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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新型仿真技术向高阶进发

谷歌 Waymo 能够成为自动驾驶行业

领军者，仿真测试技术功不可没。谷歌高

级软件工程师詹姆斯·斯托特于2013年加

入 Waymo 团队，而后开发了被称作是 W

谷歌自动驾驶“秘密武器”的 Carcraft仿真

测试技术。

自动驾驶汽车对于环境与路况的感知

能力至关重要，这就涉及传感器的有效工

作。谷歌传感器仿真技术分为三个部分：

可全天候工作进行检测和测距的激光雷

达、在长距离和低亮度等多种情境下完成

协作的视觉系统，以及利用毫米波来感知

物体及其运动的雷达系统，可实现对物理

信号、原始信号和传感器目标进行仿真。

据悉，在此技术基础上，Waymo 可以在一

天之内实现在路况特别复杂地方成千上万

次模拟驾驶。

SurfelGAN，指 的 是 Surface Ele-

ments——表面元素和 Generative Adver-

sarial Networks —— 生 成 对 抗 网 络 。

Waymo 提出的这个方法是通过扫描目标

环境，重建一个由大量有纹理的 Surfel 构

成的场景，然后再通过GAN生成逼真的相

机图像，用来获取位置和方向。

“谷歌在仿真系统里进行了新版本的

推介，把以前的数据拿出来进行深度学习，

希望向高处进阶。”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

会常务副秘书长王羽在接受《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访时指出，谷歌在车辆自动化能力

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因此若要向更高层

级进阶就要提高仿真测试的能力。谷歌入

局自动驾驶较早，积累的深度学习场景比

较多，这次提出新方法是提升现有自动驾

驶水平的一次进阶实验。

各厂商齐心押注仿真测试

提到自动驾驶车辆，车载芯片、显示、

内设功能更容易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殊

不知，仿真测试是自动驾驶车辆研发过程

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

如今，百度 APOLLO、阿里巴巴、腾

讯、华为等国内领军的科技企业都扎进了

自动驾驶仿真测试的“蓝海”中，到底是什

么吸引了巨头们的目光？

百度在 2017 年开源了 APOLLO 自动

驾驶平台，一系列重要的开放能力都是基

于云端服务平台，包括高精地图服务、仿真

引擎、安全服务等。腾讯也在同年开始研

发模拟仿真平台的三维场景及传感器仿

真、数据驱动交通流模拟丰富的测试场景、

场景型云仿真及虚拟城市型云仿真并行等

核心能力。2019 年 4 月，华为自动驾驶云

服务 Octopus 亮相上海车展，仿真测试是

其中一项服务能力。今年 2 月，阿里巴巴

发布了自动驾驶“混合式仿真测试平台”，

采用虚拟与现实结合的仿真技术，引进真

实路测场景和云端训练师。至此，百度、腾

讯、华为、阿里巴巴四大科技公司全部入局

自动驾驶仿真平台。

今年 6 月，百度发布“Apollo Scape”，

宣布其可模拟在同一条道路上行驶的数十

辆车辆的复杂场景，可帮助自动驾驶开发

人员有效地检查和优化预测，进行决策和

路径规划，是百度驾驶仿真技术的一次升

级优化。从业务生态来看，百度开源平台主

要为自身的APOLLO业务提供支撑。

腾讯意在扩张云服务生态。腾讯在

2019年举办的腾讯技术开放日·自动驾驶专

场上曾分享过基于云平台的自动驾驶服务。

腾讯表示，其云平台产品可以为自动驾驶研

发团队提供测试验证、模型验证、管理调度、

高精地图等“一条龙”服务。

阿里巴巴欲构建完整产业链。BAT中，

阿里巴巴入局较晚，却带着全局谋略的眼光，

在高精地图、车载操作系统、算法、芯片、仿真

测试等自动驾驶各个环节布局成篇，形成了

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华为开发了 MDC 车载计算平台，与

Octopus自动驾驶云服务相结合构建生态，则

可在仿真测试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各巨头齐心在仿真测试上下注，那么仿

真测试平台对于自动驾驶来说是什么？

腾讯自动驾驶仿真业务负责人孙驰天公

开表示，自动驾驶仿真平台可以很好地解决

自动驾驶在数据采集标注和测试验证方面的

两大痛点：一是真实数据集的采集和标注，仿

真系统有一个天生的优势，自带所有的场景

元素真值，可自动生成车辆、行人、建筑等各

种真实情景下的元素，无需再进行标注，可以

有效降低成本，只需承担算力和电力的成

本。二是测试验证方面，仿真测试通过虚拟

场景模拟来完成算法开发和回归测试，更加

安全和节约成本。

掌握仿真平台意味着什么？

从技术角度来讲，自动驾驶是一门非常

复杂的学科，几十年的发展时间里，目前世界

范围内的研究团队仅达到实现车辆在既定路

线自动化驾驶的水平。对于企业来说，这是

一项高投入高风险但回报慢的研究。因此如

何降低成本，快速获取回报就成为了企业为

了避免损失而考虑的重点。

“单一产品、车辆和技术服务收益有

限。”王羽向记者指出，自动驾驶汽车尚未达

到大规模量产阶段，还处于科技探索、竞赛

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训练车辆积攒的数

据可以开发成软件销售。一方面可以满足

自动驾驶数据的深度学习需求，同时还可以

实现阶段性的商业化。“这是一体两翼的事

情，既可以丰富训练库，又可以减轻成本和

压力。”王羽说道。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计算机仿真测试技

术是自动驾驶车辆测试的基础关键技术，也

是未来行业定义自动驾驶车辆相关开发流程

与技术准入标准的基础工具。可以说，对于

自动驾驶研发商来说，深入仿真测试技术也

是在竞争自动驾驶标准制定者的位置。

目前世界范围内，各大企业都在开发自

己的自动驾驶仿真测试技术，车厂倾向于网

罗所有评价优质的仿真产品对车辆进行测

试，这样做的长处在于满足车厂用不同尺度

来衡量同样的问题，以获取较优解。然而各

家开发的仿真产品各有不同，目前也没有相

应的标准加以规范，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王羽指出，仿真测试能够帮助车辆在研

发阶段解决大量的问题，到路测阶段等于是

进入到了矫正阶段，从而有效缩短自动驾驶

研发周期和成本。仿真软件要做到取长补

短，但厂商使用的测试软件各不一样，共享和

融合意识不强烈。把所有的数据集成在一起

才能够促进技术力量的增强，共享和标准化

不完善的问题是提升仿真技术的阻碍，也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自动驾驶的发展。

又一仿真技术出炉

对自动驾驶意味着什么？
本报记者 张一迪

据悉，Google自动驾驶汽车公司Waymo最近研究出了一个新的仿真测
试方法，名叫SurfelGAN。这种方法可以利用自动驾驶汽车收集的传感器数
据，通过AI生成用于仿真的摄像头图像。

Waymo进行了一系列测试来评估SurfelGAN的表现。结果表明，当
SurfelGAN生成的图像提供给车辆探测器时，最高质量的合成图像达到了与真
实图像相同的标准。

Waymo被公认为是世界领先的自动驾驶汽车研发商，其自研的Carcraft
仿真器立下了无数功劳。这次带来的新方法SurfelGAN又是怎样的水平？

混合云一致性构架成业界共识
2017年和2018年采用混合云的企

业分别为2.6%、4.7%，同时还有50%
以上的企业未采用任何云计算。

混合云将迎黄金期
——“新增长云赋能”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刘晶

早在 2017 年，咨询公司 Gartner 曾预

测，2020 年，采用混合云的企业会达到

90%。但实际数据表明，混合云让用户认

可，并不简单。

谈到政企用户采用混合云面临的挑

战。华为认为，首先是资源的整合和统一

管理能力。大型政企在多年的信息化历程

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数据，

但是，新的ICT技术创新速度极快，老的

架构、系统落地即落后，无法快速更新迭

代应用。这时候就出现一个矛盾：上云是

趋势，但是客户也需要保留历史资产。于

是让新的技术与传统系统之间无缝连接成

为迫切的需求。

其次是体验的一致性。无论云上还是

本地，都需要保证一致的数据访问、存储、

备份，以实现应用在一定范围内相同的使

用体验和便捷的移植。

再次是高安全合规能力。面向政企客

户，高标准的安全可信和合规机制，从技术

架构层面、产品层面、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

层面，要全面保障用户在云上数据和系统

方面的安全和合规性。

张凡认为，混合云部署模式下可能

存在云和云之间底层基础架构、管理工

具和 API 的差异，导致不同云之间难以

互联互通，增加 IT 操作的复杂性，甚至

形 成 数 据 孤 岛 。 但 混 合 云 凭 借 其 灵 活

性，适应更多的业务场景将受到企业更

多青睐。随着多云管理平台相关技术方

案的不断成熟，混合云目前存在如何结

合应用场景合理有效整合公有云、私有

云功能的问题。解决不同云间互联互通

的问题，将让企业使用混合云的比例越

来越高。

解决挑战的同时，也一定产生新的机

遇。安全在过去和未来一直是政企关注的

焦点。华为认为，混合云的安全能力将持

续提升，建立起一致的、高标准的动态安全

保障体系，以保证平台之间的各种资源协

同更加有效安全。

新技术与混合云的结合正在加快。例

如应用在容器化混合云的部署、AI/机器学

习技术与混合云解决方案的结合，以及边

缘云成为混合云体系中的一部分等，都将

是混合云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混合云使

用体验提升，另一方面云上新技术快速迭

代，可以说，混合云大有可为。

混合云以“公私结合”的第三种云形态，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心头好”。随着混合云技术的成熟，混合云比私
有云、公有云具有明显的成本效益和灵活性，旺盛的市场需求吸引了众多云计算厂商。从2017年混合云兴起到现
在，经过三年的市场磨砺，业界人士认为，2020年将真正开启混合云的黄金时代。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2017 年和

2018 年采用混合云的企业分别为 2.6%、

4.7%，同时还有50%以上的企业未采用任何

云计算。据不完全统计，2019 年企业上混

合云的比例已经上升至 10%。特别是对于

业务种类繁多的企业，混合云更能符合业

务上云的需求。

混合云解决方案类型较多，公有云服

务商是将技术架构延展到私有云中，在用

户的数据中心部署一套与公有云架构相同

的云；私有云服务商则将自己的私有云与

公有云集成，或者将私有云架构部署到公

有云中；还有企业做集成，推出混合/多云

管理平台，统一管理异构云环境。

金山云合伙人、混合云产品中心总

经理钱一峰表示：对多数中大型企业来

说，混合云是综合成本最优的方案，成

熟稳定的常量业务通过私有云来满足，

而弹性部分通过公有云满足。钱一峰认

为，解决公有云和私有云之间高质量的

互通，对企业来说是个痛点。进一步地

说，私有云和公有云是否能提供一致的

体验和无缝的互联互通，是企业在混合

云上更高层次的需求。

阿里专有云是与阿里公共云同源的专

有云产品，并已经实现大规模商用。阿里

云混合云负责人刘国华表示：“采用同公共

云一样的架构实现专有云，并构建原生一

致体验的混合云，已经是一种业界的共

识。”阿里云是业界最早基于自研架构提供

混合云产品化能力的云厂商，在过去的 6

年，阿里云混合云服务了数百家的政企客

户，最大的单点规模超过5000台。

趋势大于优势。作为国内私有云市场

的“头部玩家”，华为今年上半年大刀阔斧

地改造云业务结构，将私有云和公有云业

务进行整合。5 月 15 日，华为云推出了政

企战略，实现了华为云、华为云 Stack、华为

云边缘都以华为云擎天架构为基础，保证

了架构的一致性。

“随着数字化进程加速，新技术层出不

穷，移动互联网带来巨大变化，客户需要的

特性很难再用一个特定的软件包，一年一

更新地交付给客户。”华为副总裁、华为云

总裁郑叶来说，“统一架构后，华为云所有

的投资以及华为云的科技创新，在客户的

机房里就能享受到。”在华为云擎天架构之

上，华为云Stack与华为云保持统一的API、

统一的体验、统一的生态，可以在本地数据

中心为用户提供与华为云一致的云服务使

用体验。

“其实众多龙头云服务商，如华为、

AWS等都在传统业务优势上布局混合云，

也有Ucloud这样的新兴的云服务商打造混

合云解决方案。”赛迪顾问分析师张凡说，

“这些企业在云计算领域有较好的技术积

累，打造的混合云方案在安全性、可用性等

多个方面都比较有优势。”

张凡认为，目前混合云市场竞争的焦

点是如何针对具体业务场景整合公有云、

私有云功能，建立多云管理平台对多个云

进行管理，实现云之间更好的互联互通，同

时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云计算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据统计，在绝大多数

企业中，仍然有 80%的应用还未上云，并

且这些应用才是真正的关键性业务负载。

所以，进入下一阶段，比拼的就是谁能更

懂企业的这部分关键业务，能更可靠、可

控、智能地帮企业实现关键性业务负载的

云化。

IBM副总裁兼大中华区云计算与认知

软件总经理缪可延认为，IBM多年在企业

业务中积累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是IBM做

混合云的优势。IBM在混合云的另一张牌

是红帽。红帽在企业级开源领域拥有领导

地位，混合云平台双方共同打造，IBM也

有 把 红 帽 OpenShift 的 能 力 扩 散 到 公 有

云、私有云、本地数据中心、边缘计算环

境的意思，这意味着，所有的计算环境都

会被连接起来，并且将形成巨大的联动效

应，对企业、行业甚至产业的数据应用意

义重大。

混合云用户，一类是互联网企业，另

一类是传统企业。传统企业中，涉及的企

业数量多、范围广、行业场景复杂。例如

饿了么，随着业务在各个等级城市的增

长，IT硬件数量也爆发式增长，饿了么需

要的是一种弹性可伸缩方案，以同时满足

分时段大并发和节约成本的要求。但在国

网公司这样的能源类企业，就是另一类场

景。河南国网已经历经了多年的信息化建

设，积累了大量的电网数据，如何实现数

据深度融合，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行各业

应用开展一系列数据服务创新实践，是河

南国网当前的重要工作。

建立混合云场景优势

混合云的挑战和机遇

虽然云计算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据统计，在绝大多数企业中，仍然
有80%的应用还未上云。

2020年，采用混合云的企业会达
到90%。但实际数据表明，混合云让
用户认可，并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