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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 

产业数据，2021 年 1-8 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59710 亿元，同比增长 20.8%，

实现利润总额 6666 亿元，同比增长 9.3%。政策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

于开展 2021 年工业互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征集遴选工作的通知》。信创生态，

华为发布欧拉开源操作系统（openEuler21.09），龙芯中科.NET 团队完成 NET3.1 

– Loong Arch 64 平台研发工作。技术创新，北京瑞莱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安全

可靠可控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平台，驭势科技发布面向城市服务的 L4 自动驾驶解

决方案 UiBox。企业动态，亚马逊云服务计划在新西兰建设首个数据中心区域，

Acclivis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与 IBM 达成合作。市场拓展，企业数字化采购

解决方案提供商商越完成 3.2 亿元 B 轮融资，“行翼云”完成数千万元 A 轮融资。

产业生态，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乌镇举行，2021 中国工业互

联网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大会在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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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59710 亿元。1-8 月份，我国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

收入 59710 亿元，同比增长 20.8%，增速比 1-7 月份回落 0.6 个百分点，近两年

复合增长率为 15.3%，较 1-7 月份提高 0.5 个百分点。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6666

亿元，同比增长 9.3%，比 1-7 月份回落 3 个百分点，近两年复合增长率为 7.6%。

（数据来源：工信部） 

 

图 2020 年－2021 年 1－8 月份软件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2020 年我国互联网电视用户达 9.55 亿。9 月 24 日，广电视听产业高峰论

坛发布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互联网电视用户达 9.55 亿；网络视听收入在

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总收入中的比重达到 31.95%，并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数据

来源：新华社） 

2020 年我国科技 R&D 经费投入总量达 24393.1 亿元。9 月 23 日，《2020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0 年，我国科技 R&D 经费投入总量

达 24393.1 亿元（数据不含港、澳、台地区），稳居世界第二，增速领先于其

他主要经济体。（数据来源：统计微讯）

产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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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 

政策名称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网址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22/content_5638714.htm 

内容提要 为统筹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制定本纲要。纲要提出预

期，到 2025 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知识产权

保护更加严格，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知识产权

市场价值进一步凸显，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专利密集型产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3%，版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达到 7.5%，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达到 3500 亿元，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2 件。 

政策名称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工业互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征集遴选工作的通知》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工信厅信发函〔2021〕224 号 

发布网址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1/art_bdc6

b13268624cd39bb0be2135a12d82.html 

政策发布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22/content_5638714.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22/content_5638714.htm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1/art_bdc6b13268624cd39bb0be2135a12d82.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1/art_bdc6b13268624cd39bb0be2135a12d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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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

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加强典型经验总结和优秀案例

推广，推动工业互联网 APP（以下简称“工业 APP”）生态

建设，现组织开展 2021 年工业互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征集

遴选工作。此次征集内容包括安全可靠工业 APP、基础共性

工业 APP、行业通用工业 APP、企业专用工业 APP 等四类工

业 APP。 

地方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试点示范推广项目的若干

措施》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发布网址 http://jxj.beijing.gov.cn/zwgk/zcwj/bjszc/202107/t20210730_2

452539.html 

内容提要 为深入贯彻实施《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

案（2020-2022 年）》《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

杆城市的实施方案》，加快推动一批试点、示范和推广项目

建设，促进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新模式和新业态，形成对全球

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的有力支撑，特制定本措

施。其中提出，鼓励社会保险机构在自动驾驶、卫星互联网、

网络信息安全、共性支撑软件、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基

础设施前沿技术领域，创新商业保险产品和服务。 

http://jxj.beijing.gov.cn/zwgk/zcwj/bjszc/202107/t20210730_2452539.html
http://jxj.beijing.gov.cn/zwgk/zcwj/bjszc/202107/t20210730_24525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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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名称 《关于印发重庆市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

知》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渝经信软件﹝2021﹞12 号 

发布网址 http://jjxxw.cq.gov.cn/zwgk_213/zcwj/qtwj/202109/t20210924

_9752677.html 

内容提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

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重庆

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等文

件，编制本规划。规划提出，到 2025 年，软件产业规模效益

大幅提升，集聚发展成效显著，骨干企业量质齐升，产业生

态不断优化，软件产业比较优势、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软

件产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良好，全面实现“个十百千万”发展目

标。 

 

 

 信创生态 

华为发布欧拉开源操作系统（openEuler21.09）。9 月 25 日，华为在全联

接大会上正式发布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欧拉（openEuler）。华为

行业动态 

http://jjxxw.cq.gov.cn/zwgk_213/zcwj/qtwj/202109/t20210924_9752677.html
http://jjxxw.cq.gov.cn/zwgk_213/zcwj/qtwj/202109/t20210924_97526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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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欧拉操作系统可广泛部署于服务器、云计算、边缘计算、嵌入式等各种形

态设备，应用场景覆盖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CT（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和 OT（Operational Technology），实现“统一操作系统支持多设

备、一次应用开发覆盖全场景”。（新闻来源：澎湃新闻） 

龙芯中科.NET 团队完成.NET3.1-LoongArch64 平台研发工作。9 月 23 日，

龙芯中科.NET 团队完成了.NET3.1-LoongArch64 平台研发工作。为了更好地支

持 LoongArch64 架构特点，龙芯.NET 团队对整个后端指令构建系统进行了创

新重构设计，也从字节码加载、JIT 语法树、ABI 规范、函数栈帧设计、GC、

异常处理等重要模块做了相应优化，也为后续龙芯深度参与社区打好基础。（新

闻来源：中关村在线） 

 技术创新 

北京瑞莱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安全可靠可控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平台。9

月 26 日，作为 2021 年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之一，北京瑞莱智慧科技有限

公司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平台。该平台基于清华大学张䥽院士提出的第三代人

工智能理论，在人工智能攻防、隐私计算、深伪检测等方面均具有世界领先技

术和独创功能，已在政务、金融、工业互联网、关键基础设施等高价值场景中

落地。（新闻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驭势科技发布面向城市服务的 L4 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UiBox。9 月 25 日，

驭势科技正式发布面向城市服务的 L4 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UiBox 及首款落地产

品 UiBox 无人配送车，这将进一步推进“AI 驾驶员”在全场景的商业应用。

（新闻来源：TechWeb） 

 企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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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云服务计划在新西兰建设首个数据中心区域。9 月 24 日，云计算巨

头亚马逊云服务（AWS）透露将计划 2024 年之前在新西兰建设首个数据中心

区域，来帮助该国的企业在本地存储数据，并减少延迟。这个新的亚太（奥克

兰）区域将由三个可用性区域组成，并被纳入现有的横跨 25 个地理区域的 81

个可用性区域。（新闻来源：TechWeb） 

Acclivis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与 IBM 达成合作。9 月 24 日，中信国

际电讯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Acclivis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与 IBM

宣布，双方将合作在亚洲地区部署 IBM Cloud Satellite。Acclivis 和 IBM 将共

同利用混合云赋能企业，包括受严格监管行业的企业， 遵守数据主权与合规

性法规的前提下加速数字化创新。（新闻来源：中商网） 

美创携手沃趣科技共筑数据库安全防线。9 月 22 日，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

司与杭州沃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产品链接、技术

交流、市场拓展和生态共建等方面展开深层次合作，共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通

路，为政企用户数字化转型筑牢数据库安全防线。（新闻来源：中国搜索） 

 市场拓展 

企业数字化采购解决方案提供商商越完成 3.2 亿元 B 轮融资。9 月 23 日，

企业数字化采购解决方案提供商商越科技宣布完成 3.2 亿元 B 轮融资。此轮融

资由启明创投领投，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元璟资本、赛意产业基金、银杏谷资

本、执一资本、惠友资本跟投。（新闻来源：猎云网） 

“行翼云”完成数千万元 A 轮融资。9 月 23 日，云原生 SaaS 服务商“行

翼云”已完成数千万元的 A 轮融资。行翼云成立于 2018 年，专注于为中小企

业提供基于云原生技术的 SaaS 模式产品服务，包括财务管理、供应链、协同

管理、税务管理、银行直联等平台模块。本次投资方为伊达国际，融资额主要

用于市场推广和产品研发。（新闻来源：36 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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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生态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乌镇举行。9 月 26 日，2021 年世

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幕，主题为“迈向数字文明新时

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大会组织了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互联网之光”

博览会、“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等三大板块活动，还将举行首次 “携

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最佳实践”案例展示活动。（新闻来源：人民日报） 

2021 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大会在穗举行。9 月 17

日，2021 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大会在广州举行。本届

大会以“数字驱动·智造未来”为主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张顺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胡继东等学界业

界代表出席，探讨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新闻来源：南方

网） 

 

 

 

济南 

 9 月 15 日，济南市发布《加快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先锋城市推

进方案》。此方案围绕打造数字先锋城市这一目标，从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城市数字化三方面发力，制定了七类 19 项工作任务及四

方面保障措施。 

 9 月 28 日，浪潮云 2021 全国合作伙伴大会暨浪潮超高清产品发布会在

济南浪潮科技园召开。大会以“云数赋能，聚浪超高清”为主题，成

名城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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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浪潮超高清产业联盟及浪潮超高清技术创新中心，旨在推动超高

清视频产业集聚和高质量发展。  

青岛 

 9 月 27 日，2021 中国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大会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大

会以“科技融合产业，生态赋能经济”为主题，聚焦物联网与智慧城

市发展新趋势，围绕行业热点话题开展研讨，并展示了最新创新成果

及应用情况。 

北京 

 9 月 23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1 年全国工

业 APP 和信息消费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大赛聚焦工业 APP、信

息消费重点领域，设有六大赛道。鼓励“产学研用金”各界，结合我

国工业 APP 和信息消费发展现状，针对实际需求，积极培育新产品、

新业态、新模式。 

 9 月 25 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

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 2021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在北京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涉及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标准、新能源汽车与

碳排放、智能芯片与车载系统等 10 多个产业热点。 

广州 

 9 月 17 日，中国工业互联网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大会在广东

广州举行。此次大会以“数字驱动 智造未来”为主题，围绕工业互联

网与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积极探索粤港澳数字创新驱动路径，以促

进激发数据要素潜能，推动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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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2 日，上海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推进会在中国商飞召开。会

上正式启动了长三角 G60 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体验中心建设。上海市

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在会上表示，要聚焦重点、攻坚突破，提升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竞争优势。 

长沙 

 9 月 17 日，由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1 世

界计算大会”在长沙开幕。大会以“计算万物·湘约未来——计算产

业新格局”为主题，聚焦“计算”与“数字”，分“计算万物”“创

新创造”“高地建设”三个篇章，举办了 1 场开幕式、12 场论坛及专

题活动、2 场大赛、1 场计算产业创新技术与产品应用成果展。 

 

 

 

有望打破国外软件垄断 新国产系统将 CAD 搬上云端 

 

 事件回顾：9 月初，国内首款基于云架构并拥有完全自主产权的新一代三

维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CrownCAD 在山东济南发布。历时

10 年核心技术攻关，CrownCAD 突破了多项行业技术难题，掌握了三维

CAD 最核心的两个底层技术——三维几何建模引擎 DGM 和几何约束求解

器 DCS，具备跨平台的优势，能够在国产芯片和国产操作系统上运行，既

可以部署在公有云，也可以部署在私有云。李培根院士等多名专家纷纷认

热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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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CrownCAD 有望打破国外软件的垄断，实现国产自主工业软件的换道

超车。（来源：科技日报） 

 专家媒体评论（中航发动机周帅）：这款完全自主可控的三维几何建模引

擎 DGM，提供了与国际主流几何建模引擎功能兼容的 API，满足数据转换、

高质量曲线曲面建模、参数化实体建模以及几何模型缺陷检测与修复等模

块的功能需求，实现数值仿真中几何预处理底层全部代码源码化，可支撑

航空发动机前处理系统。 

 赛迪评论（杨辰凌）：华天软件发布自主云架构三维设计软件，缓解了高

端国产设计软件不足的痼疾。同时，华天软件在人才和核心技术方面的成

功经验，对发展我国工业软件有重要启示意义。人才方面，华天软件将人

才作为研发高端工业软件的核心要素，重视高端研发人才引进合作，依靠

毕业于工业软件重点院校-华中科技大学的创始人和首席技术官，以及与院

士团队联合攻关实现了产品升级。技术方面，华天软件重视“卡点”领域

研究，完成了 CrownCAD 在三维几何建模引擎 DGM 和几何约束求解器

DCS 两项底层技术的突破，夯实了工业软件的发展基础。 

 赛迪评论（赵振利）：作为关键核心技术之一的三维 CAD 软件长期被国

外厂商垄断，严重阻碍我国关键技术自主创新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CrownCAD 的问世不仅打破国外三维 CAD 软件在国内市场的垄断，还颠

覆传统基于 PC 的 CAD 市场，逐步走向云化，给国产工业软件换到超车技

术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良好示范。 

 



软件产业发展半月报  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 

 

 12 

工信部发布关于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工作的通知 

 

 事件回顾：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

全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车联网是新一代网络通信技术与汽车、电子、

道路交通运输等领域深度融合的新兴产业形态智能网联汽车是搭载先进

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

现车与车、路、人、云端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备复杂环境感知、智

能决策、协同控制等功能，可实现“安全、高效、舒适、节能”行驶的新

一代汽车。同时部署了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相关工作，提出在

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基本要求、加强智能网联汽车安全防护、加强车联网

网络安全防护、加强车联网服务平台安全防护、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健全

安全标准体系等六方面17项具体要求。（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 

 专家媒体评论（上海交大何渊）：汽车数据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和社会稳定都意义重大，其特殊性在于除了汽车运行时产生的数据，其还

需要搜集周边环境的测绘数据，既包含个人信息，也包含地理交通重要数

据的集中应用场景，对数据安全的管理具有较大考验。本次发布的《通知》

则针对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车联网服务平台运营企业提出了保障数据

安全的要求，明确企业要采取合法、正当方式收集数据，针对数据全生命

周期采取有效技术保护措施，防范数据泄露、毁损、丢失、篡改、误用、

滥用等风险。同时，要求企业要合理开发利用数据资源，防范在使用自动

化决策技术处理数据时，侵犯用户隐私权和知情权，并建立数据管理台账，

实施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加强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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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迪评论（赵振利）：车联网通过将新一代网络通信技术与汽车、道路交

通等深度融合，实现了车、路、人的云端智能联动，有望实现“多条道路，

多种方案”，以解决道路拥堵、交通堵塞的大城市通病。但与此同时，车

联网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如车载安全漏洞、通信技术漏洞和数据使用

不当等，需要多个部门、多个领域以及多层主体共同参与和解决。此次《关

于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车联网的网络安

全和数据安全，凸显我国对车联网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视，并为行业的快速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赛迪评论（吴昊）：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关键基础要素，数据安全则是

重中之重。近年车联网技术不断发展，车辆智能化、网联化程度不断提高，

网络和数据安全已成为稳定行业发展的基石。在当前车联网行业呈井喷式

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数据安全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在个人隐私保护、车

辆行驶安全、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家信息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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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度、特斯拉最新成果看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趋势 

智能网联汽车是当前技术产业创新的热点领域。百度和特斯拉作为国内外

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头部企业，一直在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方面大力投入，

被认为是引领技术变革和产业格局重塑的前锋。近日，百度和特斯拉均发布了

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引起业界广泛关注。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分

析发现，两家企业的最新成果及其在技术路线选择、核心产品研发、产品运行

推进等方面的做法颇具特点，对认识和把握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趋势具有重要价

值。 

一、百度和特斯拉发布智能网联汽车新成果 

百度发布“汽车机器人”成果，加速推进无人车创新进程。在 8 月 18 日

的“百度世界大会 2021”上，百度发布了“汽车机器人”。除了充满科技感的

设计外，百度将其技术功能创新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具备 L5 级自动驾驶能

力；二是具备语音、人脸识别等多模交互能力，可以分析用户潜在需求，主动

提供服务；三是具备自我学习和持续升级能力，能服务于多种场景。作为当前

的概念车型，“汽车机器人”可视为智能网联汽车特别是无人驾驶汽车的一种

新兴形态，不过，目前距离落地应用仍有较长时间。 

特斯拉推出多项技术创新，继续探索纯视觉自动驾驶路线。8 月 20 日人

工智能日（AI Day），特斯拉公布了其纯视觉方案自动驾驶技术的最新进展，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使用 8 个摄像头获取外界信息，不采用激光雷达或毫

专题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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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波雷达即可绘制出车辆周边的路况信息。二是推出名为九头蛇网络

（HydraNets）的多任务学习神经网络，通过拼接并逐帧分析摄像头获取画面，

确定物体的纵深、速度等信息，为驾驶决策提供素材。三是推出“混合规划系

统”，能够兼顾自身驾驶和其他汽车的驾驶需求，实现对路径的主动规划。从

演示效果来看，纯视觉自动驾驶已经具备一定的技术成熟性，即使没有高精地

图，依旧可以通过自身传感器和摄像头，绘制出当前车辆周边的路况信息。 

二、百度和特斯拉智能网联汽车成果异同点分析 

共同点：对基础硬件和场景数据高度重视。从基础硬件看，两家企业都在

自研 AI 芯片，希望通过“软硬一体化”的创新模式打造算力优势。百度此次

同时发布了自主研发的第二代百度昆仑 AI 芯片“昆仑 2”，采用 7nm 制程，

搭载百度自研的第二代 XPU 架构，适用云、端、边等多场景，并能够在自动

驾驶、智能交通等场景落地应用，从而为百度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打下坚实基础。

特斯拉则正式发布首款自研 AI 训练芯片“D1”和分布式计算体系结构

“DOJO”。D1 同样采用 7nm 工艺，包括 500 亿个晶体管，性能达到业界领

先水平，多个 D1 还可融合为超大规模计算阵列使用。DOJO 内置 D1 芯片，

并拥有大型计算平面、超高带宽和低延迟、大型网络分区和映射、可扩展性强

等特点，可聚焦用于自动驾驶算法的训练。这对特斯拉加快智能网联汽车研发 

有重要作用。从场景数据看，百度和特斯拉均重视积累场景数据，以训练和持

续改进算法。据报道，百度 Apollo 已在全国 27 个城市开展自动驾驶测试，路

测里程超过 1400 万公里。特斯拉截至 2021 年 6 月底积累了 7 轮影子模式迭

代流程，已形成总计 1.5PB 的数据量，这些数据都是持续创新的宝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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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点：技术路线和芯片定位不同。在技术路线方面，百度 Apollo 主攻

基于激光雷达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在布局多条技术路线，其中 Apollo Lite 就

是城市道路 L4 级纯视觉感知解决方案。特斯拉则一直以纯视觉路线作为自动

驾驶研发布局的基准点，坚持探索和推进纯视觉解决方案，在研发过程中不断

完善并迭代视觉算法，并对车端感知硬件做减法。经过持续尝试，纯视觉自动 

驾驶方案现阶段成为特斯拉的“独门绝技”，其 Autopilot 已能瞬间完成道路

上各种动静目标、道路标识、交通符号的语义识别，反应速度甚至快过人脑的

条件反射。在芯片定位方面，百度的昆仑芯并非为自动驾驶专用开发，但可以

用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特斯拉的 D1 芯片则专注于自动驾驶功能的实现，其

性能更适应驾驶场景数据分析与处理。 

三、几点启示 

注重多种技术路线布局。智能网联汽车虽然受到关注，但目前尚处于探索

中，其技术路径并未（预计也难以）统一。业界多数企业采用的“雷达+视觉+

高精地图”融合感知的解决方案，可提供对外部环境、信息的多种感知，有一

定的容错功能。特斯拉纯视觉解决方案的技术路线简单清晰，可减少对不同硬

件方案的依赖，还能统一信息输入方式、避免多源异构数据增加算法的复杂度，

提升了数据的应用效率。该技术一旦成熟就将具有较大成本优势。在不同技术

路线各有明显优劣势的背景下，我国不能过早押注某一路线，而应以开放探索

的思维，鼓励多种技术路线的创新和比拼。政府在设计创新项目和支持方向时，

也应有意兼顾不同技术路线。 

注重基础技术产品突破。智能网联汽车是多种创新技术与资源要素集成应

用的产物，未来的智能驾驶技术竞争焦点也将表现为“算力+数据”。专用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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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汽车操作系统、传感器、雷达、摄像头等软硬件技术产品都非常重要。在

这一背景下，我们不能把目光只集中于“整车”发展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不

能只热衷于“追捧”智能网联汽车整车，而应考虑其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在加

快重要关键组件、零部件发展的同时，加大对通用芯片设计、半导体材料、生

产设备等的基础研发投入，逐步带动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的完善。此外，还需要

鼓励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积累场景数据，或支持第三方机构建设公共数据

资源库，为持续创新提供战略性要素支持。 

注重运营模式的探索。智能网联汽车成果的推出，并不意味着产业化的实

现。与特斯拉智能汽车产业化实践相比，百度智能网联汽车的产业化步伐仍有

待加快，国内外特别是国内众多企业更要奋力争先。此次百度同步发布无人车

出行服务平台“萝卜快跑”，可以认为是在产业化方面的积极尝试，但还需要

继续加大运营模式特别是商业模式方面的探索力度。未来，地方政府在支持智

能网联汽车创新时，不仅要重视有亮点的单品成果，更要注重创新成果的实际

应用，通过开展试点示范，助力企业打通商业模式闭环，加速智能网联汽车的

迭代步伐与普及进程。 

（文章来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作者信息：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研究院 王伟 安晖 宋娟 路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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