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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会·赛事
8月23日，位于两江新区礼嘉的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以下简称汽研
院）内部道路，已经全部变身为自动驾
驶汽车的赛道，各种传感、控制设备

“全副武装”的数十辆自动驾驶汽车穿
梭在赛道上，各种视频、信号采集设备
和引导标识遍布赛场，透露出一股赛
前的紧迫气氛。

8月24日，2019 i-VISTA“中国
电信5G杯”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将正
式开赛，本届大赛将有43个专业车队
参赛，其中车企车队超过10家，是国内
车企参赛数量最多的自动驾驶赛事。

车队之间自动驾驶技术的较量激
动人心，高达750万元的奖励总额也令
人垂涎。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目
前所有车队都在进行赛前最后的测试
和准备工作，以拿出最佳状态迎战。

车队各有“绝活”
23日上午10点，汽研院内车队整

备场地，西安理工大学车队队长刘亮
正在和队友一起调试车上的控制器、
传感器，他们准备一会再让车跑两圈，
让自动驾驶程序更好地适应场地。

西安理工大学车队曾在2018 i-
VISTA自动驾驶挑战赛APS自动泊
车挑战赛获奖，无人车定位精度高、功
能运行稳定、关键技术算法可靠度高
是该车队的技术优势，这次他们要参
加大赛所有赛项。

“重庆的比赛对我们很有挑战。”
刘亮说，特别是在斜坡速度控制方面，
比赛规则要求上坡、下坡速度必须保
持在一定区间里，这非常有难度。

金龙海格客车“深蓝战队”负责人
对此深有同感，他说驼峰桥、隧道等场
景都是重庆这样的山地城市所特有
的，对所有的车队而言，这都是系统验
证自身技术的好机会。

金龙海格客车“深蓝战队”由1台
4.3米长达到L4级微型客车，和1台8
米长达到 L3 级的自动驾驶客车组
成。记者注意到，该车队的L4级微型
客车竟然是没有方向盘的。

该车队负责人表示，车队的“绝
活”是海格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用
车双冗余线控转向、制动系统，并通过
域控制器实现环境感知、系统决策和
车辆控制的闭环控制，提高了整车控
制的响应速度。

车队将上高速路段比赛
“虽然只过了一年，但许多车队应

对重庆复杂的交通场景，在技术方面
都有了长足进步。”赛事官方相关人士
表示，与去年相比，今年各赛项场景设
置更加丰富，规程制定更加完善，对参
赛车队而言更具有挑战性。

据介绍，本届i-VISTA自动驾驶
汽车挑战赛由辅助驾驶挑战赛、城市
交通场景挑战赛、自动驾驶创新应用
挑战赛、自动驾驶商业化进程挑战赛
组成。辅助驾驶挑战赛、创新应用挑
战赛均在礼嘉白云湖公园举行，城市

交通场景技术挑战赛在汽研院举行。
其中，商业进程挑战赛将首次在

高速路段（银昆高速）进行，在业内人
士看来，这对促进自动驾驶商业落地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同时，借助重庆高温、湿热、雨雾的
丰富气候条件，车队可对自动驾驶汽车
的环境适应性和可靠性进行测试。

此外，今年创新应用挑战赛新增
“途中接人”场景，这要求自动驾驶汽
车更加“智能”，也更加贴近车辆实际
行驶过程。

推动国内智能汽车落地

“i-VISTA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
的场景和比赛项目涉及L2-L4多级自
动驾驶，充分地对自动驾驶系统进行
检验。”清华紫荆车队负责人表示，这
将对国内智能汽车落地起到更好的推
动作用。

重庆交通大学行远智能车队负责
人则认为，本次大赛是针对智能汽车
技术研究、开发测试与社会服务而搭
建，涵盖整车企业、创业公司和高校
等，参加大赛能推进高校与企业间的
交流，加快对智能汽车的研究与发展，
进一步提升实践科技平台，培养智能
汽车领域人才。

本报讯 （记者 白麟)8月 24
日，2019 i-VISTA“中国电信 5G
杯”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的的第一个
赛项——ADAS驾驶辅助系统挑战
赛将正式打响。比赛中，除了有专业
队伍参与，还有36位消费者携他们
各自的爱车进行角逐，这也使得该比
赛成为全球首个有较大规模消费者
群体参与的ADAS赛事。

ADAS驾驶辅助系统挑战赛包
括AEB和APS赛事，其中AEB自
动紧急制动系统挑战赛主要考核自
动驾驶汽车或智能汽车在紧急情况
下的自动制动功能，APS自动泊车
系统挑战赛主要考核汽车自动泊车
的准确性和速度。

此前，赛事官方组织了参赛消费
者的全国海选，对参赛车辆进行细致
审验，并对外公布了参赛消费者及参
赛车型名单。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
本次参赛消费者来自全国各地，所携
的参赛智能车型，也涵盖了各主流品
牌的智能车型，其中既有特斯拉
ModelX、宝 马 530Li、沃 尔 沃
XC60、福特蒙迪欧等进口及合资车
型，也有长安CS95、魏派VV6、吉利
博越等自主品牌车型，甚至还有小鹏
G3等“造车新势力”品牌车型。

赛事官方人士表示，引入消费者

参赛，是为了体现“服务于消费者买
车用车，引导企业产品技术升级”的
宗旨。“在与参赛消费者的沟通中，我
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大比例的消
费者对他们自己车辆的智能化功能
并没有清晰的认知，甚至有的从来没
有操作过这些功能，以致于不知道如
何操作，也不知道这些功能的具体性
能表现。”

对此，赛事官方特别组织消费者
到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做场地培训，
并通过AEB/APS比赛场景、工况的
详细操作指引，让消费者清楚了解
AEB/APS功能以及操控方法，让他
们能够顺利完成比赛。

赛事官方人士强调，ADAS挑
战赛虽然引入消费者参赛，但是比
赛的专业性、严谨性没有丝毫降低，
消费者与由车企、高校、科创公司组
成的专业车队，均采用同样的比赛
场景和评分规则，只是APS比赛的
难度稍有所降低，在泊车入位时只
需泊入空闲车位，而不进行车位的
指定。

有专业人士指出，在专业权威赛
事中引入大规模的普通消费者参赛，
在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进步和自动
驾驶在全民、全社会的宣传和科普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

36位消费者将携爱车
角逐ADAS挑战赛

本报讯 （记者 白麟）8月2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自动驾驶汽车挑
战赛官方了解到，为提升本次大赛的
社会参与度，赛事官方特别组织了针
对市民参与的有奖竞猜活动，奖品包
括华为P30pro、智能音响、智能摄像
头等。

从即日起，到8月 26日，每天
8:00~24:00，市民均可参与竞猜，
竞猜的内容为：次日赛事的第一名获
得者。

想参与竞猜的市民，只需关注微
信公众号“IVISTA智能汽车集成系

统试验区”，点击挑战赛—竞猜入口，
便可以进入竞猜页面，在竞猜页面输
入姓名与手机号码后点击“下一页”，
便可以点选次日的参赛者作为竞猜
对象了。

赛事官方表示，在8月27日比
赛完成后，赛事总成绩将通过官网和
微信公众号公布，同时将公布获得抽
奖资格的人员名单。8月28日进行
现场抽奖后，获奖名单也将在官网和
微信公众号公布，同时工作人员将与
中奖者联系，希望广大市民踊跃参
与。

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邀你来竞猜
竞猜活动奖品包括华为P30pro等

8月23日，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智博会）齿轮产业
高质量发展论坛在“中国西部齿轮城”
綦江举行，国内齿轮行业的专家和企
业代表汇聚一堂，分析齿轮产业面临
的挑战和机遇，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答疑解惑。

如何认识当前市场“寒流”

众所周知，2018年的中国汽车市
场遭遇了“寒流”，经历了28年来的首
次下滑，进入2019年之后，这一趋势
依然没有好转。

“寒意”有多浓？中国汽车工程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开国用数据
说明：“汽车产业在近10年平均增速
达到了7%，但在2018年却降至-2.8%，
今年1-7月的同比降幅更是有增无
减，总体而言，在经历了前面10多年
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后，我国汽车产业
的发展趋于平稳。”

作为汽车的重要零部件，齿轮行
业自然不能独善其身。

“齿轮行业不仅仅是受到了汽车
市场下滑的影响，也受到了产品结构
性变革的影响。”中欧协会齿轮传动产
业分会轮值会长吕超认为，在车市“寒
流”中，新能源汽车却像一股“清流”，
保持了高增长的趋势，但新能源汽车
的变速器结构大大简化，齿轮需求量
就相应减少，齿轮产业也因此遭受了
冲击。

中欧协会齿轮传动产业分会秘书
长李盛其坦言，当前齿轮产业的发展
呈现四大特征：一是同质化竞争白热
化，中低端产品产能严重过剩，成本上
升，价格成为主要竞争手段，盈利能力
大幅降低，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二是分
化重组与艰难转型并存，国内外并购
进入多发期，其中50%的企业处于以
价换量的艰难维持状态，25%的企业
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陷入生存困境，

部分企业关闭破产，20%的企业处于
量减利增状态，产品附加值增加，正在
艰难转型中，只有5%的企业量增利
增，转型升级初见成效；三是转型升级
成功的希望与转型踏空的风险并存；
四是从产品国际化配套向企业国际化
经营转变。

“但我们也不用过于悲观。”秦川
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龙兴元
称，不管怎么变，齿轮不会消失，也许
量会减少，但档次会越来越高。他列
出数据为证：“截至2018年，我国齿轮
行业销售收入达到了1776亿元，年均
增长率达到了10%左右，齿轮专利公
开量近 3万项，是 2017 年的一倍还
多，这些都说明我国齿轮行业的创新
能力不断提升，产品正处于从中低端
向高端的转变过程。”

如何在困境中寻找机遇

与会嘉宾认为，面对现状，齿轮
企业首先需要理清思路，发现“危”在
何处，然后找准方向，识别“机”在哪
里，最后抓住机遇，有效配置资源并付
诸行动。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副
院长、智能汽车研究所所长席军强在
演讲中表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已是
大势所趋，而纯电动化则是新能源汽
车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因此，传统
的汽车齿轮行业将面临四大危机：一
是面临电直驱而无需齿轮传动的颠覆
式危机；二是传统齿轮面临转型带来
的压力，导致危机，这些压力来自于新
能源汽车的减速器结构更简单、轻量
化、噪音低、效率高等；三是传动控制

系统匹配标定更复杂；四是尽管新能
源车辆中的齿轮传动将长期存在，但
新能源车辆的多技术路线、电气化等
给齿轮传动带来新挑战。

“总体来说，电动化、智能化、轻量
化是未来产品的发展趋势，这对于传
统齿轮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李盛其说，动力的电动化使传统
齿轮传动面临挑战，传统齿轮变速器
企业不仅要研究如何满足电动化对超
高转速下齿轮传动噪声控制的要求，
抓住当前电动汽车爆发式增长催生的
新型变速器增长的机遇，也要高度关
注未来无齿轮电直驱技术和电磁传动
技术对传统齿轮传动及齿轮行业带来

的革命性威胁。
而在智能化方面，控制技术在机

器上的广泛应用，使机器实现了自动
化，同时控制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网
络技术的综合应用，使机器和制造具
备智能化。对于传统齿轮制造企业来
说，面临的挑战是缺乏电气工程、电子
工程、控制技术、网络技术和集成技术
的人才。

最后是轻量化，轻质高强度材料、
结构减重和表层改性强化，需要跨行
业合作与先进仿真技术。

如何高质量发展

专家表示，有困难并不可怕，机遇

与挑战永远并存，齿轮企业应提前布
局，迎难而上，坚持创新，才能抓住机
遇，创造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二
次创业”奇迹。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零部件部部长
杜道锋表示，齿轮行业具备标准化、批
量大的特点，转型向智能化方向更加
容易实现。目前，齿轮制造企业最大
的问题就是急需改变生产模式、提高
工厂自动化水平，由制造转向智造，实
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他说，在当前形势下，齿轮行业需
做好四件事：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制定
产业发展规划，凝聚行业智慧，提振行
业信心；二是协调发展，实现新旧动能
转换；三是加快改革创新，提高全产业
链发展水平；四是融合与合作，实现产
品国际化发展。

中欧协会齿轮传动产业分会副秘
书长薛殿伦博士则认为，高质量发展
的内涵体现在高效、高精、高可靠性、
高附加值、可持续等方面，企业应围绕
这几个方面做文章。

“的确如此，汽车行业虽然销量下
滑，但体量还非常大，我们企业应该心
无旁骛攻主业，逆势而上谋发展，通过
不断创新打造高质量产品，满足市场
需求。”綦齿传动公司副总经理刘韶东
说，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綦齿
传动就是凭着创新精神，曾创造了共
和国汽车工业史上的“五个第一”。而
在齿轮行业亟待创新的今天，他们又
确立了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
的思路。2018年，该公司建成了重型
商用车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工厂关键
设备数字化率达到100%，产品合格率

达到99.999%，制造及技术水平处于
行业领先。

李盛其认为，在动力系统深刻变
革的今天，齿轮传动装置正由过去的
纯机械传动向机、电、液、控、信息技术
高度集成的复杂产品升级，因此传统
齿轮企业想继续存活并持续发展，就
必须具备四种能力。

第一种能力是现有的成熟产品具
有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技术质量水
平，且盈利能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其生存发展策略是注重工艺创新，工
艺诀窍、成本控制能力、质量水平和对
市场的快速响应是其核心竞争力。

第二种能力是能及时与主机企
业合作，同步或超前开发出市场急需
的应用性产品和未来发展方向的产
品。其生存发展策略是打造产品开
发能力，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并重，
产品创新和正向设计能力是其核心
竞争力。

第三种能力是拥有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其生存发展策略是实现产品
升级，开拓国际高端市场，拓展发展中
国家市场以释放已有产能，从国际化
配套向国际化经营扩充。在具备前两
种能力的基础上，国际化人才是其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是拥有产业核心技术，包括
技术领先的全新产品、独有独到的工
艺诀窍，具备机、电、液、控和信息化集
成的能力，在拥有前三种能力的前提
下，形成机械设计、机械制造、自动化
和互联网的能力，具备未来产品研发
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和全球资源整合
能力。其生存发展策略是具有全球视
野，进行国际化经营。团队认同的众
创共赢的企业文化和人才的使命感、
责任感是其核心竞争力。

“我们希望齿轮企业能顺势而为，
抓住市场机遇，提升制造水平，开拓市
场，迅速引进、消化、吸收各种先进技
术，在新的发展机遇到来前打好基础，
让中国齿轮产业得到质的提升。”李盛
其最后表示。

齿轮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綦江举行

新能源时代，小齿轮如何转动大机遇
本报记者 颜安

8月23日，2019智博会齿轮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中国西部齿轮城”綦江
举行。 通讯员 王京华 摄

▲8 月 23 日，两江新区礼嘉街道白
云 湖 公 园 ，2019 i-VISTA 自 动 驾 驶 汽
车挑战赛比赛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布
置场地。

◀8月23日，两江新区中国汽车工程
研究院，参加2019 i-VISTA自动驾驶汽车
挑战赛的车队正在进行车辆调试。

（本组图片由记者齐岚森摄）

2019 i-VISTA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今日开赛

43个参赛车队厉兵秣马准备迎战
本报记者 白麟

智博会·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