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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静

CES展会期间，人工智能再次占据了人

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中心。这一次，是 Alpha

Go全新升级版Master横扫人类围棋选手，连

战60场无一场输局，在围棋领域让人类一尝

完败的滋味。

然而，这还不是人工智能最令人震撼之

处。漫步在 2017 年 CES 展会上，最让人震撼

的是人工智能几乎无处不在，不论是家居、机

器人、无人机，还是智能汽车等，人工智能几

乎已成为所有消费电子产品的最基础部分。

人工智能的算法和程序，让机器学会思

考、学习、预测、进行自然语言处理和解决问

题。根据美林全球研究部门的预测，到 2020

年美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 700 亿美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目前只要是智能

产品，背后几乎都有着人工智能的影子。

人工智能成为基础性技术

高通认为，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有助于

其芯片在智能手机、物联网和汽车等领域进

一步提升用户体验、提供更好更智能的功能。

因此，高通在本次CES上推出的全新旗舰芯

片骁龙 835 中，第一次把机器学习的概念上

升为旗舰芯片的基础性技术，在提供给终端

客户或者第三方开发者时，也同时提供了骁

龙神经处理引擎SDK。

科技巨头正在争相扩大基于语音系统的

人工智能个人助手的影响力。Alphabet 旗下

谷歌在用 Home 智能音箱吸引人气，微软投

入大量财力物力开发数字助理小娜。百度继

三星、谷歌、苹果后，同样投身进入了人工智

能的虚拟个人助手领域。本次的 CES 展会

上，百度发布了旗下首款对话式人工智能操

作系统 DuerOS，实现了通过自然语言与 AI

进行语音对话的交互方式。DuerOS还能借助

云端大脑时刻学习进化。做为一款开放式的

操作系统，毫无疑问未来 DuerOS 将运用在

手机、电视、音箱、汽车、机器人等多种硬件设

备上，为消费电子硬件设备提供智慧大脑。

亚马逊的人工智能语音助手也成为多家智

能硬件厂商的共同选择。本次CES展会上，可以

看到的内置亚马逊Alexa的智能设备就包括联

想的Smart Assistant、LG智能冰箱和Hub家庭

机器人、福特汽车的SYNC3系统、华为Mate9

智能手机，以及智能电灯、智能收音机、吸尘器、

遥控器、录像机甚至烟雾探测器等。

英伟达则与采埃孚集团合作开发了应用

于无人驾驶领域的 ProAI 全新人工智能系

统。据介绍，该系统可以通过深度学习处理从

传感器和摄像头传来的数据，清晰地识别周

围环境，进行高精度定位，规划安全路线。其

中，AI Co-Pilot 技术则实现了自动看路功

能，即使汽车没有处于无人驾驶模式，也会实

时帮助司机进行驾驶提醒和路面情况识别。

甚至对于智能手机而言，人工智能也将

成为基础技术之一。华为消费者业务集团首

席执行官余承东在CES上描述了智慧手机的

蓝图。“智慧手机将远远超越通话和上网设备

的功能，不仅成为每个个体贴身、贴心的助

理，甚至成为人的分身，同时直接向现实世界

和向人发起信息流。”按照华为的计划，下一

代的旗舰机芯片就将内置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在各领域广泛应用

人工智能在本次 CES 上的应用首先表

现在机器人领域。LG展出了其首款人工智能

机器人产品，包括面向个人用户后院的“园丁

机器人”和机场酒店用户的商用机器人。此

外，LG 还推出了“Hub Robot”产品，该产品

类似于 Amazon Echo和 Google Home，内置

个人助理功能，以便消费者通过语音命令管

理智能家居产品。

松下展示了一款桌面型伴侣机器人，据

称能与人类一样进行运动和沟通。另外，基于

“AI+OS 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ROOBO

儿童智能机器人，把智能硬件、人机交互和人

工智能结合在了一起。目前，ROOBO 利用

国际语音巨头 Nuance Mix NLU 开发平台

提供的语音和自然语言（NLU）能力，为全球

的机器人和设备开发会话及认知接口。

汽车类产品也是今年人工智能广泛应用

的领域之一。人工智能起步较早的本田推出

了配备“情感引擎”人工智能系统的“NeuV”

概念车。通过由 Cocoro 开发的人工智能技

术，司机的动作、表情、兴奋度等情感被车内

配备的感测设备感知并数据化，同时还可通

过SNS发信、行为和聊天记录来推测司机的

喜好，以便与司机互动，并同其他车辆交流。

此外，智能家电和智能家居也是人工智

能 大 显 身 手 的 重 要 领 域 。三 星 的 Family

Hub 2.0 冰箱系统、LG SMART InstaView

Door-in-Door 冰箱、海尔智慧馨厨冰箱、三

星 FlexWash+FlexDry洗衣系统、嵌入式智能

厨电、智能垃圾桶、智能床垫、智能背包等等，

都已不再是传统简单的家电、家居等产品，有

了人工智能大脑的他们，帮助用户打造出了

智能生活。

在 CES 展会上广泛出现的人工智能应

用，说明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普及。越来越多

的公司开始将人工智能技术投入到产品中，

当人工智能成为人们生活中接触到的所有产

品的标配时，我们将真正进入到智能生活。

今年的 CES 展会上，无人驾驶成为当

之无愧的核心主题。走出 CES 场馆，观众

们都笑称“消费电子展几乎已经是半个车展

了”。“2017 年消费电子展标志着一个新时

代的开始。”咨询机构Accenture高级董事总

经理兼汽车业务负责人 Luca Mentuccia 称，

“无人驾驶技术已成为下一个主战场。”

没错，今年主场馆外的 Plaza 已变成无

人驾驶汽车主要的测试和展示场地，汽车制

造商的展位面积较前年增加了25%，而汽车

品牌几乎占据了近20%面积的CES展位。走

进主要科技巨头的展位，也会明显意识到无

人驾驶技术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电子展变车展的“罪魁祸首”恐怕就是

一个个科技巨头了。相比过去的 PPT 造

车，过去的一年中，重大无人驾驶技术进展

层出不穷，真正让无人驾驶从梦想走进现

实。谷歌自动驾驶部门拆分成 Waymo 宣布

独立运营，英特尔与宝马、Mobileye达成战

略合作，英伟达推出新一代自动驾驶计算平

台，Uber、百度、乐视纷纷加入无人驾驶

队列……

芯片巨头发力无人驾驶

“未来每一个 PC 用户都会是游戏玩

家，而未来每一辆汽车都会有一个自动驾驶

AI和辅助驾驶AI。”英伟达CEO黄仁勋说。

受益于特斯拉量产，享受了自动驾驶

和人工智能红利的英伟达在 2016 年的美股

市场中累计年涨幅高达 224%。在本次 CES

展会上，英伟达 CEO 黄仁勋再次亲自站台

自动驾驶，带着英伟达自主研发的自动驾

驶汽车 NVIDIA BB8 亮相 CES。有意思的

是，这次他占据了今年最重磅的展前主题

演讲位置。

英伟达发布了新一代自动驾驶 XAVI-

ER AICAR SUPERCOMPUTER，这次展

示的BB8就搭载了XAVIER，具备机器学习

功能、自动巡航功能、精确定位、安全路线

规划等。本次，英伟达还宣布与车内定位和

导航产品及服务品牌 TomTom、全球汽车

零部件巨头采埃孚、汽车雷达及芯片供应商

博世和汽车制造商奥迪达成合作。其中，英

伟达与奥迪将共同打造由新芯片 XAVIER

驱动的奥迪Q7自动驾驶汽车，据悉预计于

2020年上市。

英特尔在 CES 上发布了业界首款面向

无人驾驶的 GO 智能驾驶 5G 车载通信平

台，这个可扩展的从车到云的系统让汽车厂

商可以在 2020 年 5G 网络普及前开发产品，

还能够开发并测试各种使用场景，预计于

2017 年 2 月发布。英特尔指出，5G 能为无

人驾驶汽车提供更快的传输速率、超低的延

迟以及车辆间 （V2V） 的相互连接。

此外，英特尔还在 CES 上宣布与宝马

和 Mobileye 合作，于今年下半年推出约 40

辆自动驾驶汽车，并进行路测。本次 CES

上，Mobileye和Delphi共同在10.1公里的技

术演示道路上展开试驾，依靠双方共同开发

的中央传感定位与规划 （CSLP） 自动驾驶

系统，在城市道路、高速公路以及 GPS 信

号缺失的隧道等各种复杂路段上自动驾驶。

高通除展出了在硬件上搭载定制的骁龙

820A 的汽车解决方案外，还新推出了驾驶

数据平台 （Drive Date Platform），以加强

汽车传感器数据收集以及再利用。

“自动驾驶汽车必须绝对安全、可

靠。这需要高性能传感器阵列；功能强大

且辅以云连接的检测和传感器融合系统；

以及业界领导者之间的高效系统协作。”

恩智浦半导体汽车业务部资深副总裁兼首

席技术官Lars Reger表示。

在本次 CES 上，恩智浦带来了基于

RoadLINK产品的解决方案，主要利用车

对车 （V2V） 和车对基础设施 （V2I） 的

安全通信来改善道路安全和交通状况。恩

智浦也宣布与 Delphi和 Savari合作，共同

开发车载装置和路测装置。

互联网企业继续跨界

乐视终于带着自己投资的法拉第未来

（Faraday Future）在本次 CES 展会上揭开

了神秘面纱，正式发布了首款量产电动车

FF91。据悉，FF91 从 0~60 英里加速只用

2.36秒，一次充电则可以续航 700公里，现

在开始以 5000 美元定金预定，2018 年交

车。1月6日，法拉第未来发推特称，发布后不

到 36 个小时，FF91 订单量已达到 64124 辆，

预计收到超3.2亿美元定金。

本次 CES 上，微软牵手了几家科技公

司，包括德国运输技术公司IAV、2D/3D制

图 公 司 Esri 和 移 动 数 据 连 接 公 司 Cubic

Telecom等，共同展示了自动化驾驶。微软

主要展示的是 Azure 云产品。据悉，丰田、

雷诺和日产等汽车厂商已广泛应用Azure云

产品。从现场展示情况看，微软还能够基于

V2X、雷达、摄像头以及激光雷达等传感器

数据，实时分析交通状况和行人密度，以保

障自动驾驶过程中司机的人身安全。

百度则牵手北汽，在本次 CES 上发布

了未来智能汽车规划方案，计划在2016年~

2017 年量产具备自适应巡航、自动紧急刹

车以及半自动泊车功能的车型 （L1 级别）；

2018年~2019年实现量产L2级别自动驾驶汽

车；2020 年~2025 年间实现量产 L3 以及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2025 年以后逐步实

现L5级别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和推出。

“百度自己不会去做汽车，但是百度可

以为每一辆汽车提供一个包含数据、技术、

地图的百度大脑。如果说驾驶需要冷静的大

脑和稳定的双手，那么自动驾驶则需要一颗

更冷静的大脑和全面的技术。”百度公司总

裁张亚勤说。

除互联网公司外，原本的汽车企业在

无人驾驶领域也不甘示弱。宝马推出了 5

系自动驾驶原型车，展示了包括自动驾驶

技术、自动泊车搭配自动驾驶技术和云端

互联技术等，其中包括基于 AirTouch 手势

控制技术的 HoloActive Touch 系统，使司

机首次在不用进行物理接触的情况下可以

实现控制和操作。

此外，本田、大陆、现代、麦格纳国

际、日产等汽车制造商或零部件提供商也纷

纷展出了与无人驾驶相关的技术产品。随着

业内默契的无人驾驶商用时间的靠近，越来

越多的厂商将可以商用级别和已经开始测试

的研发成果展出。值得预期的是，真正的无

人驾驶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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