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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il 在高科技和汽車行業擁有超過 35 年的經驗。最近，他擔任 IHS Markit 汽車技術組的

研究總監。他的最新研究重點是自動駕駛汽車和移動即服務。他是 Telematics Research 

Group 的聯合創始人，該集團被 iSuppli 收購（IHS 於 2010 年收購了 iSuppli）;在此之

前，他共同創立了 Future Computing and Computer Industry Almanac。此前，Juliussen

博士曾在德州儀器公司工作，擔任微處理器和個人電腦的戰略和產品規劃師。他是 700 多

篇論文，報告和會議演講的作者。他擁有普渡大學電氣工程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並且

是 SAE 和 IEEE 的成員。 

百度阿波羅是中國最領先和最有影響力的自動駕駛汽車（AV）開發

商。Apollo 在多個 AV 用例中都有激進的目標 - 特別是機器人計程

車。作為將技術應用於自動駕駛汽車的人工智慧研究的領導者，百度

的 AV 研究始於 2013 年，而阿波羅專案始於 2017 年初。 

百度於 2000 年在北京成立，成為中國領先的互聯網搜索公司。百度於

2005 年在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百度總收入超過 195 億美元，2021 年

利潤超過 16 億美元，擁有投資自動駕駛汽車和機器人計程車的財政資

源。 

本專欄著眼於百度的自動駕駛汽車活動，包括其 7 月份宣佈以機器人

為中心汽車的摘要。下表總結了百度阿波羅的 AV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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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阿波羅 

Apollo 是百度的開源自動駕駛技術平臺，於 2017 年推出。目標是提供

開放和安全的解決方案，使其汽車行業的合作夥伴能夠實現自動駕駛

能力。Apollo 是全球最活躍的自動駕駛開放平臺之一，擁有超過 70 萬

行原始程式碼，80，000 多名開發人員和 210 多個行業合作夥伴。 

百度有超過 500 輛 L4 自動駕駛汽車進行測試或機器人計程車操作。

2021 年，百度在加州進行了兩場自動駕駛汽車測試。在 2018 年和

2019 年，百度在加州進行了四次自動駕駛汽車測試。 

截至 6 月底，百度的 AV 測試達到超過 3200 萬公里（2000 萬英里）。

在加利福尼亞州，到 2021 年底，百度的 AV 測試達到了 13 萬英里。 

阿波羅在中國獲得了 593 個自動駕駛測試許可證，其中包括 398 個客

運測試許可證。 

截至 3 月底，百度已提交超過 3，700 件專利申請。目前，百度憑藉

1000 多項高級自動駕駛專利位居世界第一。 

Apollo 活躍於多個 AV 用例，其中機器人軸是最重要的部分。百度還

積極開發和測試用於公共交通系統的自動駕駛汽車，通常稱為機器人

巴士。這包括 Apolong 等小巴，自 2018 年以來已在北京，廣州，雄

安，重慶和佛山等幾個城市的 22 個城市公園進行了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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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 Apolong 是唯一一款在中國實現大規模運營的 AV 小巴。截至

2021 年 8 月，Apolong 累計用戶超過 12 萬，總里程達 12 萬公里，此

時 Apolong II 推出。 

百度於 3 月下旬獲得在北京測試機器人巴士的許可。百度正在與

QCraft 和商湯科技合作，並將在北京測試另外八輛機器人巴士。 

百度也在開發僅限商品的自動駕駛汽車。這些 AV 是特殊用途應用的

基礎，例如街道清掃車和類似任務。 

阿波羅去 

Apollo Go 目前在 10 個城市推出：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重慶，

長沙，滄州，武漢，烏鎮和陽泉。Apollo Go 已開始在多個城市商業化

運營。用戶可以在百度地圖、Apollo Go 的獨立乘車移動應用或百度

Applo Go 小程式中一鍵呼喚機器人計程車。4 月，百度在北京獲得了

中國首個無人駕駛叫車服務的許可證。 

Apollo Go 已經提供了超過 100 萬個機器人計程車遊樂設施 - 大部分

是免費的。付費機器人計程車在四個城市提供：北京，重慶，陽泉和

武漢（7 月初添加）。 

百度計劃到 2025 年將 Apollo Go 業務擴展到中國的 65 個城市，到

2030 年擴大到 100 個城市。 

百度在北京有一個大型的 AV 測試網站，叫做阿波羅公園。測試區域

支援 AV 開發，以及 5G 和 C-V2X 技術測試。增強 AV 使用的基礎設

施是百度擴展 Apollo Go 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百度將使用 5G C-V2X

部署機器人計程車。阿波羅公園擁有 200 多輛 AV，可以支持開發和測

試的各個方面。 

阿波羅 RT6 機器人計程車 

百度阿波羅於 7 月 21 日宣佈推出首款面向中國市場的專用機器人計程

車。它是第六代機器人計程車，也是其名稱 RT6 的來源。它是一款電

池電動汽車（BEV），是一款生產就緒型車型。RT6 有一個可拆卸的

方向盤。 



RT6 將於 2023 年在中國通過百度的自動叫車服務 Apollo Go 投入運

營。下表總結了 RT6 的公開數據。 

 

專用的機器人計程車設計使 Apollo RT6 與前幾代產品不同，後者經過

改裝，可在傳統車輛中使用 AV。可拆卸的方向盤設計為傳統駕駛員座

椅的獨特內飾提供了更多空間。 

RT6 具有 L4 自動駕駛能力，由 1，200 TOPS 的計算能力提供，並具

有廣泛的感測器架構，包括 38 個感測器。RT6 公告中僅包含每個感

測器類別的數量。 

RT6 有八個 LiDAR。從發佈的圖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只使用固態

LiDAR。RT6 不太可能使用任何調頻連續波（FMCW）LiDAR。

FMCW LiDAR 最適合高速和遠距離檢視，目前不需要。 

RT6 有六個雷達 - 可能只有傳統的雷達沒有任何 4D 或成像雷達。一

個 4D 成像雷達對於前視雷達很有用，因為與傳統雷達相比，它具有優

異的干擾抑制性能。 

Apollo RT6 外觀具有創新的外觀，將感測器集成在天窗上，並配有互

動式燈光。這提供了出色的感測器集成，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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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 RT6（來源：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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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 RT6（來源：阿波羅 RT6） 

Apollo RT6 是第一款基於星河的車型，星河是百度自主開發的專為自

動駕駛設計的汽車 EE 架構。RT6 使用汽車級電子設備，在硬體和自動

駕駛軟體中都具有冗餘。 

Apollo RT6 將於 2023 年開始加入 Apollo Go 乘車服務。但是，目前沒

有具體的起始月份。 

RT6 的生產成本令人印象深刻，為 250，000 元人民幣（約合 37，000

美元）。這是第五代機器人計程車阿波羅月球成本的一半，阿波羅月

球目前用於百度的機器人計程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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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百度與吉利成立了一家名為 Jidu 的合資企業，生產 BEV

和 AV。2021 年 12 月，吉都表示將在 2022 年中期推出概念車，並在

2023 年交付首款量產的 AV。6 月，吉都推出了其第一款名為 Robo-1

的原型車，該車具有相當大的自主功能。Jidu 表示，它將耗資約 3 萬

美元，預計將於 2023 年上市銷售。這篇連線文章包含有關 Robo–1 的

更多資訊。 

看起來 RT6 可能基於 Robo-1 BEV，因為 Wired 文章中的 Robo-1 側視

圖圖片看起來與 RT6 相似。 

百度認為，RT6 的大幅成本降低將導致在幾年內在中國部署數以萬計

的自動駕駛汽車。這也將導致未來的機器人計程車費用為目前計程車

費用的一半。百度表示，計劃在未指明的時間段內生產 10 萬輛阿波羅

RT6 汽車。 

百度在其 RT6 新聞稿中加入了一個令人驚訝的，也可能是有爭議的聲

明：阿波羅 RT6 的自動駕駛能力相當於一個擁有 20 年經驗的熟練駕

駛員。 

總結 

中國機器人工業繼續快速發展，並正在設定積極的目標。百度阿波羅

是這一趨勢的領導者，但還有許多其他有能力的競爭對手。中國政府

的大力支援是自動駕駛汽車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各個城市也非常支

援，主要城市之間有很強的競爭，在彩虹盡頭通往感知未來財富的道

路。 

百度是阿波羅開源 AV 開發專案的核心，該專案繼續獲得中國和外國

公司的支援。百度的機器人計程車服務集團 Apollo Go 擁有 500 輛正在

測試或機器人計程車運營的自動駕駛汽車，並計劃迅速擴張。Apollo 

RT6 機器人計程車是這一增長的關鍵，計劃在幾年內運行數萬個機器

人計程車。RT6 部署將於 2023 年開始。 

Apollo Go 計劃更加熱情，到 2025 年，機器人計程車服務將在中國 65

個城市進行，到 2030 年將擴大到 100 個城市。到 2030 年，這可能需

要至少 100，000 個機器人計程車（每個城市 1，000 個）。如果你假

設阿波羅的競爭對手將擁有大約兩倍的機器人計程車（阿波羅擁有

33%的份額），那麼到 2030 年，我們可能會談論 30 萬個機器人計程

車在中國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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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合理還是低概率的場景？只有時間會證明一切，但在中國有一些

有用的因素在美國或歐洲是不存在的。中國政府基本上決定了機器人

計程車部署的速度有多快。當然，自動駕駛汽車的安全性是一個主要

因素，但中國的整體墜機率遠高於美國和歐洲。因此，機器人計程車

和自動駕駛汽車通常可以降低中國的車輛碰撞率，而與美國和歐洲要

求或容忍的 AV 碰撞安全率相匹配。 

此外，美國和歐洲的任何 AV 車禍死亡事件都將是頭版故事，並將對

AV 行業產生負面影響。在中國，情況並非如此。長期目標比短期負面

影響更重要，中國相信 AV 技術將帶來從經濟到積極人類影響的重大

優勢。 

中國將降低自動駕駛汽車的風險，只允許在城市部分地區進行自動駕

駛，而這些地方的交通和道路都適合安全運營。隨著時間和視音訊系

統能力的進步，機器人計程車的運營領域將不斷擴大。基於 5G 的 C-

V2X 的加入也將增加中國的 AV 安全性，因為所有車輛的 C-V2X 部署

都在迅速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