪点，这就相当于“驾驶员”视力变差，需要算法有效地去除这些噪点，否则容易引发各种急刹。

此外，下雨天影响汽车轮胎抓地力，对自动驾驶系统的控制系统提出了较高要求。 而地面有积水的情况下，定位精度会变差。 雨天行人打雨伞，相对来说是长尾的情况，需要机器有良好的训练数据覆盖、以及充分的算法冗余才能保证识别。 为最大程度确保自动驾驶过程中的行程安全，自动驾驶测试车依相关规定配备了安全员，安全员可随时接管车辆，应对突发情况。

已获得多地路测资格

据了解，滴滴设立了国内首个自动驾驶安全护航中心，能实时监控车辆、路况，并在车辆面临复杂情况时，给与协助指令，解决未来自动驾驶运营中可能出现的远程协助问题。

在测试区域的部分路口，滴滴部署了自主研发的车路协同解决方案，能将道路信息实时共享给区域内不同公司的自动驾驶测试车，消除行驶盲区。

滴滴出行CTO兼自动驾驶公司CEO张博表示：“滴滴通过给驾驶员和自动驾驶车辆混合派单的方式，弥补自动驾驶车辆仅能在特定区域使用的局限，让现阶段自动驾驶不仅仅停留一种新奇的体验，更能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切实补充。 ”

“我们相信最终AI技术会大幅提升驾驶安全和效率，造福人类，而滴滴最大优势是场景和数据以及坚定投入的决心。 同时，我们也相信自动驾驶从技术成熟，商业成熟到法规成熟，道阻且长，至少还需要做十年持续投入的计划，也要做好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准备，但方向是明确而坚定的。 ”滴滴出行创始人兼CEO程维表示，“司机有温度的服务不会因新技术出现而消失，自动驾驶也会给网约车司机创造新的职业和岗位。 ”

5月29日，滴滴出行宣布旗下自动驾驶公司完成首轮超5亿美元融资，以加大研发测试投入，加深产业合作，推进在国内外特定区域开展自动驾驶载人应用。

据了解，滴滴自2016年开始组建自动驾驶研发团队，目前中美两地已有近400人的团队。 截至目前，滴滴已获得北京、上海、苏州、美国加州等地路测资格，并在去年9月获得上海颁发的首批载人示范应用牌照。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据预测，2020年中国智能驾驶行业市场规模将超1700亿元。

政策驱动下，无人驾驶技术有望快速发展。 2020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11部委联合印发了《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提出了2025年实现有条件智能驾驶汽车的规模化生产（L3级别）的愿景。 3月9日，工信部在官网公示《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推荐性国家标准报批稿，该标准规定了汽车驾驶自动化系统的分级原则和技术要求，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提供支撑。

从海外汽车厂商推进自动驾驶的时间节点看，2020年或是L3级别(有条件自动驾驶)量产的关键年份。

特斯拉计划在3月底向用户推送几项全新的自动驾驶功能；传统车厂方面，宝马近期发布的 i4支持L3级自动驾驶，同时具备L4级自动驾驶技术，全面对标特斯拉；奔驰宣布2020年将正式推出搭载L3级别自动驾驶辅助功能的S级轿车。 此外，谷歌无人驾驶公司Waymo近期宣布完成22.5亿美元的首轮外部融资，其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工厂目前已经进入SOP(标准作业程序，就是将细节进行量化)状态，预计2021年之前将交付2万台完全无人驾驶汽车。

国内车厂紧随其后。 3月10日，长安汽车在重庆开启了中国首个L3级自动驾驶量产体验，搭载L3级自动驾驶技术的长安UNI-T驶上了开放性道路。 长安L4级自动驾驶的量产车将在2025年正式上市。

华泰证券分析师指出，2020年-2030年是自动驾驶发展的“黄金十年” 。 由于L3级别自动驾驶量产尚需法规出台，L4、L5级别的自动驾驶需要AI技术突破才有可能商用化，短期推出L2+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的车型成为国内外车企的首选。 为了提升产品竞争力，国内合资和自主车企都会加快提升辅助驾驶和智能驾驶舱的配置，ADAS产业链和智能驾驶舱产业链有望快速发展。 受疫情影响，上游零部件的收入和利润也随之下滑，但疫情后智能座舱和智能网联产品供应商业绩和估值都有望回升。

中信建投证券分析认为，全球范围内自动驾驶产业发展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看好今年自动驾驶产业发展态势，预计今年我国自动驾驶产业将有政策和资金多重支持落地，预计将利好整车和零部件板块，有望持续惠及汽车电子、智能驾驶芯片、激光毫米波雷达、高精地图、北斗导航、驾驶大数据云平台等细分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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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汽车”成共识

汽车产业生态或将重构

□本报记者 宋维东

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成为汽车产

业的发展趋势，“软件定义汽车” 的理念正成为行

业共识， 智能体验越来越成为消费者购车的重要

考量之一。 业内人士表示，软件能力将成为车企取

胜市场的关键， 软件技术的进步将给汽车行业带

来巨变，全面推动传统车企转型升级，引领汽车产

品差异化发展新潮流。

软件能力成关键

日前， 长安汽车全球软件中心落户仙桃国际

大数据谷， 定位于打造中国整车制造企业最大规

模的科技公司之一， 致力为汽车行业突破软件技

术壁垒提供解决方案， 加速芯片和软件技术自主

化，高度聚焦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智能

车云等软件研发。 未来数年内预计研发投入超30

亿元，将引进全球软件人才1000人。

据悉， 该项目将着力构建生态共享开放的整

车操作平台，建立“5+1+5+1” 的核心能力，即5大

应用对象（驾驶、车身、座舱、云平台、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1个整车操作系统、5大软件共性能力开

发（软件需求设计、软件架构与接口设计、软件迭

代开发及测试、操作系统的编译集成、操作系统定

制化开发）、1个软件体系，并应用AI、大数据、5G/

车联网、自动驾驶等领域新兴技术，建设云服务集

成、大数据管理、车软硬分离、AI算法开发等技术

能力，将软件能力打造为核心竞争力，支撑长安汽

车数字化转型，实现“软件定义汽车” 的目标。

长安汽车此举正是近年来传统车企在适应汽

车“四化” 新趋势下探索实践的缩影，也从侧面反

映了汽车软件的重要作用。

相关专业人士表示， 未来的汽车将不仅仅是

交通工具，还将发展成为集办公、娱乐、社交、支付

等为一体的智能移动空间，在更广范围、更大深度

内融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更多应用场景。

当前，即便不是新能源汽车或具有自动驾驶

功能的汽车，软件也占据着较大比重。 以高端汽

车或主流车企车型为例， 汽车装有几十个处理

器，运行的软件规模都很大。 从软件角度看，IT产

业的很多新技术、架构、体系还没有充分运用到

汽车领域。 汽车智能化需要更多软件实现更多功

能，需要在体系架构及软件开发的理念和模式上

做出改变。

东软睿驰总经理曹斌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汽车向IT领域模式转变，打造更开放的软件生

态， 这种发展趋势已得到认可，“软件定义汽车”

“软件赋能汽车” 已成共识。

在“软件定义汽车” 的浪潮中，不只是传统车

企积极应对，相关科技公司更是抢抓机遇，充分发

挥软件开发优势， 架起汽车与软件融合衔接的

“桥梁” 。

以东软睿驰为例， 这家2015年成立的汽车行

业创新型公司，凭借软件能力优势，近年来通过融

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智能网联、自

动驾驶、EV动力系统、 出行服务及车联网安全领

域，为全球整车企业提供智能化产品、技术、服务

及整体解决方案。

东软睿驰日前就与本田技研工业 （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简称“Honda中国” ）共同宣布，拟

成立合资公司海纳新思智行服务有限公司。 新公

司将加速推动以Honda� CONNECT为主体的汽

车智能网联技术与服务升级， 通过大数据应用管

理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 积极开发并提供具有

创新价值的智能移动出行服务。

一些行业专家也表示， 未来汽车IT与互联网

之间的耦合关系将带来商业形态创新， 汽车产业

面临自其诞生以来变化最为剧烈的十年。 这种变

化需要研发大量新技术，完成大量的开发任务，编

写大量的软件，甚至重构汽车产业生态。 当前车企

开发的新车型中，如果没考虑实时在线、5G、智能

驾驶等因素， 这样的汽车产品竞争力也将大打折

扣。 车企对未来的判断及方向选择将决定其命运。

汽车电子受关注

当前， 汽车正由人工操控的机械产品逐步向

电子信息系统控制的智能产品转变。 在与相关产

业的全面融合中，汽车正呈现智能化、网络化、平

台化发展特征， 正由单纯的交通运输工具逐渐转

变为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 成为新兴业态重

要载体。 智能汽车领域也将迎来快速成长期。

特别是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其中明确提出，要突

破关键基础技术，开展复杂系统体系架构、复杂环

境感知、智能决策控制、人机交互及人机共驾、车

路交互、网络安全等基础前瞻技术研发；推进车载

高精度传感器、车规级芯片、智能操作系统、车载

智能终端、智能计算平台等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建

设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

业内人士表示，在“软件定义汽车” 成为业界

共识的大背景下， 汽车电子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 更好的硬件端支持也将推动“软件定义汽车”

趋势走向成熟。

以汽车芯片为例，东吴证券表示，智能网联汽

车四大核心技术：芯片、操作系统、算法和数据，共

同形成了生态闭环，汽车芯片是“软件定义汽车”

生态循环发展的基石。 类比手机产业链，芯片/操

作系统或成为寡头垄断格局。 从当下行业发展看，

芯片格局或相对较为稳定，且处在产业核心位置。

东吴证券在其研报中指出，MCU引领汽车由

机械化走向电气化时代，AI芯片引领汽车走向智

能时代。汽车在机械化向电气化时代过渡时，MCU

是传统汽车执行ECU的计算大脑。 随着功能增加

和处理数据复杂化，驱动MCU单车价值稳步提升。

经测算，MCU单车价值由2019年的78美元提升到

2025年的149美元。 我国汽车MCU市场规模由

2019年的21.1亿美元提升到2025年的32.9亿美元。

随着智能汽车芯片需要处理图片、 视频等海

量非结构化数据，面向控制指令运算的MCU不能

满足需求，汽车芯片逐步走向域控制集成化、异构

化、 智能化，AI芯片成为智能时代的核心。 经测

算，AI芯片单车价值将由2019年的100美元提升

到2025年的1000美元以上。我国汽车AI芯片市场

规模将由2019年的9亿美元提升到2025年的91亿

美元。

在此背景下，不少企业积极行动，推动自主芯

片稳步发展。 日前，国内知名的汽车电子企业德赛

西威就与四维图新旗下杰发科技就汽车电子领域

开展深度合作， 打开更为广阔的国产汽车电子应

用场景。 据悉，德赛西威全新一代产品将采用杰发

科技最新研发落地的、 完全自主设计的车规级高

性能SoC芯片产品， 大力推动国内自主汽车电子

芯片品牌发展。

实现开放合作

智能手机的出现， 给手机行业带来了颠覆式

巨变，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但相对

手机产业而言， 汽车行业壁垒高， 可靠性体系复

杂，研发制造所涉及的知识和能力要求很高，需要

漫长的周期逐步推进。

业内人士表示， 成熟车企在组织结构和制造

流程等方面都有较深厚的积累， 但面对转型往往

很难快速获得所需的知识体系并满足能力要求，

这就需要外力支持。 此外，造车新势力也需要大量

投入，同时在研发、生产、销售各环节承担较大风

险。 为此，近年来，各大车企比以前更为开放，不少

成熟车企也积极寻找合作对象， 与合作伙伴开展

越来越多的跨行业、跨领域合作，帮助解决软件及

智能化等方面的问题。

相关专家认为，未来，车企与科技公司将会一

起实现拼图式合作，打造开放的智能驾驶生态。

以东软睿驰为例， 其于2019年发布了基于

AUTOSAR（汽车开放系统架构）标准的汽车基

础软件平台NeuSAR� 2.0，针对传统控制系统、汽

车互联及高等级自动驾驶等产品的开发场景及应

用给予更好的支持， 并充分连接产业链上下游资

源，推动整个体系架构朝着更现代、更先进的方向

转型。

曹斌表示， 过去汽车基础软件平台凡是涉及

控制类软件的， 在全球有影响力的供应商基本位

于欧洲。 未来，我国就需要有实力的基础软件供应

商成长起来，填补并占领这一市场空白。

“公司将围绕这一平台产品构建开放的开发

者社区，并将部分功能模块开放给开发者使用，通

过构建开发生态带动整个汽车产品在自动驾驶、

车联网、基础软件等层面的技术及商业模式创新，

推动汽车操作系统软件平台更快发展， 为未来汽

车在新能源化、智能网联化、系统开放化、功能拓

展化和生产标准化等方面的发展提供支撑。 ” 曹

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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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菱宏光MINI

EV订单火爆

□本报记者 崔小粟

近日，网络上曝光的一份“宏

光MINI产能20000台/月拉升专项

会议纪要” 显示，当前宏光MINI订

单突破16000台，市场表现火爆。公

司相关负责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

证实了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并且表

示订单仍以超乎预期的速度持续

增长。

有业内分析人士表示， 小微型

车在现阶段拥有不少受众群体，但

国家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方向依然是

鼓励高技术、高品质不变。随着技术

提升，发展续航里程更长、品质更高

的电动车趋势不可逆。

超预期持续增长

根据会议纪要， 为确保用户第

一时间提上车， 公司要求快速拉升

产能。其中，青岛生产线由1班/天增

加至2班/天，柳州宝骏基地新增开1

条日产200台的新车生产线， 目标

月产20000台。

在新能源汽车销量连月走低的

当下，五菱宏光这样的订单量可谓让

一众车企艳羡不已。

上汽通用五菱市场总监周钘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证实了

上述网传纪要的真实性。 “目前宏

光MINI� EV的订单量确实超过了

我们最初的预期。 ” 他表示，目前，

宏光MINI� EV的预售订单量已经

突破20000台大关， 并且还在以超

乎预期的速度持续增长。

据了解， 该车的预售订单以网

上为主，主要来自于京东、天猫、上

汽通用五菱官网， 以及菱菱邦APP

等线上平台。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

上述电商渠道在产品页面上看到，

五菱宏光MINI� EV抛出了不到3万

元的起售价，预售价仅为2.98万-3.

88万元。 此外，预售定金199元还随

时可退。

根据上汽通用五菱方面的统

计，在上述近2万台订单之中，下单

用户多为年龄在26-40岁间， 这部

分用户群体城市类别分布较广，一

至五线城市均有覆盖，而在这其中

来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年轻人

最多。

对此， 东北证券汽车行业分析

师李恒光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五菱宏光mini� EV的真

实销量情况如何， 还是要看交付两

三个月之后持续销量如何再作判

断。 “一般来说，车企的初始订单，

尤其是价格不高的车型， 订单都不

会少， 后续还是要持续观察它的产

品力跟品牌力。 ”

A00级车型为何火爆

宏光MINI� EV外廓尺寸只有

2917*1493*1621mm，电池容量分

9.2kwh和13.82kwh两种， 对应的

工况续航里程为 120km、170km，

对 应 的 电 池 系 统 能 量 密 度 为

100wh/kg、110wh/kg。 毫 无 意

外， 在动力电池能量密度已经突破

180wh/kg、 工况续航600km已经

是一众新能源车型“标配” 的当下，

最高110wh/kg的系统能量和最高

170km的工况续航，让这款车无法

拿到补贴。

五菱宏光的火爆折射出目前国

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尴尬：一方面，

从续航里程、单位能耗、系统能量密

度等政策考察的三大核心技术指标

上看， 投放市场的新能源车型愈来

愈先进；另一方面，愈加成熟又优秀

的新产品却无法有效地撬动市场的

需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2020年5月， 新能源汽车销售8.2万

辆， 同比下降23.5%；1-5月累计销

售28.9万辆，同比累计下降38.7%。

在这样的背景下， 像五菱宏光

mini� EV等一众车企将目光投向

了A00级小型电动车。 如长城汽车

推出的欧拉R1、奇瑞汽车推出的奇

瑞eQ1、零跑汽车推出的T03等。

乘联会数据显示，2019年新能

源汽车销量排名中，宝骏E100销量

达到6万辆，排名第3；奇瑞eQ销量

3.9万辆，排名第4。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 小型电动

车更经济环保， 也更符合现阶段大

城市低收入家庭及小城镇居民短途

出行需求和购买能力。 在仍属于初

期发展阶段的新能源车市场， 低价

无疑是其最大的竞争优势。

李恒光认为， 小微型车在现

阶段虽然有不少受众群体， 但国

家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方向依然是

鼓励高技术、高品质。 随着技术提

升，发展续航里程更长、品质更高

的电动车趋势不可逆。

雨天出行可提供技术支撑

当天，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滴滴自动驾驶网约

车开放道路体验全流程直播中看到，有别于普通

车辆，滴滴自动驾驶车顶装载着激光雷达以及多

个摄像头。

滴滴方面介绍，目前滴滴自动驾驶车顶搭载

了激光雷达，可对100米范围内的路况清晰可见。

同时雷达四周安装了7个摄像头， 观察车身附近

的路况。 车辆上还加装了20多个传感器，以更准

确地记录道路信息。 同时，为了确保行程安全，自

动驾驶测试车依相关规定配备了安全员，可随时

接管车辆，应对突发情况。

“本次路段的选择路线会经过汽车会展中

心、办公区、地铁站、酒店等核心区域。” 滴滴方面

介绍称。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直播中看到，滴滴自

动驾驶车在道路上完成了转弯、调头、并线等多

个动作，最高时速超过50公里/小时。

值得关注的是，直播当天，刚好遇到上海大

雨天气，滴滴自动驾驶车辆已经能应对部分雨天

场景。

滴滴相关技术负责人表示， 在雨天场景下，

对自动驾驶车辆的考验主要分为几个方面。 对激

光雷达来说，雨点、地面上的积水以及溅起来的

水花可能引发噪点，这就相当于“驾驶员” 视力

变差，需要算法有效地去除这些噪点，否则容易

引发各种急刹。

此外，下雨天影响汽车轮胎抓地力，对自动

驾驶系统的控制系统提出了较高要求。 而地面有

积水的情况下，定位精度会变差。 雨天行人打雨

伞，相对来说是长尾的情况，需要机器有良好的

训练数据覆盖，以及充分的算法冗余才能保证识

别。 为最大程度确保自动驾驶过程中的行程安

全， 自动驾驶测试车依相关规定配备了安全员，

安全员可随时接管车辆，应对突发情况。

已获得多地路测资格

据了解，滴滴设立了国内首个

自动驾驶安全护航中心， 能实时监控

车辆、路况，并在车辆面临复杂情况时，

给予协助指令， 解决未来自动驾驶运营中

可能出现的远程协助问题。

在测试区域的部分路口，滴滴部署了自主研

发的车路协同解决方案，能将道路信息实时共享

给区域内不同公司的自动驾驶测试车，消除行驶

盲区。

滴滴出行CTO兼自动驾驶公司CEO张博表

示：“滴滴通过给驾驶员和自动驾驶车辆混合派单

的方式，弥补自动驾驶车辆仅能在特定区域使用的

局限性，让现阶段自动驾驶不仅仅停留一种新奇的

体验，更能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切实补充。 ”

“我们相信最终AI技术会大幅提升驾驶安

全和效率，造福人类，而滴滴最大优势是场景和

数据以及坚定投入的决心。 同时，我们也相信自

动驾驶从技术成熟，商业成熟到法规成熟，道阻

且长，至少还需要做十年持续投入的计划，也要

做好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准备， 但方向是明

确而坚定的。 ” 滴滴出行创始人兼CEO程维表

示，“司机有温度的服务不会因新技术出现而消

失， 自动驾驶也会给网约车司机创造新的职业

和岗位。 ”

5月29日， 滴滴出行宣布旗下自动驾驶公司

完成首轮超5亿美元融资，以加大研发测试投入，

加深产业合作，推进在国内外特定区域开展自动

驾驶载人应用。

据了解，滴滴自2016年开始组建自动驾驶研

发团队，目前中美两地已有近400人的团队。截至

目前，滴滴已获得北京、上海、苏州、美国加州等

地路测资格， 并在去年9月获得上海颁发的首批

载人示范应用牌照。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目前， 我国正在积极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无

人驾驶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据预测，2020

年中国智能驾驶行业市场规模将超1700亿元。

在政策驱动下， 无人驾驶技术有望快速发

展。 2020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11部委

联合印发了《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提出了

2025年实现有条件智能驾驶汽车的规模化生产

（L3级别）的愿景。 3月9日，工信部在官网公示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推荐性国家标准报批

稿，该标准规定了汽车驾驶自动化系统的分级原

则和技术要求，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提供支撑。

从海外汽车厂商推进自动驾驶的时间节点

看，2020年或是L3级别(有条件自动驾驶)量产的

关键年份。

特斯拉在3月底向用户推送几项全新的自动

驾驶功能；传统车厂方面，宝马近期发布的i4支

持L3级自动驾驶，同时具备L4级自动驾驶技术，

全面对标特斯拉；奔驰宣布2020年将正式推出搭

载L3级别自动驾驶辅助功能的S级轿车。此外，谷

歌无人驾驶公司Waymo近期宣布完成22.5亿美

元的首轮外部融资，其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工厂目

前已经进入SOP(标准作业程序，就是将细节进行

量化)状态，预计2021年之前将交付2万台完全无

人驾驶汽车。

国内车厂紧随其后。3月10日，长安汽车在重

庆开启了中国首个L3级自动驾驶量产体验，搭载

L3级自动驾驶技术的长安UNI-T驶上了开放性

道路。 长安L4级自动驾驶的量产车将在2025年

正式上市。

华泰证券分析师指出，2020年-2030年是自

动驾驶发展的“黄金十年” 。 由于L3级别自动驾

驶量产尚需法规出台，L4、L5级别的自动驾驶需

要AI技术突破才有可能商用化，短期推出L2+高

级驾驶辅助系统的车型成为国内外车企的首选。

为了提升产品竞争力，国内合资和自主车企都会

加快提升辅助驾驶和智能驾驶舱的配置，ADAS

产业链和智能驾驶舱产业链有望快速发展。 受疫

情影响， 上游零部件的收入和利润也随之下滑，

但疫情后智能座舱和智能网联产品供应商业绩

和估值都有望回升。

中信建投证券分析认为，全球范围内自动驾

驶产业发展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看好今年自动驾

驶产业发展态势，预计今年我国自动驾驶产业将

有政策和资金多重支持落地，预计将利好整车和

零部件板块，有望持续惠及汽车电子、智能驾驶

芯片、激光毫米波雷达、高精地图、北斗导航、驾

驶大数据云平台等细分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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