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由于多方面原因，商用车自动驾驶会先于乘用车自动驾驶落地。

• 首先，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一大制约因素就是硬件成本，动辄几万元的传感器成
本，对于乘用车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而商用车天然有盈利的需求，当投入成本低于
节省的成本时，企业对于新技术尤其是能提升盈利空间的技术更有动力去更新换代
。

• 其次，商用车的运行路况更加单一。商用车大多数时执行的是点对点的路线，且
城市道路占比较少，复杂程度更低。

• 最后，商用车的外观更易于传感器布置。商用车的体积比乘用车大，能够减少感
知系统的布置问题。商用车车辆一般比较高，使得传感器安装高度也更高，能够探
测到更远的距离，也增加了安全性。

• 即使具有天然优势，商用车的自动驾驶同样遇到很多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卡车
列队跟驰（Platooning）是在解决各种问题，实现L4自动驾驶之前的过渡方案。

2018-2019 商用车自动驾驶产业研究报告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 �来源：中国统计局；整理：水清木华研究中心



• 商用车自动驾驶的先行者，获得英特尔、电装、UPS、沃尔沃、麦格纳、诺基亚等大牌企业投资，融资近8000万
美元的Peloton创始人兼CEO Josh Switkes，最近发表了卡车列队跟驰的九条安全原则。

• 一、需基于成熟技术而打造

• Switkes称当前的卡车是非常安全的，这是由于主动安全系统成为了卡车的标配。必须在主动安全系统基础上打
造了卡车列队跟驰系统。

• Peloton列队跟驰系统的打造还利用了另一个成熟的技术：气压盘式制动器（ADB）。 在首次启动的时候，参与
列队跟驰的牵引车必须安装ADB。此外，列队跟驰的车队和卡车也必须达到检验标准和维护要求。

• 二、监督式列队跟驰

• Switkes称“当我们在开发列队跟驰系统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为所有类型的道路而开发的话，那将是非常耗时的
工程。”因此，列队跟驰系统应是为某些特定道路和环境而开发的系统。

• 凭借云网络和车辆检查，Peloton只授权在受控访问的多车道的高速公路上实施列队跟驰，而非在恶劣天气或施
工区域内实施。在列队跟驰的时候，车速必须等于或低于限制速度。若出现雨刷运行或稳定控制激活等指示恶劣天
气存在的情况，列队跟驰状态将自动取消。



• 三、标杆管理

• 近年来，各个自动驾驶汽车公司都在宣传他们自动驾驶的安全性，但许多人在拿错误的标杆在进行衡量。即他们
是拿具有主动安全系统的卡车的安全性与普通卡车的安全性进行比较。自动驾驶的安全性是建立在同类比较上，即
当你坐在实施列队跟驰的卡车上时，会比你坐在没有实施列队跟驰的具有主动安全系统的同一车辆上更安全。

• 四、实施正确的功能

• Switkes指出7个帮助实现安全列队跟驰的功能：

• 联网制动：基于DSRC的直接通信技术可让两台列队跟驰的车辆实现同时加速和制动。这样使得跟车距离随着感
知延迟的减少而减少，同时，也极大地减少了反应延迟。

• 列队跟驰临近解除：利用雷达和摄像头传感器监测领头车辆前方的情况。如有车辆过于近距离地超车领头车辆，
系统将解散列队跟驰，并将两辆卡车分开至安全距离，同时还将跟车减速，以便应对随后需要紧急制动的情况。

• 列队跟驰解除：该功能需要驾驶员自行解除列队跟驰。当驾驶员决定终止列队跟驰时，跟车系统会增加跟车距离
直至达到人工操作下的安全跟车距离。随后，跟车驾驶员便可接管车辆驾驶权。



• 超车探测和反应：在列队跟驰下，驾驶员通常会在系统识别到超车情况之前发觉这一情况，并终止列队跟驰，为
对方超车腾出空间。但若他们不这么做，系统将在探测到超车情况的同时立即解除列队跟驰，并发出警报通知驾驶
员。

• 领头车辆前方信息显示：Peloton会在跟车上显示领头卡车前置摄像头中的视频，以便让跟车驾驶员看到领头卡
车前方的车辆、物体和道路特征。

• 语音通信：驾驶员之间可通过由脚踏板启动的免提式无线通信功能互相通信，如告知车道变换等信息。

• 网络安全：Peloton使用现代安全防护方式防止黑客侵入和欺骗式干扰信号。当遇上塞车时，PlatoonPro会立即
解除列队跟驰。另外客户数据也是PlatoonPro安全防护的重点。

• 五、正确地实施功能安全

• Peloton在采用硬件和软件的时候，参照了功能安全标准ISO 26262。

• 六、管理车辆规格和车况



• Switkes说：“随机地拿高速公路上的两辆卡车比较，它们的制动能力都可能大不相同。”这些卡车在制动类型
、轴距、载货和维护等方面千差万别。这也是为什么卡车驾驶员需保持较大的跟车距离，如需要保持六至七秒的车
头时距。但在真实驾驶情况下，驾驶员通常都没有保持上述安全距离。

• 七、让驾驶员处于中心地位

• Switkes称“我们让驾驶员参与到了列队跟驰系统开发的每一过程。”这些人员包括雇佣的测试驾驶员，使用
Peloton车辆的驾驶员和教练。他们按照各自的反馈对系统进行了微调。Peloton设计了训练项目以教导驾驶员如何
安全地操作卡车列队跟驰。该项目包括室内课程和路上指导。

• 此外，Peloton正在研究列队跟驰中驾驶员注意力的问题。这是列队跟驰中心最关心的课题。列队跟驰执行需要
两辆卡车驾驶员的授权。在列队跟驰开始前，领头车辆驾驶员必须评估路况。如果评估出路况对于列队跟驰是安全
的，领头车辆驾驶员将按下“安全”按钮。随后，跟车驾驶员才能按下“开始”按钮。其中任意一位驾驶员在行驶
过程中可随时解除列队跟驰。

• 八、与厂商和政府间合作

• Peloton与大多数的卡车制造商，制动供应商，Tier1组件供应商直接合作。这些合作包括安全分析&评估，轨道&
道路测试和评估，交互实施等。



• 在政府合作方面，美国就有26个州修改了它们的交通法允许列队跟驰上路。其中18个州全权授权列队跟驰，另
外8个州允许列队跟驰测试或有限制的部署。

• 九、测试

• 通过借鉴行业标准测试方法，Peloton开发出了可充分验证系统的工具和测试方法。

• Peloton的商用车自动驾驶实践表明，并不是所有商用车都适合于实施自动驾驶。除了加装自动驾驶感知和决策
系统，原有的执行系统也需要进行改造。

• 嬴彻科技由商用车管理平台G7联合普洛斯和蔚来资本共同出资创建，目标是建立覆盖全国的自动驾驶卡车网络，
为物流客户服务。围绕该目标，嬴彻自主研发自动驾驶系统，再与主机厂合作，共同研发自动驾驶卡车。

• 嬴彻科技同重卡主机厂合作，从合作伙伴的产品里选出成熟的柴油车型，选出被市场验证是先进和成熟的车型。
然后把研发的自动驾驶系统整合进去。遵循前装的流程，需要将近三年的时间形成量产，具体工作包括：重新标定
、道路测试、供应链准备、新部件采购和认证、生产线调整，最后实现达到量产要求的L3级自动驾驶车辆。

• 因此，商用车自动驾驶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的。从感知、决策、执行系统都在不断升级优化中。

• 国内商用车转向机业务的主导者原来是博世公司。威伯科2017年收购了美国驰派达转向系统有限公司，2018年
，克诺尔收购了日本日立转向系统公司，东科克诺尔将东风零部件集团旗下的转向机业务纳入囊中。



• 这样，博世、威伯科、克诺尔三家均具备为商用车整车企业提供制动控制系统、转向控制系统的能力，实现车辆
纵向与横向集成化控制的自动驾驶系统解决方案。

• 2018年，威伯科宣布推出自动驾驶开放平台ADOPT，连接和开放威伯科的制动、转向、传动及悬架控制系统。
该开放平台将给予中国的自动驾驶初创公司提供支持，以方便对采用威伯科系统的商用车型进行对接。ADOPT合作
伙伴包括启迪云控、主线科技、图森未来和百度。

• 《2018-2019 商用车自动驾驶产业研究报告》以260页的篇幅，详细研究了商用车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市场和
产业现状，国内外供应商和车厂的投资、布局、合作、技术路线、产品和解决方案、商业模式、规划和目标、测试
、落地时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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