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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平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余凯：

自动驾驶是边缘计算重要应用

本报记者 李佳师

“

”

中国将成为全球ETC设备安装数量最多的国家，巨量
的ETC安装会带来大量的ETC的扩展应用，包括管理、支
付、效率、安全方面的应用。

9 月 3 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

上海市人民政府指导下，中国半导

体行业协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球

IC 企业家大会暨第十七届中国国

际半导体博览会（IC China2019）在

上海举行。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李瑞出席会议并发表了主

题演讲。李瑞在主题演讲中表示，

中国的芯片电子行业发展非常快，

同时也面临很多的困难、压力。在

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尤其是在电子

厂房投资巨大的情况下如何增加企

业的竞争力，是目前行业内普遍关

心的焦点。除了人才、技术等问题，

如何从能源以及建设和维护周期

方面提高效率至关重要。通过数字

化手段，电子厂房正在迈向智能化运

维阶段。

两大趋势催生全球能源

转型和新一轮工业革命

李瑞表示，目前两大趋势正在催

生全球能源转型和新一轮的工业革

命，一是电气化，二是数字化。对于

电气化而言，电力是整个人类工作、

生活的基础，而电气化仍然在快速发

展。一方面我们看到电力世界的变

化，如新能源的应用、供电方式从集

中式转变为离散式等，另一方面通过

技术，造就了更加高效率、更加绿色、

更加低排放的世界。

研究报告指出，到2040年，在新

增能源需求中可再生能源将超过

80%，到2040年，电动汽车存量将增

长 30%。另外，施耐德电气预计从

2020年至 2035年，IT领域耗电量将

增长3倍。

对于数字化而言，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不断发

展。数据显示，到 2020 年，全球联

网设备数量将达到互联网人口的

10 倍以上。全球数据量从 2017 年

的 810 亿 GB，将增长到 2021 年的

4030 亿 GB。另外，2017 年至 2022

年，全球认知的人工智能系统支出

将增长 6 倍。“未来数字化可以极

大地影响电气化发展，能源使用和

消耗可以更加安全、绿色。”李瑞

表示。

电子厂房面临提高

企业生产效率的挑战

李瑞认为，中国的芯片电子行

业发展非常快，同时也面临很多的

困难、压力，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尤其是在电子厂房投资巨大的情况

下，如何增加企业的竞争力，是目前

行业普遍关心的焦点。除了人才、

技术等问题，如何从能源以及建

设和维护周期方面提高效率至关

重要。

“电子厂房对电力需求的要求

非常高，一个电子厂房无论是做芯

片还是做面板，它都有大量能源的

消耗，同时对电力可靠性要求也非

常高。施耐德电气希望提供给用户

完全透明、智能、可以预知故障的透

明工厂。透明工厂这个概念跟以往

被动的运维方式完全不同，它可以

实现数据信息分析全合规、维护改

造升级全预见、系统运行风险全掌

控、设备运行状态全感知，从而保证

整个产品、工厂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李瑞表示。

据介绍，施耐德透明工厂可以

实现涵盖设计、建造、运行、维护等

电子厂房全生命周期管理。其解决

方案包括三层架构：最底层是互联

互通的产品，第二层是边缘控制，最

上面一层是应用、分析与服务。通

过大数据、AI技术，为用户提供全面

的电能分析和服务。

9 月 3 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

上海市人民政府指导下，中国半导

体行业协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球

IC 企业家大会暨第十七届中国国

际半导体博览会（IC China2019）在

上海举行。北京地平线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余凯出席会

议并发表了主题演讲。余凯在主题

演讲中表示，自动驾驶带来的便利

更值得关注，自动驾驶数据的爆炸

需要更强大的边缘计算产品接力，

他更看好边缘处理器在智能驾驶发

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5G技术加速推动

边缘计算势在必行

余凯表示，信息技术的历史变

迁，从一个维度上来讲，一直是围绕

终端进行变化的，计算终端的这种

变迁，将助力计算机发展史，迎来

AI新时代。5G 把人们带入到万物

互联的时代，在这样的节点上，很多

产品在一定意义上，需要具备感知、

理解和决策的能力，朝着无处不在

的领域发展。北京地平线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成立之初，将名字取名为

Horizon，愿景就是希望能够成为未

来无处不在的底层赋能者。余凯表

示，在经历了小型机时代、PC/笔记

本电脑时代、智能手机时代之后，人

类即将来到万物互联时代。未来，

智能机器的数量，将会数倍于全球

总人口数，蕴含前所未有的商业

机会。

在巨大商机到来之时，对于企

业来说，余凯认为，边缘技术将成为

解决终端数量激增和海量数据计算

挑战的关键技术。余凯表示，未来，

边缘计算的占比会越来越大。现今，

边缘计算的主要场景还是在云端，但

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存在一些隐私

问题，能不能做得更好，能不能本地

计算，值得期待。

余凯在演讲中介绍了边缘计算

的五大特点，并表示这将使得其在

未来扮演重要角色。第一，可靠性

高，可以在离线状态下正常完成工

作；第二，具备高实时计算性能，可减

少反应延迟；第三，可灵活部署，完成

更高效的协同工作；第四，可以降低

数据传输、存储成本；第五，安全合

规，满足用户对于隐私的要求。余凯

认为，5G技术加速推动，边缘计算势

在必行。

自动驾驶是边缘计算的

一大重要应用

自动驾驶是边缘计算的一大重

要应用。余凯表示，在汽车行驶中，

可以实时识别路旁行人等行驶环境

非常关键。尤其是在网络带宽并没

有保证的情况下，更需要边缘计算来

保证整个车载系统的安全。随着5G

的到来，人们进入万物互联时代，车

载的人工智能计算成为一个很重要

的业务场景，这是余凯眼中能够带来

巨大用户体验、用户价值、提升行驶

安全的机遇。余凯将无人驾驶看作

是车载人工智能计算最有想象力的

未来，但是现今的无人驾驶，仍有一

些问题有待解决。自动驾驶必然会

成为未来，但是如今来看，人工智能

只实现了辅助驾驶，尚不能完全代替

司机，目前只能让司机更加安全，实

现包括车载娱乐导航、人机交互、高

精度地图等功能。余凯表示，在自动

驾驶的等级中，三级自动驾驶是一个

转折点，是人机交互的切换点。目

前，真正在产业界规模化量产的是辅

助驾驶，三级自动驾驶大概在 2023

年出现。但是，边缘计算在自动驾驶

到来之前已然到来，它可以产生巨大

的市场规模。

边缘计算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

简单。据余凯介绍，虽然边缘计算既

不能算作边缘，也不能算作数据中

心，但其计算负载依旧很大。一辆自

动驾驶车辆平均每天产生 600TB~

1000TB 数据计算，仅 2000 辆自动驾

驶车辆产生的数据量就超过2015年

我们整个文明社会一天的数据用量，

大规模设备端部署需要成本效率。

但自动驾驶带来的便利更值得关

注。自动驾驶数据的爆炸需要更强

大的边缘计算产品接力。

自动驾驶带来的便利

更值得关注

余凯认为，自动驾驶带来的便利

更值得关注。自动驾驶数据的爆炸

更需要更强大的边缘计算产品接

力。余凯更看好边缘处理器在智能

驾驶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据了解，自动驾驶L1-L5需要的强大

算力促使软硬结合创新驱动“新摩尔

定律”。AI 处理器的真实性能即将

被重新定义。“AI 芯片的‘新摩尔定

律’，即芯片的计算效率、编译器和

Runtime的优化、算法的优化三者相

加，才能完成真实性能的全面优化。”

余凯说。

众所周知，车规级芯片产品开

发周期长，难度大，是硬科技、长跑

道的创新，需要经过处理器设计流

片、车规级认证系统方案开发、车型

导入、测试验证等较长的周期测试，

来应对各类智能驾驶场景的特殊挑

战。余凯认为，企业更应该赋能行

业伙伴，加速落地。“目前有三个应

用方向。第一，无人低速小车，企业

可以与国内最大的无人低速小车制

造商深度合作，国内外运营商批量

部署。第二，自动驾驶车队，赋能欧

美的多家自动驾驶技术公司上千级

的车队，帮助加速国内车队落地，装

配数达上百台。第三，商用车/干线

物流，企业可以与国内领头商用车

主机厂合作，目标是2021年搭建商

用车自动驾驶平台。

据了解，北京地平线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已经宣布量产中国首款车

规级人工智能芯片——征程二代。

车载 AI 芯片被余凯看做是人工智

能行业的珠穆朗玛峰，也是自动驾

驶实现大规模落地的前提。未来，

北京地平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持

续发挥 AI 时代底层赋能者的核心

优势，秉持开放赋能的心态，助推自

动驾驶时代早日到来。众所周知，

车规级芯片需要满足高安全性、高

可靠性、高稳定性的技术标准要求，

并需要经过严苛的研发、制造、封

装、测试和认证流程，产品开发周期

长，难度大。余凯表示，北京地平线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有望于明年上半

年获得双位数的前装车型定点。率

先搭载地平线车规级 AI 芯片及解

决方案的量产车型最早将于明年年

初上市。

据了解，北京地平线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在后装市场的商业化落地

亦在加速推进，目前已同包括首汽

约车、SK电讯在内的多家国内外知

名出行服务商、运营商达成合作，基

于地平线AI芯片及算法，提供辅助

驾驶（ADAS）、车内多模交互、高精

地图建图与定位等一系列智能化解

决方案，并已实现批量部署，预计未

来两三年内能够部署上千万辆汽

车。此外，地平线高性能、低功耗、

低成本的 AI 芯片及解决方案 Ma-

trix 得到了国内外自动驾驶厂商和

Robotaxi 运营车队的青睐，目前已

在海内外赋能近千辆 L4 级别的自

动驾驶车辆，Matrix 已成为全球 L4

自动驾驶计算平台的明星产品，未

来两三年将有望到达万辆级规模的

出货。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鹏飞：

ETC巨量安装将带来

新的扩展应用市场

本报记者 顾鸿儒

“

”

在汽车行驶中，可以
实时识别路旁行人等行驶
环境非常关键。尤其是在网
络带宽并没有保证的情况
下，更需要边缘计算来保证
整个车载系统的安全。

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李瑞：

电子厂房正迈向智能化运维阶段

本报记者 徐恒

“

”

对于数字化而言，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
术正在不断发展。未来数字
化可以极大影响电气化发
展，能源使用和消耗可以更
加安全、绿色。

9 月 3 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

上海市人民政府指导下，中国半导

体行业协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球

IC 企业家大会暨第十七届中国国

际半导体博览会（IC China2019）在

上海举行。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鹏飞

出席会议并发表了主题演讲，张鹏

飞在主题演讲中表示，巨量的 ETC

安装会带来大量的 ETC 的扩展应

用，包括管理、支付、效率、安全方面

的应用。例如，智能停车场收费和

管理、公共设施和公信商户的收费

支付、限号限行等相关执法稽查等

都可以迎刃而解。

未来智能交通行业

将高速增长

张鹏飞表示，目前，我国铁路公

路综合网络已经基本形成，铁路营

业里程达到 13.1 万公里，为世界第

一；高速铁路里程突破 2.9万公里，

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 2/3；公路

总里程到达 484.65 万公里，全国

99.99%乡镇和 99.98 建制村通了公

路；高速公路里程达到 14.26 万公

里，居世界首位。

显然我们已经成了交通大国，

但是事实上，我们离交通强国还有

相当的距离。根据一个测算的数

据，2016 年，我们智能交通产业规

模只有 400 多亿元人民币，我们在

交通领域，尤其是公路交通领域，信

息化和智能化的程度跟西方发达国

家还有蛮大的差距。

目前，我们正在从交通大国向

交通强国转型，交通强国战略的推

动将进一步提速智能交通产业发

展，交通强国战略要求从过去侧重

提高运输能力过渡到侧重改善服

务质量和效率，从侧重依靠投资过

渡到依靠科技创新，在未来城市化

进程和机动车保有量大幅攀升的双

重因素推动下，智能交通行业将高

速增长。根据市场调研机构的预

测，从 2016 年到 2020 年，交通行业

至少每年保持 20%的成长，到 2020

年整个交通产业规模会超过 1200

亿元。

中国成为全球ETC设备

安装数量最多的国家

作为智能交通，交通信息化和

智能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

于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全世界各个

国家，包括欧美发达国家，都在积极

推动高速公路收费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收费启动

时间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历

了从人工发卡收费到无人职守到国

标ETC不停车收费。

为什么无论国外还是我们国家

都把收费作为交通信息化和智能化

的切入点呢？因为它在整个交通路

网的效率提升和交通路网的持续

发展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性

意义。

从目前世界各国应用 ETC 的

情况看，在美国，电子不停车收费方

式已经成为美国回收公路投资和养

护费用的高效手段，最著名的联网

运 行 电 子 不 停 车 收 费 系 统 是

EZ-Paas 系统。在日本，从 2000 年

开始，大阪、名古屋等多条高速公路

开始 ETC 建设，共计建成约 100 多

个收费站，400多条ETC车道，ETC

用户数已经超过 1563 万。从各国

ETC安装率看，日本为90%、韩国为

80%、中国为 34%。挪威有超过 10

个道路收费运营公司应用 Auto-

Pass，大约250条无自动栏杆的电子

收费车道以及120万张以上的Au-

toPass电子标签投入使用。葡萄牙

的 Via Varde 电子收费系统可以算

做欧洲具有代表意义的联网电子收

费系统之一，由公路运营商 BRISA

公司运营管理，收费系统采用封闭

式和开放式相结合的模式。

ETC 国 标 规 定 采 用 的 是

DCRC技术。这是专用短程技术，

在世界范围内是国际标准，它采用

微波频段实现路边设备和车载单元

的微波链路，可以对经过收费站点

的车辆实现身份识别和通行费用的

收取交易。在我国 ETC 国家标准

中，不停车收费的系统中一个重要

的部分是车载 OBU 单元。它提供

的功能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储了车

辆的身份信息；二是存取与车辆锁

定的银行卡和银行账号信息；三是

同时存储车辆历史通行信息，因为

这个通行信息的存储可以在收费的

交易过程中，实现基于通行历史路

径精确的收账的拆分。

ETC 节能减排效果明显。交

通运输部 2017 年公布了中国 ETC

联网运行 1 年多的数据，减少开支

10.9亿元，减少一氧化碳排放3.8万

吨。我国推动 ETC，政府政策驱动

的效果显著。2015 年到 2016 年实

现ETC全国联网，2018年部分省市

试点取消省界收费站，2019年基本

实现取消省界收费站且车辆使用

ETC 比例达到 90%以上。到今年 8

月中旬，全国的ETC安装用户超过

了 1 亿户，如果按照交通运输部的

规定，今年年底 80%的存量机动车

要安装 ETC，这个数量会超过 1.8

亿户，甚至超过2亿户，中国将成为

全球 ETC 设备安装数量最多的地

方。巨量的 ETC 安装会带来大量

的 ETC 的扩展应用，包括管理、支

付、效率、安全方面的应用。比如智

能停车场收费和管理，包括了路桥

费、拥堵费、加油费、充电费等。比

如公共设施和公信商户的收费支

付，比如限号限行等相关执法稽查

等都可以迎刃而解。

博通集成是最早参与到国标

ETC芯片设计的企业之一，第一款

符合中国国标的 ETC 芯片就是由

博通集成设计的，经过十几年大力

投入和长期积累，博通集成形成了

完整的ETC芯片产品平台，ETC设

备中需要的所有功能博通集成都有

芯片支持。博通集成也有完全集成

的芯片OBU，可以进一步提升相关

ETC设备的可靠性，对于ETC设备

生产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