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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全新域虎
售价区间院13.26-17.33万元
江铃全新域虎从外观看袁尺寸为

长度 5375mm尧 宽度 1905mm尧 高度
1835mm袁轴距 3085mm遥 全系标配一
键启动尧自感应大灯尧自动恒温空调尧
感应雨刷渊无骨雨刷冤尧T-Box车联网
系统尧 博世 9.1版本 ESP尧360毅全息影
像及前后行车雷达尧双安全气囊尧四轮
碟刹等袁 汽油自动挡车型还有电动折
叠后视镜和后视镜加热功能遥 同时这
次江铃全新域虎在智能化方面有较大
提升袁 全系车辆都安装了 T-BOX智
能车联网系统袁实现手机 APP的车辆
显示与控制遥如此豪华的配置阵容袁在
乘用车界都极具竞争力袁 在国内皮卡
界更是所向披靡遥 艾澈

车企尧互联网企业尧资本争相入场
怨月 圆园日袁百度宣布升级 粤责燥造造燥智

能汽车开放平台袁分三年投入 员园园亿元袁
完成超过 员园园 家项目的投资 袁 建设
粤责燥造造燥系统的生态圈遥

怨月 圆苑日袁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升级
操作系统战略袁发布全新的 粤造蚤韵杂品牌袁
并提出野携手斑马网络和更多汽车全产
业链的合作伙伴袁共同推动汽车行业的
智能化转型冶遥

与此同时袁车企与互联网企业争相
野联姻冶院 上汽携手阿里巴巴开发互联网
汽车曰车和家与华晨汽车集团合作研制
智能家庭汽车曰广汽集团与腾讯联手发
力多个汽车智能领域曰百度则与江淮汽
车尧奇瑞等开展合作曰华为牵手东风汽车
目标野智慧汽车冶噎噎此外袁各大创投资
本尧 股权私募也争相入场遥 中国智能汽
车产业正在以产业联姻尧跨界融合的态
势快速发展遥

野借力打力冶袁 这是一位资深投资人
对中国智能汽车产业发展的概括遥 野智
能汽车本身就是跨界新生事物遥 单干谁
都不行袁跨界融合能产生集聚效应袁这也
是中国智能汽车发展的特色遥 冶他说遥

企业投入热情的背后是国家战略遥远
月 员圆日袁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
盟成立袁行业协会尧车企尧互联网企业尧科
研院所参与其中遥 怨月 员缘日袁国家发展
改革委表示袁我国已启动国家智能汽车
创新发展战略起草工作袁将明确未来一
个时期智能汽车发展的战略方向尧发展

目标尧主要路径尧重点任务尧保障措施袁并
在战略中提出近期行动计划袁 确保尽早
启动尧有序实施遥

野智能汽车的发展是大势所趋袁更是
中国汽车业发展的重大机遇遥冶国家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指出袁 汽车产业和产品是
新技术应用的重要载体袁 在这一轮智能
化浪潮中袁 全球产业中的重大变革将集
中表现在智能汽车突破运用上遥

平安证券研报显示袁 到 圆园圆园年袁我
国智能汽车市场规模接近 远园园亿元遥 有
机构表示袁 在政策扶持和汽车技术突破
的推动下袁无人驾驶产业化步伐将提速袁
并催生硬件终端尧传感器尧运营服务在内
的车联网市场空间袁 潜在规模达千亿元
级别遥

智能汽车到底有多能耐钥
今年 苑月袁 百度 悦耘韵李彦宏一段

乘坐无人驾驶汽车的视频袁 让无人驾驶
汽车走上风口浪尖遥 一时间袁无人驾驶尧
智能汽车从行业热词变成全民热点遥

到底什么是智能汽车钥 野向左打满

轮袁倒袁倒噎噎冶对于很多新司机来说袁倒
车造成的心理阴影面积实在超大遥 而智
能汽车野傻瓜冶级的自动泊车系统袁将彻
底解除新手的精神压力遥

事实上袁 未来的汽车驾驭者可以像
使用傻瓜相机一样袁通过主动刹车系统尧
自动定速巡航尧车道偏离提醒尧自带宰蚤枣蚤
等技术袁安全尧便利尧舒适地驾驭车辆遥

野智能化是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必
然趋势遥 冶比亚迪方面表示袁智能汽车的
开发在多年前已开始袁 国际上将智能汽
车从驾驶辅助到完全自动驾驶分为五
个层级袁 包括 粤悦悦自适应巡航控制系
统尧蕴阅宰车道偏离警示系统等在内袁都
属于智能汽车的范畴遥

科技部负责人曾表示袁 新一代人工
智能技术将会带来重大颠覆性尧 替代性
影响袁 成为引领新一代产业革命的驱动
力量遥 它催生了新产业尧 新业态和新模
式袁推动经济社会从数字化尧网络化向智
能化加速跃升袁对生活方式尧思维方式等
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遥

无人驾驶汽车何时能上路钥
多位车企负责人表示袁 目前优先提

高现有车辆智能化水平袁 同时开展无人
驾驶汽车集成化研发袁 真正意义上的无
人驾驶样车袁 估计到 圆园圆园年才能拿出遥
无人驾驶汽车上路还有诸多配套因素
需要考虑遥

安全性遥 圆园员远年 缘月袁在美国发生
一起特斯拉驾驶员在使用自动驾驶功
能时遭遇事故死亡的案例遥 尽管美国国
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今年初公布
调查结果称袁 未检测到特斯拉自动紧急
制动系统与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存在设
计与表现缺陷袁 但这给无人驾驶蒙上了
一层阴影遥

便利性遥 公众关心无人驾驶汽车是
否能改变城市交通拥堵的情况袁 无人驾
驶汽车过度依赖互联网和云平台等基
础设施袁在城市公共宰蚤枣蚤仍未普及的情
况下袁无人驾驶行吗钥

合法性遥李彦宏的野自驾之旅冶袁引发
了无人驾驶是否违反交通规则的争议遥
有车企表示袁要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袁目
前面临的问题不少袁如国内的复杂路况尧
相关法规的缺失尧 以及检测机构不权威
等遥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汽车业务
部总经理刘俊峰认为袁 随着汽车智能技
术的成熟袁交通法律法规会进一步完善,
道路规划建设水平尧 车主素质等也会相
应提升袁 汽车无人驾驶的时代一定会来
临遥 刘开雄 毛振华

中消协发函调查哈弗汽车
SUV市场上的常青树哈弗 H6最近摊上事了遥 由于

中国消费者协会收到不少关于长城公司生产的哈弗 H2尧
哈弗 H6汽车存在抖动尧异响问题的投诉袁为了维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袁中国消费者协会于 9月 25日向长城公司
发出调查函遥就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实施有针对性的调查袁
并要求长城汽车在 7日后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遥

哈弗 H6长期领跑 SUV销量榜袁 占据哈弗近 70%的
销量袁而哈弗 H2也是一款月销过万袁仅次于 H6的热销
SUV遥此次针对这两款车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展开调查袁
对于哈弗来说影响重大遥 此时正值长城高端品牌WEY
上市之初袁急需树立品牌形象之际袁哈弗的东窗事发不免
会带来一些冲击遥 希望哈弗能对此突发事件正确处理应
对袁展现出一个企业应有的责任与担当袁这又未尝不是一
次重塑形象的机会遥

小志

据美国媒体近
日报道袁美国上百名
车主对福特汽车车
轮螺母所存在的安
全隐患提起诉讼遥 诉
讼称福特旗下的 Fu鄄
sion尧翼虎尧Flex尧福克
斯 尧F-150 及 F-350
等车型螺母均存在
膨胀和脱落的危险袁
在遇到紧急状况时袁
如果没有专业人员
的协助则很难自行
拆卸车轮遥

据了解袁这些采
用钢芯和铬尧铝或不
锈钢螺帽设计的问
题螺母袁在过去的二
十年间应用于多款
福特欧洲的车型袁不
过这是迄今为止第
一次被告遥

在本周的早些
时候袁Hagens Berman
法律公司代表相关
车主在美国密西根
州东部地方法院对
福特公司提起集体
诉讼遥Hagens Berman
的任事股东史蒂夫窑
伯曼(Steve Berman)在声明中表示袁野我
们不是在谈论汽车行业的突破性技术
或电子化的内容袁 我们谈论的是汽车
上最简单的部件要要要螺母遥 福特在设
计螺母的时候袁 更加注重汽车的外观
而不是安全性袁 对客户造成了直接的
伤害遥 冶

截至目前袁有来自弗吉尼亚尧伊利
诺伊尧北卡罗来纳尧加利福尼亚尧俄亥
俄尧 亚利桑那和田纳西等州的车主共
同签署了起诉文件袁 索赔的金额也将
根据个人的实际损失决定遥

志安

车企尧互联网巨头纷纷涌入智能汽车市场

无人驾驶何时成现实？
野砸钱冶浴 野联姻冶浴进入 怨月袁车企尧互联网企业尧资本

争相涌入智能汽车市场袁跨界合作频频进入公众视野遥
有研究机构预计袁圆园圆园年我国智能汽车市场规模接

近 远园园亿元遥智能汽车未来将对整个汽车产业产生何种
影响钥 无人驾驶何时从科幻变成现实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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