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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码头举办的 2013 
年年度大会上，布

拉德·坦普尔顿 (Brad 
Templeton) 先生（来

自汇聚全球顶尖未来学家的奇点大学）

展示了一个短片，片中一位老人驾车到

汽车餐厅买了一份墨西哥玉米卷，然后

去洗衣店取了他的衣服，最后平安驶

回家。是不是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要知道，驾车的老人史蒂夫·曼罕 (Steve 
Mahan) 失明度达到 95%，在法律上已

经属于盲人。他所驾驶的是一辆谷歌

无人驾驶汽车（经过改造的丰田普锐

斯），其展示的理念是：无人驾驶汽车

不仅方便，而且有能力改变生活。

无人驾驶汽车距离我们的日常生

活仍然遥远，但是它们已经从科幻变

成现实。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 
(DARPA) 在 2004 年发起了首届自动

驾驶车辆挑战赛。但是，当时没有一

思科
万物互联
联网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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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汽车成功完成长达  240 公里的赛

程：表现最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红队

也只完成了不到 12 公里。第二年，同

样是来自该团队的两辆汽车用时 7 小
时多一些完成了赛程。不过它们并不

是冠军：最终夺魁的是由德国程序师

塞巴斯蒂安·斯伦 (Sebastian Thrun) 
率领的斯坦福大学队的汽车“斯坦

利”(Stanley)。随后，谷歌公司邀请

斯伦作为其无人驾驶汽车项目的领导

人。其余的条件（机器人技术）均已

万事俱备。如今，谷歌公司的无人驾

驶汽车已经创下独立行驶近 100 万公

里的记录。

技术作为推动力

在未来，我们不会放下一切，专注于

自动驾驶汽车。跟据 
IHS 对汽车行业进行

的分析，全自动汽车

将于 2025 年上市，

并需要 10 年时间达

到 1180 万辆的销售规模 – 即全

球汽车贸易量的 9%。相对而言，

包括日产和戴姆勒在内的汽车制

造商则较为乐观，他们预测自动

驾驶汽车最早可在 2020 年投入 
使用。

不过，促使自动驾驶汽车成

为可能的技术已经开始影响我们

的驾驶方式，而且在第一辆完全

无需手动驾驶的汽车进入大众市

场之前还会出现更多变化。最新

的奔驰 S 级提供了名为自动跟随

驾驶（“Stop & Go Pilot”）的

服务选项。借助  12 个超声传感

器、5 个摄像头和 6 个雷达传感

器，汽车能够“看到”周围的车

辆，并在交通行驶缓慢时进行自

动驾驶 – 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同时进行细微的方向调整，以保

持不偏离车道。在交通拥堵时，

奔驰 S 级汽车可以在自己的车道

内缓慢向前行驶。当交通行驶速

度超过每小时 9 公里时，若驾驶

者仍未手握方向盘，汽车会发出

警报，提醒驾驶者重新恢复手动 
驾驶。

路旁停车也是一种令人乏味的

驾驶工作，宝马  5  系通过其自动停

车辅助系统  (Park A ss ist)  使这项工

作实现了自动化。当汽车经过适合

的空位时，系统会引导并确定停

车路线，驾驶者只需控制加速和 
刹车。

路线和路由

这些自动功能取决于汽车能够感知周

围环境并解析实际情况：如果周围所

有车辆都行驶缓慢，则可以确定发生

交通拥堵；如果驾驶者缓慢驶过两辆

汽车之间的空位，则可能说明其正在

寻找停车位。

这就是情景感知能力，即根据实

际状况做出一整套“反应”。下一阶

段，便是要使汽车能够彼此通信，乃

至与其他事物通信 – 成为万物互联的

一部分。

宝马 i 系列电动汽车是市场上首款完

全联网的电动车。这种联接能力旨在

作为其环保设计和可用性的补充。通

过交叉参考电池电量、从互联网收集

的交通状况，以及路面质量信息，宝

马 i3 可帮助驾驶者更准确地了解在需

要充电之前可以行驶的路程长度，并

建议更加节能的路线和驾驶方式。它

还能够扫描充电站网络，实时确定驾

驶者计划的路线内（或最接近计划路

线的）开放且空闲的充电站。

宝马  i3  联接能力的其他要素更具

普适性：智能手机应用可以远程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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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联网汽车”，人

们通常会联想到一个人

驾驶着充满未来感的时

髦跑车。但是把其他形

式的交通工具联接到万

物互联中将会产生巨大

的影响。

在美国，思科通过在

旧金山市的每辆公共汽

车上安装一台思科 819 
路由器，成功将这些公

共汽车联接到互联网。

“公共汽车互联”听起

来可能令人乏味，但是

它为服务变革带来了可

能性。每辆公共汽车都

能持续地向控制室发出

报告，帮助构建整个城

市的公交运输图。不仅

如此，新技术可直接与

现有网络实现接口，无

需使用任何专用系统。

对乘客而言，无线网

络可在乘车途中提供稳

定的互联网联接，这意

味着乘坐公共汽车可能

是一种比驾车更便于工

作的选择。

安全和保护对于公

共交通至关重要，因此

大多数公共汽车上现在

都会加装成本较高的闭

路电视摄像头。有了覆

盖整个公共汽车的无线

网络，就可以在车辆内

外加装高效的无线网络

IP 摄像头。这些小型移

动摄像头只需极少的电

源，且易于安装，可将

影像直接传输给司机、

中央控制室，或者在必

要的情况下传输至应急

服务中心。

用例 2

公众服务

活或安排汽车的气候控制设置，以

便车舱始终在适当的时间保持适当

的温度，使早间通勤保持舒适。 
手机与汽车的联接也支持各种安全和

便捷功能，例如遥控锁车和远程监

控，以及在汽车系统和手机之间传输

地图数据（这样一来，可在停车后通

过手机导航后续的步行路段）。

网络的作用

联接的优势已经不仅限于提供便利。

通过传输诊断信息，可远程发现潜在

的危险故障，甚至在还未引起驾驶者

注意的情况下实现及时维修。通过轻

松获得汽车位置和车速的更新信息，

保险公司可以核实驾驶者是否符合投

保条件，父母能够保证子女确实小心

谨慎地开着他们的车前往商店，不仅

如此，盗车行为也能立即被发现。

在一定程度上讲，以电池作为动力，

并且始终处于联网状态的未来汽车可

能更像是带有车轮的计算机，会像内

燃机一样在合理控制下呈现爆炸性 
增长。

当然，联接性变得越重要，保持联

接的能力也就越关键。如果不能获得

地图和导航数据，在陌生的城市就会

寸步难行 - 在高速公路上更是如此。

思科与领先的汽车组件制造商大陆

集团携手，已经共同研制出一款概念

车。这款具有强大联网能力的概念车

配有内置路由器，可使用 SIM 卡在 3G 
和 4G 移动网络之间无缝切换，而且

在偏远地区也可使用 Wi-Fi 网络和卫星

网络。不仅如此，内置路由器还能联

接汽车自身的不同组件，并使用短程 
802.11p 协议收发来自其他车辆以及

道路上设置的专用交通通信硬件的信

息。该概念车还支持蓝牙功能，用于

现代的汽车已采用计算

机来跟踪引擎和驾驶数

据：当汽车接受维修或

保养时，技术人员可通

过诊断端口下载这些信

息，从而帮助发现  
故障。

但是，联网汽车能

够以实时方式直接传输

这些信息。汽车可以自

动监控异常行为，并将

性能数据发送到维修中

心，以确定是否需要进

行远程校正或维修，而

不必等到故障发生再进

行修理。

除制造业和维修业

之外，还有一个规模庞

大的行业也将受到联网

汽车的冲击，即保险行

业。一些保险公司已开

始尝试使用数据来调整

策略。例如，美国的好

事达保险公司会将他们

的 Drivewise 设备插接

到被保汽车的诊断端

口，对驾驶者进行为期

一个月的监控，从而根

据结果调整保险金额。

惯于轻踩刹车、避免

深夜驾驶、以适当速度

行驶适当距离的驾驶者

发生事故的风险较低，

但就目前来看，他们所

支付的保险金通常会

使那些高风险驾驶者受

益。定期监控有助于驾

驶者了解自己的驾驶习

惯，并通过改变习惯来

提高可保性。持续的联

接性意味着保险金可能

会每天变化，而且能为

有争议的索赔提供“黑

匣子”记录。

用例 1

智能服务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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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各种外围设备和智能设备。

联网汽车可创建无线热点，为乘客提

供互联网访问能力。不过，这不仅仅意

味着能为漫长旅途提供消遣，或者使人

们能在服务站停车场通过或接入公司网

络与主管联系。还意味着紧急救援车辆

可在前往事故现场的途中获

得病历等各种信息，并在将

伤患送往医院的过程中进行

远程会诊。

在 2014 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筹备阶段，巴

西司法部部署了 27 个移动指挥控制中心：

配备移动运营基站的卡车。这些移动指挥

控制中心不仅联接到互联网，而且彼此互

联，用于设置 IP 摄像头网络、监控治安、

发传票，并现场处理罚款；同时也为其他

政府机构创建移动无线热点。

联接未来

与手机相比，车辆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更

大的天线和更强的电源，从而提供更可

靠的联接。挑战在于需要打造坚固耐用

的低功耗传感器和网络，为联网运输提供 
支持。

目前，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政府正在尝试

实施智能停车解决方案，在每个停车位安装

联网的红外传感器。目前据该政府估计，驾

驶者需要花费 15 分钟寻找停车位。这不仅浪

费时间，而且会消耗能源，还可能造成大气

污染。

传感器会报告每个停车位是否空闲。通

过使用智能手机应用查看地图就能迅速找

到空闲的停车位，这在伦敦市中心堪称是

个奇迹。

83.245.1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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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互联意味着所有事物

都能相互联系，一直贯穿

汽车的整个生命周期。当

道路上的每辆汽车以及工

厂中的每个组件都实现互

联后，及时交付和按单生

产也将成为可能，这有助

于减少产品积压，降低存

储成本。

当世界上的每个事物

都实现互联，这些优势将

会扩展到所有应用领域。

例如为自动售货机补充货

物这个简单的工作：在未

实现互联的情况下，货车

需要沿固定路线巡查每一

台自动售货机，轮流为它

们补充货物。有些自动售

货机可能无需补充货物， 
也有些则可能在被补充之

前便已将货物售尽。

想象一下，对于同样的

工作，如果每台自动售货

机都能知道每种产品的剩

余量，并将情况报告给中

央网络，情况将会如何？ 
根据需要补充货物的自动

售货机的实际情况，货车

每次出发后可以按不同路

线行驶。同时，也可以结

合交通路况信息来重新组

织路线，从而最大限度地

提高效率。

联接还可以带来灵活

性：如果只有一种产品售

尽，何不考虑派遣一辆小

汽车或自行车来代替 
卡车？ 

这样的情报感知能力和

灵活性可以推广到整个城

市的每一家商店和仓库。

即使是在数字化时代，产

品仍然需要通过车辆运往

各个地点。但是，互联的

运输车队可使送货过程变

得前所未有地灵活高效。
联所未连 

 思科

万物互联 (IoE) 是实现积极变革的推动力，

思科正在为实现万物互联不懈努力。思科致

力于确保人员、流程、事物和数据能够快

速、安全、稳定地联接到有史以来最繁忙的

网络。思科的网络架构、无线接入点和云解

决方案可帮助人们联接并通向未来科技。思

科网络安全服务可保护智能网络远离恶意软

件、漏洞和受感染设备的侵害。

有关万物互联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internetofeverything.cisco.com/en-gb
有关思科如何实现万物互联的详情， 
请访问：
cisco.co.uk/tomorrow
有关联网汽车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bit.ly/1guKHru

用例 4

智能车队

联网汽车所关注的重点之一便是停

车，一件既费时费力，又枯燥烦闷的

事，但也是自动化的最佳课题。奥迪

公司已经开发出一款能够接管整个停

车过程的概念车：在停车场入口激活

相应功能后，该概念车可以搜索空位

并自动完成停车，这样一来，驾驶者

便能更快地去做要做的事。

由于使用自动系统接管部分或全部驾

驶工作为人们节省了越来越多的时间，

制造商和买主开始考虑如何将娱乐界面

整合到网络中。宝马公司已经推出多款

内置 rara 流媒体音乐服务的汽车，用

户可通过平视显示系统访问数百万首歌

曲。拓比 (Tobii) 眼动仪等视线跟踪解决

方案可将挡风玻璃变为一个界面，使驾

驶者可在双手不松开方向盘、视线不离

开道路的情况下，获取信息或选择音

乐。苹果和谷歌已着手建立同盟关系，

目标是让汽车能够提供类似于平板电脑

的应用体验，并将他们的生态系统扩展

到车辆领域。

今后，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下，驾

驶可能会趋向于变为一种可选操作，

而非强制性工作。尽管人们对无人驾

驶汽车抱持怀疑态度，但统计数据显

示，大多数交通事故是由疏忽、醉酒

或疲劳导致的，而这些因素都与自

动汽车无缘。沃尔沃公司启动了一项

名为“Drive Me”（自由试驾）的

项目，计划为瑞典的街道提供自动汽

车，旨在让公众相信自动驾驶汽车的

安全性。

所以在未来，驾驶者在许多情况下

也会变为乘客，而且能用车载互联网

联接进行娱乐或办公，或享受应得的

休息。

联接和“智能”已经通过各种不同

的方式进入汽车行业，例如智能手机应

用、导航系统、自动

停车功能，乃至 Uber 
或 Zipcar 等按需驾驶

服务（运用技术和联接使汽车临时进行

自动控制，无论车内是否有驾驶者）。

就像许多行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焕然一

新那样，通过将这些功能以及更多功能

整合到联网汽车中，并使联网汽车成为

万物互联的一部分，有可能会使交通运

输业发生巨大变革。请系紧安全带，迎

接这场冲击吧！

当手机被盗时，联接性

是保护受害者的第一道

防线。利用联接，不仅

可以删除手机中的敏感

信息并禁用客户帐户，

而且还能使手机变为跟

踪设备或信标。

一般的汽车会配备

一些例如像车门锁的基

本防盗设备，而联网汽

车则可以在被盗后继续

与盗贼抗争。在 2009 
年 10 月，有个盗车贼

偷了一辆雪佛兰塔荷，

在驾车逃走时发现车速

竟然自动减慢。原来，

通用汽车公司的安吉星 
(OnStar) 遥控防盗服务

对汽车进行了远程 
控制。

随着汽车变得更加智

能，预防犯罪的可能性

也会随之提高。联网汽

车会激活车载网络摄像

头识别罪犯，等行驶到

安全场所后自动减速、

靠路旁停车，并锁住门

窗等待警察到来。

联接性可以抗击真

实生活中的犯罪，不过

也会造成新的漏洞。在 
2013 年的拉斯维加斯

国际黑客大会 (DefCon) 
上，黑客们展示了他们

如何通过将笔记本电脑

联接到智能汽车的仪表

板，来操纵方向盘、鸣

笛，并控制车速和引

擎。随着汽车系统的无

线联接越来越普遍，汽

车制造商会愈发需要与

网络领域的专家（如思

科）合作，以确保汽车

系统的安全性，抵御从

黑客到旧型电脑病毒等

各种威胁。

用例 3

打击犯罪

加入讨论：@CiscoUKI #联天下，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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