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4 月 29 日 星期四
主编：
刘代荣 编辑：
向文 美编：
郑翔
投稿邮箱：
cqkejibao@sina.com

科技创新·项目

07

自动驾驶汽车 实现手机 App“接驾”
新华社记者 周蕊

王鹤

高少华

“以前大家在上海车展上看的多是炫酷的造型、
堵车时，汽车替你自动
新的动力总成技术，现在则是看智能科技的应
跟车，解放双手，这是自动驾驶汽车
用。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新面孔、跨界融合的
的今天；通过 App，呼叫没有驾驶员的无
‘玩家’正在引领自动驾驶的新潮流。”中国汽车
人驾驶汽车前来接驾，这是自动驾驶汽车
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国际汽车工程科技创新战略
的明天。在 2021 上海车展上，
“ 剧透
研究院执行院长侯福深这样感慨。
未来”的自动驾驶技术引发了
公众的关注。

普及仍有困难与挑战

精准倒车堪比驾驶员
智己汽车品牌体验主理人陈敏俊介绍，在国家法
规允许以及高精地图开放的情况下，
2021 年底，
在上海
等一线城市的特选商业中心，
用户下车后，
智己汽车依
靠车内的智能装置就会“自己找车位停车”。取车时，
通过手机 App 就可
“召唤”
汽车前来
“接驾”
，
这时，
汽车
会自动泊出车位并驶向指定位置
“接”
用户上车。
“中国消费者对汽车智能化和自动驾驶的呼声日
渐高涨。
”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管鸣宇说，
调研显示，
80%的消费者将自动驾驶功能纳入购车的重要考量。
在车展上，
上汽红岩带来了新款
“5G+L4 纯电动智
能重卡”
。上汽红岩市场部负责人蒋建华表示，
融合了
人工智能、
5G、
V2X车联通信等先进技术的智能重卡，
为
港口运输客户提供更智能、
更安全、
更高效、
更环保的集
装箱转运方案。
“重卡能在前后各约 250 米、左右各约 80 米的范
围内精确感知交通参与者，对行人、车辆、其他障碍物
等进行精确识别、规划路径，提供比人类驾驶员更安
全可靠的车辆操控。”蒋建华说，智能重卡还能实现精
准倒车，10 余米长的重卡，在两侧到轮胎只有七八厘

米的狭窄库位中，整体入库成功率高达 100%，倒车平
均用时 70 秒，
甚至超过了熟练的驾驶员。

自动驾驶出租车随叫随到
在“滴滴出行”App 上报名并通过审核后，就能
在自动驾驶测试路段呼叫到一辆滴滴的自动驾驶
车辆。这种新奇有趣又特别实用的服务现在已经
在上海、广州、深圳、北京、长沙等城市应用，初创的
科技企业新势力成为了这一领域的“大玩家”。
文远知行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车队已经在广州的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等数百平方公里的道路上运营了
一年多，
实现了 6 万多人次的搭乘。
沃尔沃汽车 4 月 19 日与滴滴出行旗下自动驾驶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自动驾驶测试车队
上展开合作。未来，车辆将完全具备自动驾驶能力，
可以在没有安全员情况下进行自动驾驶载人服务。
百度集团资深副总裁李震宇介绍，百度计划在未
来 3 年将 Apollo GO 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从目前北
京、长沙、沧州全面开放至 30 个城市，部署至少 3000
辆自动驾驶出租车，
为 3000 万用户提供服务。

自动驾驶技术正在以超预期的速度落地，但是困
难和挑战依然不少。总的来说，自动驾驶大规模应用
与技术、成本、产品质量、法律法规、公众接受度等息
息相关。
“2025 年，中国有望实现 70%的量产新车型具备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水平、L4 级别自动驾驶水平的汽
车开始规模化应用，到 2030 年有望实现 L5 级别自动
驾驶水平汽车的量产。”侯福深说，很多车企已经在
生产时为车路协同留下预置接口、配备芯片和算力
的冗余并支持云端更新，这将能更好迎接智能网联
的时代。
专家指出，自动驾驶技术的不断突破不是问题，
未来制约这项技术真正投入商用和大规模应用脚步
的将是法律法规和伦理考量。技术发展到了完全自
动驾驶的 L5 级后，更重要的是与之关联的社会各项
法律法规是否健全、是否支持。
侯福深说，在智能网联和自动驾驶领域，中国企
业和国际巨头已经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上，都需要
直面场景落地、法律合规等新问题，中国行业和企业
的探索甚至可以反向输出，为全球贡献中国方案和
经验。

投资 45 亿美元
美日将共同研发 6G 技术
据《日经亚洲评论》4 月 18 日最新消息，美国总
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同意共同投资 45 亿美元，
研发被称为 6G 或“超越 5G”的下一代通信技术。
拜登在记者会上表示，美日将在 5G、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半导体供应量等领域进行共同投资。
“日
本和美国都在创新和展望未来方面投入巨大，
”拜登
说，
“这包括确保我们投资和保护能维持并增强我们
竞争优势的科学技术。
”
根据两国领导人会后所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
书指出，双方将会共同投资 45 亿美元，用于下一
代的 6G 技术的研究、开发、测试、部署安全网路，
以及先进的讯息通信技术。这部分美国与日本将
会各自负担 25 亿美元与 20 亿美元的资金来共同
研发。
（本报综合）
4 月 23 日，学生在邢台市襄都区“流动科技
馆”
里进行 VR 体验。
当日，由河北省邢台市科学技术协会承办的
“中国流动科技馆”
全国巡展邢台襄都站吸引了众

多学生前来参观、体验。该站巡展为期 60 天，涉
及声、
光、
电、
磁等科学设置，
旨在引导青少年体验
科学、
参与科学。
新华社发 张驰 摄

既能导电又能加热
多功能混凝土 5 分钟加热 40℃
一般的混凝土都是不会导电的绝缘材料，不过
能够根据不同需求与应用，
添加不同的材料来达到不
一样的效果。近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就
通过纳米碳黑，研发出可导电、可发热的多功能混凝
土，
其可应用在室内加温，
创造了新的材料革命。
十几年来，纳米碳材料得益于自身优异的电导
率，让科学家与工程师们借此开发出了许多特殊的
复合材料，并用在生医、催化剂、电化学等领域。这
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混凝土永续中心与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携手合作，选用较为便宜的纳米碳黑材
料与混凝土进行复合。
在这项跨国研究中，
研究小组发现，该多功能混

凝土用小至 5V 的电压就足以将混凝土样品的表面
温度在 5 分钟内提高到约 41℃。虽然加热效果不及
热水器，但这项技术还有着其他应用。论文作者之
一的尼古拉斯·查努特说：
“这项技术可能成为未来
地暖系统的理想选择。”他表示，通常的地暖系统都
是通过底层的热水管帮助地板加热的，而当混凝土
自身附带加热功能后，
不仅一举两得，
还由于纳米颗
粒能够在混凝土中均匀分布的特点，所以加热会更
加均匀。
除此之外，
该多功能混凝土也能用于道路除冰，
可以省下大量的盐，以及运输大量盐所花费的金钱
与时间成本。
（本报综合）

中国科学家揭示打水漂关键因素
■钱

正

打水漂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消遣活动，2019 年，
日本一名打水漂爱好者甚至以 91 漂的成绩创造了
世界纪录。其实，打水漂除了有娱乐性质，其背后
机制对航天器再入大气层，飞机水上着陆，船体抨
击，反鱼雷和反潜艇器材入水等方面，都具有重要
意义。
近日，中国科学家在《流体物理学》杂志上公布
了他们关于打水漂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用铝盘
代替打水漂时用的石头。他们发现，铝盘适当的迎
角和水平速度是增加其弹跳次数的关键，高速旋转
可以保证攻角的稳定性，为铝盘的多次弹跳创造更
好的条件。同时，铝盘弹跳的轨迹受到陀螺效应和
马格努斯效应的影响，旋转速度较低时马格努斯效
应占主导，
较高时陀螺效应占主导。
马格努斯效应是流体力学当中的现象，是一个
在流体中转动的物体（如圆柱体）受到的力。马格
努斯效应在球类运动项目中非常普遍，不仅仅是足
球和乒乓球项目，在网球、棒球、排球、篮球等中都
有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