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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出行

关于作者
雷哈蒙德（ ）在未来

趋势与发展预测领域拥有近 年的研

究、写作和演讲经验。

他著有 本未来学著作，为世界各地

的大型企业以及欧洲、美国和亚洲的

政府部门和大学撰文、咨询和讲学，

并经常受邀担任各国和国际广播电视

节目的采访嘉宾。

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向雷哈蒙德授予一
枚由意大利众议院代表联合国颁发的奖章，以表彰其对未来学作出的贡献。
在致辞中，戈尔巴乔夫总统写道：

“我们非常欣喜地嘉奖雷哈蒙德持之以恒的研究工作以及对未来的惊人推测，

他的研究受到科学知识的启迪并出自对人类的关怀。“

作者按语

本报告代表我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它不代表安世联合的观点。在应邀开

展研究并撰写本报告时，我得到关于研究主题领域的指引，但我被允许独立

地就所有议题展开论述。文中的错误和疏漏由本人自行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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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出行

到 年，发达国家的
大多数城市居民将不再
拥有私家车

到 年，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城市居

民将不再拥有私家车。城镇的中心地

带将几乎没有路边停车泊位和公共停

车场。在许多城市，化石燃料汽车将

被完全禁止。

为了满足民众的交通需求，无人驾驶

电动出租车将在接到呼叫之后两分钟

内到达，以相当于目前公交车票的价

格将乘客送至目的地。在短途行程方

面，一些城市居民还可借助共享方案

提供的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货物载运工具也将具有电动自动驾驶

模块，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长途卡车

交换集装箱。

停车场将位于城镇外围的环线，在这

里，旅客将由无人驾驶出租车换乘电

动出租车，以便继续城际和乡村旅行。

这些长途车辆也将实现自动驾驶，但

同时允许车辆在途经缺少智能道路和

路网基础设施的乡村地区时进行手动

控制，这是因为无人驾驶车辆需要智

能道路和路网基础设施方可以最高效

率运行。

这些自动驾驶长途车辆将配备睡眠设

施，以便于夜间旅行。城镇周围的停

车区将提供淋浴设施、餐厅以及其他

休闲服务。在无人驾驶汽车中，乘客

可以利用路上的时间进行工作、娱乐、

社交（本地和远程）、沉浸于虚拟旅

行体验、与虚拟名人交谈甚至学习。

未来的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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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年，发达国家的道路交
通死亡人数将接近于零

车载虚拟娱乐系统具有身临其境、引

人入胜的效果，很少有人会感到难以

打发因自动驾驶而省下的时间。

无论是在城市里还是在公路上，道路

拥堵的现象将会消失，因为所有交通

出行都将受到路网系统的控制，并且

车辆准入和行驶速度将受到管控，从

而保持交通顺畅。

最重大的好消息是，重大道路交通事

故将基本消失，道路上极少出现严重

的伤亡。现在，每年有近 万人死

于道路交通事故，平均每天有

人死亡。

另外有 至 万人受伤或致残，

一半以上的道路交通死亡事故发生在

至 岁的青壮年之中。到 年，

发达国家的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将接近

于零。

即使真的发生事故，也很可能只是轻

微事故 自行车碰撞、摩托车相撞

等，或者由机械故障和自然事件造成

的事故，例如轮胎爆裂或树枝掉落。

城市景观将发生变化，城市将经历重

新设计和改造计划，一个半世纪以来

机动车在城市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

将不复存在。过去，西半球的许多城

市是围绕机动车设计的。未来的城市

和重建后的城市将秉承以人为本的理

念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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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ho.int/gho/road_safety/mortality/traffic_deaths_number/en/


政府计划

若不是世界各国政府现在正在制定相

关计划，以及一些明显趋势正在共同

促使汽车运输行业发生剧变，上述场

景也许会被视为离奇的幻想，甚至是

不切实际的乐观。

尽管政府计划的确时常存在变数，但

我认为，这些趋势的共同作用将改变

汽车领域的面貌。

自第一辆机动车问世 年以来，

“变革”接连不断地出现 例如，

蒸汽动力被内燃机所取代，柏油路的

出现等等。人们通常认为，这样的变

革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得到全面实

施。

然而，有的时候，变革来得如此之快，

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一切就已然不同。

从化石燃料动力载运工具到电动载运

工具的过渡，以及接踵而来的从有人

驾驶到无人驾驶的交通方式，变化似

乎日新月异。

发达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已决

定采取行动，从根本上改变汽车交通

的未来，而城市规划也将由此彻底改

变。

年，英国政府宣布将从 年起

禁止销售所有以柴油和汽油为动力的

轿车和商务车。

英国牛津市宣布，到 年，计划成

为第一个禁止所有以柴油和汽油为动

力的轿车和商务车在若干中心街道上

行驶的英国城市，并计划在 年之

前将禁行区域扩展至整个中心城区。

法国已经宣布了类似的意图，巴黎将

在 年之前禁止所有非电动汽车上

路，目前则经常采取无车日的做法，

禁止车辆在无车日进入历史悠久的中

心城区。

但是，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德国汉堡。

从 年 月起，该市的两条主要道

路干线禁行所有老式的柴油动力车辆

通行。

计划禁止化石燃料汽车上路的国家和

城市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在发达国

家，内燃机的淘汰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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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may/23/hamburg-first-german-city-ban-older-diesel-cars-air-quality-pollution
https://climateprotec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8/09/Survey-on-Global-Activities-to-Phase-Out-ICE-Vehicles-FINAL.pdf


四大主要趋势正在发挥作用，推动政

府立即采取干预措施，以加快改变汽

车和道路交通的未来，进而改变城市

的未来。

其中第一个趋势是迅速增加的城市空

气污染。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城

市的空气质量处在不合规定、危险甚

至常常是违法的水平。

在过去的五年中，室外空

气污染上升 ，导致目前

每年超过 万人死亡。

此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

人因呼吸系统疾病和其他

由污染引起的疾病而住院。

在许多国家，空气质量差

导致的死亡人数比被动吸

烟、交通事故和滥用毒品

致死的总和还要多。在世界各地，生

活在人口超过 万的城市中的人们，

有 以上暴露于高出世界卫生组织

规定的污染水平限制的空气中。仅在

英国，就有 座城市的空气污染超过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安全水平。

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 如圣保罗、

开罗、德里、北京或孟买，交通拥堵

和极其严重的污染本身就是亟待通过

加速转型来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向更

清洁的电动汽车转变，然后向交通流

量管理网络中的自动驾驶汽车转变。

未来的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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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英国，就
有 座城市的
空气污染超过
世界卫生组织
建议的安全
水平。

例如，在墨西哥城，通勤者每年平均

在交通拥堵上花费 小时，对人体健

康和经济效率产生了可怕的影响。

化石燃料汽车的排放物是大多数城市

面临的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一些城

市当局已经面向低排放车辆的驾驶者

提供财政激励（例如免费停车、免收

拥堵费、免费充电等）。

这些城市的激励措施是

对政府主导的电动汽车

激励政策的补充，目前

相关政策已在数十个国

家推行，包括中国、欧

洲大部分地区、美国多

个州以及加拿大。

对于城市和中央政府而

言，鼓励城市中的驾驶

者向低排放交通方式转变是基于重要

的经济因素。首先是公共卫生，潜在

的节省医疗服务预算将是一个主要动

因。在改善公共卫生和节省医疗费用

方面，减少污染物排放车辆的数量具

有“立竿见影”的成效 易于实行

且回报丰厚。在某种程度上，公共卫

生成本的节约将抵消许多发达国家政

府征收的化石燃料税的下降。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6/may/12/air-pollution-rising-at-an-alarming-rate-in-worlds-citi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6/may/12/air-pollution-rising-at-an-alarming-rate-in-worlds-citie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15371
http://www.infrastructure-intelligence.com/article/nov-2017/air-pollution-levels-44-uk-towns-and-cities-breach-safety-levels-report-finds
https://www.amazon.co.uk/Autonomous-Driving-Driverless-Revolution-Change-ebook/dp/B074Z7F6D4/ref=sr_1_fkmr0_1?ie=UTF8&qid=1539946143&sr=8-1-fkmr0&keywords=
https://myelectriccar.com.au/incentives/
https://www.dailymail.co.uk/money/cars/article-6319671/The-Government-turn-road-pricing-replace-28bn-lost-fuel-duty-revenue.html


导致城市交通发生巨大变
化的第二个主要趋势是气
候变化

我们可以预见，到 年左右，社会

对于驾驶化石燃料汽车的看法将与吸

烟一样 空气污染将成为“新的烟

草”。再过十年后，城市里将不再有

任何化石燃料汽车。

导致城市交通发生巨大变化的第二个

主要趋势是气候变化。联合国气候变

化问题科学小组的最新报告警告人们，

全球变暖正处于失控的危险之中，且

最早将于 年面临重大的气候危机

风险。

尽管特朗普早前威胁美国将退出《巴

黎气候协定》，但几乎所有负责任的

各国领导人仍坚持他们的承诺，采取

积极行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温室

气体排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化石燃

料为动力的载运工具。

当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问题

亟需减少空气污染时，我认为几乎可

以肯定的是，目前给予低排放交通形

式的激励措施将迅速普及，并将伴随

着针对坚持使用化石燃料车辆者的处

罚措施。其中最明显的是上调汽油和

柴油供应税费，但各国政府也可能对

购买排放污染物车辆的车主直接征税，

并增加每年的道路许可费用。此外，

可能出现政府主导的“报废计划”，

向淘汰化石燃料汽车的车主给予补偿。

但是，为了确保达到清洁空气目标，

许多国家的政府直接决定，最迟在

年之前，出售以化石燃料为动力

的汽车将是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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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8/oct/27/air-pollution-is-the-new-tobacco-warns-who-head
https://www.nytimes.com/2018/10/07/climate/ipcc-climate-report-2040.html


我认为，到 年，仍在使用的“传

统汽车”（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老式

汽车）占比将大幅下降，并将主要集

中在充电基础设施薄弱的乡村地区。

到 年，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汽车

将成为博物馆的展示品，只有少数经

典复古的车型会被狂热的收藏家所拥

有。当然，喜欢驾驶着不受交通管控

的车辆体验高速行驶快感的车主仍然

可以在专业车道上自由驰骋。

一种新的城市景观将基于这一影响深

远的愿景而构建，共同推动其成为现

实的第三种趋势是车用电池技术的长

足进步。

“里程焦虑”一直是阻碍用户购买或

租用电动汽车的重要原因，这一问题

直到近来才有所改变。就在几年前，

市场上最高效的电动汽车只能提供

公里（ 英里）的续航

里程。这意味着此类汽车不适合市内

行驶之外的其他用途。

充电基础设施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这个

问题。当然，化石燃料 电动的混合动

力汽车不存在里程问题，但它们不能

消除碳排放。到 年，这些混合动

力汽车也将基本消失。

但是，目前最好的全电动轿车和商务

车一次充电即可提供 公里

（ 英里）的续航里程，并且能

够快速充电（尽管实际上，大多数车

辆用于不到 公里的短途行程，且大

部分时候持续处于电池半满状态）。

重型货车也将具备 公里（ 英里）

以上的续航里程能力。到 年，几

乎可以肯定的是，电动卡车、商务车

和家用轿车将提供超过 公里

（ 英里）的续航里程，并具备快速

充电能力。到那时，车用电池很可能

经过成千上万次充放电循环仍旧不会

衰减。

未来的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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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mmercialfleet.org/fleet-management/will-electric-trucks-be-in-it-for-the-long-haul
https://www.ft.com/content/6b20f63e-cc5b-11e8-b276-b9069bde0956


推动电动汽车占据汽车市场主导地位

的另一个主要趋势是，可再生能源发

电成本的快速下降。不言而喻，以化

石燃料产生的电力给电动汽车充电是

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这样将无助于减

缓全球变暖趋势。

但是，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下降极

为显著。在过去的八年中，通过吸收

太阳光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太阳能

电池板价格下降了 ，风电机组的

发电成本下降了 。如此大幅的成

本下降，使得可再生能源可以直接与

化石燃料进行竞争，哪怕是最便宜、

污染最严重的煤炭。从 年开始，

利用可再生资源发电的成本将持续低

于化石燃料的发电成本。

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成本的下降趋势很

可能会持续下去（尽管下降速度可能

有所不同）。预测显示，到 年，

可再生能源电力将满足欧洲 以上

的电力需求。

在全球范围内，到本世纪中叶，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有可能占总用电量的

以上（尽管在未来 年中，我们

的总用电量可能会增加 ）。

推动可再生能源电力部署的另一个重

要因素是电池储能技术的改进。正如

用于汽车推进系统的电池在效率不断

提升的同时成本持续下降那样，用于

存储可再生能源电网电力的大型蓄电

池也将首次投入使用。

由此可以消除风力不足或没有阳光时，

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供电问题。

然而，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在世界范

围的比重仅为 左右。但是，即使

当今电动汽车的动力大部分是由燃烧

化石燃料的发电站产生的，一旦电动

汽车取代化石燃料汽车，城市街道的

空气污染水平下降仍将是极其可观且

立竿见影的。由于大多数发电站的选

址远离市区，发电时产生的有害气体

和微粒不会直接造成城市街道层面的

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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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rbes.com/sites/dominicdudley/2018/01/13/renewable-energy-cost-effective-fossil-fuels-2020/#6d96f9a14ff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feb/28/after-the-sunrush-what-comes-next-for-solar-power
https://www.forbes.com/sites/dominicdudley/2018/01/13/renewable-energy-cost-effective-fossil-fuels-2020/#7d94e4c04ff2
https://www.forbes.com/sites/dominicdudley/2018/01/13/renewable-energy-cost-effective-fossil-fuels-2020/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news/rise-of-cheap-renewables-disrupts-eu-energy-plans-for-2030/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science/energy/a21756137/renewables-50-percent-energy-2050/
https://www.veolia.com/en/newsroom/press-day-2018/how-do-we-meet-30-percent-higher-energy-demand-2040
https://www.renewableenergyhub.co.uk/blog/battery-storage-in-the-uk-set-to-soar/
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renewable-energy.html


自动驾驶载运工具和智能道路

自动驾驶汽车存在于人们的幻想和谈

论中已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是这

种设想一直是虚构的。在 年，戴

姆勒（ ）制作了一条广告，

暗示自动驾驶的未来指日可待。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电影

中大出风头的一款名为贺比（ ）

的大众甲壳虫自动驾驶汽车，让自动

驾驶成为西方婴儿潮一代家喻户晓的

概念。后来，八十年代的美国电视连

续剧《霹雳游侠》（ ）在

推测自动驾驶汽车的样子时进行了一

番更加郑重其事的尝试。

但是直到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几年，工

业领域才开始认真考虑生产自动驾驶

汽车，而接下来主导该领域发展的是

软件产业而不是汽车部门。 年，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

启动了“挑战赛”（

）计划。

这一计划为获胜团队提供 万美元的

奖金，条件是制造一辆能够在没有人

工干预和远程控制的情况下行驶 英

里（ 公里）的无人驾驶汽车。该奖

项最终于 年颁出。该赛事是无人

驾驶汽车开发竞赛的开始，目的是最

终实现无人驾驶汽车在公共道路上行

驶。

当谷歌（ ）于 年在公共道

路上试驾首批自动驾驶汽车（尽管当

时人工干预必不可少）时，人们设想，

一旦这项技术发展到足够高的水平，

此类车辆将在无人监管的状态下在由

人类驾驶的其他交通工具之间穿行，

就像由一个具有人类意识的机器人驾

驶员在掌控一样。我们现在知道，自

动驾驶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无法实

现。

全自动驾驶汽车不能自行上路，因为

它们无法预测到周围的人类驾驶员可

能会出现的许多意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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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qz.com/1050356/people-have-been-worrying-for-more-than-a-century-that-self-driving-cars-will-kill-us/
https://www.darpa.mil/about-us/timeline/-grand-challenge-for-autonomous-vehicles
https://www.wsj.com/articles/driverless-hype-collides-with-merciless-reality-1536831005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目前对无人驾驶

汽车存有疑虑的人们将学会接受这样

一种观念，即自动驾驶汽车实际上比

人类驾驶的汽车要安全得多。但是，

这类驾驶辅助技术只是通向智能道路

和安全的自动驾驶的铺路石。

在接下来的十年左右，道路本身将开

始变得智能化，因为人们正在充分认

识到，为了实现真正安

全可靠的运行，无人驾

驶汽车将不再是独立的

载运工具。未来的道路

网络将是一个具备自我

学习能力的单一“运输

系统”，比如一辆车发

现路面上有一片结冰区

域，意味着所有其他车

辆以及道路系统本身将

立即获知结冰路面的具

体位置、打滑程度和范

围，同时了解并更新天

气预报。

首先，道路设施和标志将变得智能化。

试验性的城市社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这类标志和设施（例如交通信号灯、

限速标志、路灯柱和人行横道线）将

借助超高速、高带宽无线网络（到

年将更新至 网络）将它们的存

在和状况数据以无线方式传输给行使

在道路上的车辆，同时具备内置的本

地通信冗余，以确保发生网络故障时

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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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汽车不
以独立的技术产
物形式存在，而
是作为智能汽车
和智能道路构成
的生态系统的组
成部分，整体协

同工作

而且，一旦信号缺失（例如交通信号

灯损坏、暴风雪或者事故发生后），

它们将无法解读道路规则和状况。人

类可以解读未知的事物并采取相应的

行动，但是要让机器智能掌握直观理

解的能力尚需数十年的时间。

为了确保目前的无人驾驶汽车在现有

的公共道路上安全行驶，必须对它们

进行编程，使其以极慢

的速度、像刚上路的新

手那样谨慎行驶。由于

这类车辆容易导致人类

驾驶员的判断延误和情

绪烦躁，因此会在目前

的公共道路上造成混乱。

因此解决方法是，不要

把无人驾驶汽车视为独

立的技术产物，而是将

每一辆无人驾驶汽车视

为一个具备合作和自我

学习能力的智能交通网络中的单一节

点；由智能汽车和智能道路构成的生

态系统将作为一个整体协同运行。

与此同时，“驾驶辅助”技术，例如

自动制动、行人感应、前方碰撞预警、

车道偏离预警、盲点监测和驾驶员警

觉性监测等，对于提升人类驾驶的安

全性和减少事故及伤害将大有帮助。

这些辅助技术将成为公众开始了解无

人驾驶发展阶段的方式。

https://www.urbantransformations.ox.ac.uk/blog/2017/european-urban-living-labs-as-experimental-city-to-city-learning-platforms/
https://www.mouser.com/blog/5g-is-so-near-future-a-look-ahead-to-6g-and-7g
https://www.analyticsindiamag.com/driverless-cars-technology-progression/


智能街道和公路将成为备受推崇的

“物联网”（ ）的第一个重大实现

方式。由于电力是城市和郊区街道以

及公路设计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到

年，电力将被用于支持多种传感

设备，以创建智能化的道路网络。

这些交通标志和传感器将包括摄像头、

雷达、激光雷达、速度传感器、天气

传感器、能见度传感器、车牌识别系

统、紧急警告传感器以及许多其他尚

且想象不到的传感器。通过道路标志

和街道设施传输的大部分信息将支持

实时的“地图更新”和位置查询，它

们对于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运行至关

重要。在出现恶劣的天气条件、无线

连接断断续续以及不断变化的驾驶状

况时，这些系统必须能够可靠地工作。

这意味着交通标志、道路标识及道路

标线本身必须提供自备电源的数字信

息，作为有保障的备份系统。 以“数

字涂料”涂装的智能标志和路面标记

必须与能够识别这些新型智能交通材

料的汽车实现直接通信，从而提高道

路安全性。

作为一项巨大的社会效益，由此将减

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的住院率以及数

以百万计的受伤者的后续护理费用。

目前，英国医院中 的创伤住院是

由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而在发展中

国家，这一比例更高。减少或消除此

类事故的根源，将成为政府为自动驾

驶汽车拨款构建智能道路网络的一个

主要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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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otforall.com/iot-and-autonomous-vehicles/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key-to-autonomous-driving-an-impossibly-perfect-map-1539259260?mod=hp_major_pos16
https://www.trafficsafetystore.com/blog/smart-highway-technology-illuminating-roads-of-the-future/
http://www.brake.org.uk/media-centre/1783-road-collisions-responsible-for-1-in-5-trauma-admissions-to-hospitals


安全需求

当然，至关重要的是， 年的道路

交通网络必须配备强大的网络安全系

统，以防止车辆和道路遭到劫持或破

坏。

到 年，如今的交通警察有可能在

很大程度上将被交通网络安全团队所

取代。这些交通网络安全团队致力于

保持我们的道路和所有形式的移动出

行安全运行，不受恶意或违法的干扰

和破坏。我们只有寄望于 年的量

子加密技术具有目前声称的防范黑客

入侵能力。

网络犯罪分子将对整个社会构成更大

的威胁。针对智能道路网络的攻击一

旦得手，有可能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汽

车突然停顿。由此可能导致一个城市

乃至一个国家陷入瘫痪。

充电服务

各国政府正在推出电动汽车充电站网

络，该计划将在未来十年间加速推广。

到 年，在除了偏远地区以外的所

有其他地区，充电站将无处不在。

到 年，公路也有可能配备地下环

境充电系统，以便电动汽车用户在行

驶过程中给电池充电。道路使用者可

能需要支付用电量和通行费用，即道

路收费。这将有助于弥补因道路交通

方面的化石燃料销售下降至零造成的

政府税收损失。

当然， 年行驶于城市中心地带的

自动驾驶车队将与其他交通方式实现

集成。

可以预见，铁路公司将提供旗下的自动

驾驶出租车车队，搭载乘客“最后一英

里”并提供接客服务。铁路公司将成为

提供门到门交通服务的“出行公司”。

航空公司也将为头等舱旅客提供类似的

门到门服务。

此外，我认为自动驾驶出租车队还将提

供多种备选方案，比如供应饮料、小吃

和娱乐系统的 豪华轿车式车辆，其价

格远高于公交车的票价。未来将出现多

名乘客合用的低成本共乘车辆、大型自

动驾驶公交车、以及拥有私人路外停车

位的“专属”自动驾驶车辆。同时，机

器人汽车将为目前乘车困难的老幼病残

人士提供出行便利。这或许将成为自动

驾驶汽车时代的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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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t.com/content/6000981a-1e03-11e8-aaca-4574d7dabfb6
https://www.information-age.com/unhackable-communications-system-12346783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launches-road-to-zero-strategy-to-lead-the-world-in-zero-emission-vehicle-technology
https://www.autocar.co.uk/car-news/new-cars/road-charges-your-electric-car
https://www.dailymail.co.uk/money/cars/article-6319671/The-Government-turn-road-pricing-replace-28bn-lost-fuel-duty-revenue.html


驾驶乐趣

当然，我知道当前大部分用户都喜欢

拥有汽车。拥有汽车是一种身份符号，

同时意味着独立的机动性。对于许多

人来说，这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

而且，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仍有数

以百万计的人们正在为了购买自己的

第一辆汽车而努力储蓄。拥

有汽车的愿望不会因为电

动或者自动驾驶的出现而

消失。但是，随着城市交

通方式的改善，这些愿望

将会有所不同 首先是

拼车和网约车方式的普及

（滴滴、优步等），然后

是随着自动驾驶出租车的

出现带来的改变。

有些人喜欢纯粹的驾驶快

感，尤其喜欢在难以驾驭的道路上高

速行驶。这种运动驾驶模式将成为一

种休闲乐趣，仅限于乡村地区和专用

车道。它将不会在 年的公共道路

或高速公路上出现。

即使在今天，发达国家中的驾驶者也

知道，超速、危险驾驶或违法停车的

机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诸如测速摄

像头、平均速度检测系统、车牌识别

系统和闭路电视系统之类的交通管理

系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我们的

驾驶“自由”。

到 年，公共道路将最终变得安全

畅通，自由的手动驾驶将成为一项远

离大众的极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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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年，
公共道路将
最终变得安
全畅通，自
由的手动驾
驶将成为一
项极限运动

汽车拥有模式的不断变化 汽

车行业的“完美风暴”

迄今为止，二十一世纪的本质特征之

一是层出不穷的颠覆性技术革新浪潮。

随着技术革新带来的全新的解决方案

以更高效、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

产品和服务，一个又一个的产业被颠

覆了。颠覆性技术正在席卷所有产业，

这已成为一个全球现象。

零售、制造业、物流、

旅游、法律服务、银行

和金融服务等商业部门

正在受到数字技术的颠

覆性冲击。其他受到影

响 的 领 域 包 括 医 疗

健康、高等教育、航空、

娱乐、汽车制造、旅游

和酒店业以及能源和能

源运输。

现在，汽车制造业面临着几个方面的

挑战：首先是从化石燃料动力系统向

电力推进系统的转变；其次是自动驾

驶汽车和智能道路的发展；第三个具

有颠覆意义的领域是汽车拥有模式的

不断变化。

从福特到法拉利，现在每一家汽车制

造商都在生产数量有限的电动汽车，

以期在内燃机面临寿终正寝时，能够

安然度过一个惊涛骇浪般的转型阶段。



而且，大多数主要的汽车制造商至少

已经推出一项试验性的自动驾驶汽车

计划，以期为驾驶者变身为乘客的时

代做好准备。福特、通用、丰田、菲

亚特、梅赛德斯 奔驰、宝马、大众汽

车和许多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纷纷展

示自己的自动驾驶概念车，携手开发

或者与大学、人工智能开发者团队以

及小型专业初创机构合作开发。

然而，引领者却并非来自汽车业。

、苹果和优步等公司在自动

驾驶汽车开发方面似乎远远地走在传

统汽车制造商的前面。

出行领域的颠覆性变革还指向一种更

大范围的变化，即汽车拥有和运营模

式的变化。随着在线交互和网约车

拼车应用程序的日益普及，千禧一代

（ 岁人群）的汽车拥有率正在

下降。 年至 年间， 岁

人群中仅有 报告称自己通常情况

下开车频率为一周一次，而在 年

至 年间，这一比例为 。

然而，变化不仅仅表现在年轻人驾驶

汽车的比例上，对于所有驾驶者而言，

汽车的拥有和使用模式都在发生变化。

就在本世纪初，大多数汽车驾驶者仍

是以现金或融资（分期付款）方式购

买自己的汽车，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

车。然而，这些价格不菲的汽车有

的时间处于闲置不用的状态。

但是，近年来，汽车制造商并未试图

将汽车出售给驾驶者，而是希望驾驶

者“订购”梅赛德斯、福特或沃尔沃

汽车的驾乘体验。在一个超低利率时

代，金融业持续涌入汽车租赁交易，

允许驾驶者租用新车三到四年，然后

在开始一份新的租约之前将其归还。

在美国，现在有 的新车是租赁的而

非购买的，而且这一比例呈现出持续

增长的趋势。驾驶者正在成为出行服

务用户而非车主。

然而，即便是汽车金融的租赁模式，

仍旧未能改变这些昂贵资产的严重闲

置状态。这种严重浪费的背后是优步

和其他出租车以及拼车方式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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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tune.com/2016/03/13/cars-parked-95-percent-of-time/
https://www.nytimes.com/2015/01/09/business/auto-leasing-gains-popularity-among-american-consumers.html


如果您居住在城市里且不经常从事跨

市的长途驾车旅行，那么，拥有或租

用一辆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态的汽

车可谓毫无意义。只需在智能手机上

操作几个按键，您要的车就会在几分

钟内停在门口等候。

除了初始成本之外，拥有汽车还意味

着别的负担。即使车辆贬值，仍需对

其进行保养。然后，根据您居住的地

点，还会产生其他的额外费用，例如

停车费用以及在特定市内区域行驶的

费用。当借助应用程序约车如此便捷

时，为什么还要通过购买或租赁拥有

汽车呢？

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这种个人出行解

决方案是经典的“双赢”案例，标志

着传统汽车拥有模式时代即将终结。

长久以来，私家车一直是像芥末一样

被极度浪费的商品（只不过汽车比餐

桌上的调味品贵得多）。现在看来，

未来的汽车使用方式将不可避免地发

生重大变化，人们将不再把金钱耗费

在那些几乎总是趴在路边或车道上的

大铁块上。

但是对于汽车制造商来说，既有好消

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在接下来

的几十年中，全球的所有车辆都必须

更换（目前，路上行驶的每 辆汽

车中有 辆是以化石燃料为动力

的）。坏消息是，尚不清楚现有的主

要汽车制造商是否仍将是 年汽车

行业的中流砥柱。内燃机时代的终结

将给汽车制造商带来天翻地覆的巨变。

正如一位来自汽车行业的电池工程师

在前不久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

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对于欧洲的汽

车公司而言，向电动汽车转变犹如颠

覆一艘战舰。这是一艘船员存有叛乱

之心的战舰。”

然而，一些汽车制造商已经开始适时

调整。通用汽车计划推出一项机器人

出租车服务，以便城市居民预约无人

驾驶的雪佛兰 电动车出行。

福特目前正在彻底改造一个年久失修

的底特律火车站，将其变成一个旨在

吸引软件英才的技术中心。戴姆勒希

望将旗下的一个部门与其夙敌宝马合

并，以创建一个提供网约车和共乘服

务的业界巨无霸。大众汽车宣布投资

亿美元，用于为一系列电动汽车构

建新的“平台”（底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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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公司表示，其正在转变成为一家

全新的公司，更多地专注于为人们提

供出行服务。丰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最近表示：“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丰田向优步出租车网络投资 亿美

元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研发，即该公司

战略转变的一个前奏。这项协议将涵

盖 （自动驾驶 出行即

服务）车队的初步开发。

车队将基于丰田

小型商务车，集成优步的自

动驾驶系统和丰田的

驾驶辅助系统。

随着化石燃料推进系统被日

渐取代，自动驾驶汽车的即

将到来以及汽车拥有和使用

模式的不断改变意味着，整

个汽车行业将面临一场颠覆

与变革的“完美风暴”。

一些行业分析人士认为，个人出行的

未来或许并非来自现有的汽车制造商，

而是来自市场新进者。随着汽车转变

为软件平台和网络节点（而不是一个

独立运行的载运工具），苹果、谷歌

和优步等科技公司可能会推动交通领

域的未来发展。从本质上说，信息技

术将不再是制造汽车时的附加品；而

是汽车生态系统将围绕信息技术构建。

对于明天的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和运

营商而言，数据收集和分析将成为一

项至关重要的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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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行业分析
人士认为，个
人出行的未来
或许并非来自
现有的汽车制
造商，而是来
自市场新进者

通过分析乘客想去的地方以及时间，

可以提供有关个人和社会行为的宝贵

见解。了解乘客在无人驾驶汽车上打

发时间的方式（工作、游戏、购物等）

也非常有价值。出行数据可能会成为

未来汽车行业中最有价值的商品。

但是，汽车制造是一项资本密集型、

复杂且相对于软件而言利润较低的行

业。我认为，当今的汽车制造巨头很

可能将与数字公司合作

开发新型汽车，共同打

造 年的个人出行便

利。目前众多这样的合

作伙伴关系已初具雏

形。

汽车制造商十分清楚，

未来的汽车主流将是电

动和自动驾驶汽车，而

汽车行业已经意识到，

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的巨大潜能也将

对汽车的设计和开发产生重大影响。

还要指出的是，网络控制的自动驾驶

汽车的迅速崛起将给服务于当今出行

市场的许多服务行业带来颠覆性的变

革。拖车、车身维修服务、驾驶学校、

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涉及交通事

故的紧急服务、处理违章停车的管理

人员以及停车场工作人员将失去用武

之地。

https://www.wsj.com/articles/can-detroit-become-a-software-business-1540008107
https://www.theengineer.co.uk/changing-patterns-car-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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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tolemus.com/content/uploads/2017/05/Full-AV-partnership-map.png
https://money.cnn.com/2018/07/10/investing/china-germany-cars-tech/index.html


在充分意识到这些好处之后，有可能各

个国家都将竞相加入这一革命进程。

但是，只有在各国政府和当局进行通盘
考量和整体规划之后，这些行动才能取
得成效。通常，不同部门（例如环保部
门和卫生机构）完全独立运作，并且认
识不到一个部门的成本增加可能在另一
个部门节省更多的成本。这种管理失效
在民主社会中十分普遍。

但是，汽车行业无疑将步入一个更加清
洁、安全和高效的未来。随着世界的不
断发展，个人出行服务将继续快速增长，
但这种增长将不再以人的生命、致病性
污染和地球健康为代价。

通往 年之路

近几十年来，随着不断涌现的新技术

浪潮席卷整个社会，我们已经意识到

“未来已经到来 只不过是非均衡

分布”。到 年，中国的一些城市、

美国亚利桑那州、加拿大、澳大利亚

和别的地方可能确实接近于我在本文

开篇中描述的乌托邦式的空气清洁的

城市规划。

但是，我知道许多其他城市只会部分

地接近于我所设想的交通天堂。一些

政府和城市当局将主动朝着自动驾驶

的、清洁的道路交通方式转变，并大

力推动民众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顺应变

化潮流。其他的政府和当局可能行动

更为迟缓，甚至到 年，仍有一些

城市尚未禁止使用内燃机。

但是，清洁的自动驾驶道路交通方式

在城镇、城市和国家的普及速度将更

多地取决于政治意愿和文化考量，而

不是经济限制或技术问题。

日益明显的一点是，通过减少污染和

消除道路交通事故中遭受的损害和伤

亡实现的节约将部分地抵消建设智能

道路基础设施、激励民众采用清洁的

道路交通方式出行所付出的成本。同

样显而易见的是，在主要城市引入电

动自动驾驶汽车将改善一个国家的繁

荣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一方面是由于

节约了因交通拥堵而耗费的时间，另

一方面是由于搭乘自动驾驶汽车的人

会将部分时间用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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