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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停水公告

贵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6 日

停水原因

停水时间

停水区域

温馨提示

为确保白云区正常供水，对供水管网进行迁改

12月 8日（星期五）8:00至 12月 9日（星期六）6:00

从白云南路与金园路交叉口至粑粑坳沿线用户 （不包括艳山红水厂供水

用户），综保区、都拉营片区（含南方汇通厂区及家属区）、产业大道沿线

用户、俊发城、都溪村、黑石头村等用户，相邻区域水压降低。

因水厂开机到水压恢复有一个过程，恢复供水有可能延迟，在此期间我公

司将积极组织抢修力量，确保按时通水，如提前通水，恕不另行通知，请相

关区域的用户提前做好蓄水，对停水期间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供

水服务热线：96015

公交司机双手背后， 面前的方

向盘却在“自转” ，公交车自动驾驶

通过十字路口，完成减速、转弯等操

作。

12月 2 日，深圳市巴士集团举行

智能公交首发仪式，并现场展示“无

人驾驶”环节。 记者从深圳交通运输

委员会获悉，此前，深圳智能公交已经

测试数月， 目前仍在数据采集试验运

行阶段，未来技术将会对外开放。

深圳市巴士集团称，智能巴士并

未实现“无人驾驶” ，而是配备有 1

名司机。 不过，由于目前无人驾驶领

域立法尚处盲区，因此技术推广仍存

困境，未来的智能驾驶，将采用人工

与自动驾驶相结合的形式。

直行、转弯、会车，双向六车道上，

几辆白色公交车来回穿梭。 不过，公交

车在进行这些操作时，司机的双手并没

有放在方向盘上。 也就是说，在这一路

段，公交车是在“无人驾驶”。 这是 12

月 2日， 深圳福田保税区内发生的场

景。 随着相关视频及图片热传， 深圳

“自动驾驶公交车”引发关注。

深圳巴士集团一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网传“自动驾驶公交车” 确

为深圳巴士集团所有，但严格意义上

说，这些公交车虽然可以实现自动驾

驶，但仍然属于“智能驾驶” ，而非完

全的“无人驾驶” 。

按照深圳巴士集团的说法，上述

公交车搭载智能驾驶公交系统，在智

能驾驶系统基础上，每辆车还配备有

1 名驾驶员，会时刻监控车辆的运行

情况，并及时进行干预。此外，车辆同

时具备人工和智能驾驶两种模式，可

根据实际需求，由智能驾驶状态随时

切换至人工驾驶状态。

深圳巴士集团称，在智能巴士运

行过程中，司机可以随时对车辆进行

干预，包括实施倒车等操作。

据介绍，智能驾驶公交系统集成

人工智能、自动控制、视觉计算等技

术，是一个公交整体解决方案。 配有

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GPS

天线等设备感知周围环境，通过工控

机、 整车控制器等分析路况环境，能

够实时对其他道路使用者和突发状

况做出反应。

试行公交车身尺寸要小于一般

的公交巴士。 据资料显示，这辆公交

车满载 25 人。 40 分钟即可充满电，

单次续航里程可达 150km。车辆运行

时速 25km，最高车速 40km/h。

该车配有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

达、 摄像头、GPS 天线等设备从而用

来感知周围环境，能够实时对其他道

路使用者和突发状况做出反应，已实

现自动驾驶下车辆检测、 减速避让、

紧急停车、障碍物绕行、变道、自动按

站停靠、自动转向等功能。 系统安全

性、稳定性、可靠性已经完全符合公

交试验运行的要求。

截至目前，搭载“智能驾驶公交

系统” 的深圳巴士集团公交车，已先

后在深圳多个路段封闭测试了 4 个

月， 累计测试里程约 8000 公里。 自

12 月 2 日起， 搭载了智能系统的公

交福宝线，将进行试验运行，单程全

长 1.2 公里，设有海梁、深巴、福田 3

个站。

对于无人驾驶公交的运行，深圳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通过官方微信回

应称，智能公交线路目前仍处于“数

据采集试验运行阶段” ，暂不对外开

放。 试验运行期间，将邀请乘客免费

体验，同时收集交通数据、客流数据、

智能驾驶系统运行数据及公众意见。

未来，深圳巴士集团将继续探索

公交智能化，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智

慧公交出行生态圈，并持续推进智能

公交系统落地运营。

按照国际分类标准，自动

驾驶技术分级从 L0 到 L5，其

中 L0 级即为纯人工驾驶，汽

车只执行命令而不进行驾驶

干预；L5级则对应完全自动驾

驶技术，汽车可在不需要司机

介入的情况下完成所有操作。

智能公交系统技术方负

责人之一，深圳海梁科技公司

的穆毅称，如果要对应这一标

准，深圳智能公交车至少达到

L3+ 级，即司机不再需要手脚

待命，机器几乎可独立完成所

有操作，但为防止出现人工智

能技术无法应付的突发状况，

司机仍然需要保持精力集中。

深圳巴士集团称， 行驶

中， 司机只需按下启动键，智

能公交即可实现变道、 加速、

停车等操作。 此外，为保证安

全，司机可通过刹车自行切换

人工与自动驾驶模式。

深圳巴士集团新闻发言

人罗岚表示，智能驾驶公交系

统推广后，将大大降低公交司

机的劳动强度，增强公交运营

安全性，并有效解决公交行业

“司机难招” 的问题，也将对

提升公交服务水平起到积极

作用。

据悉， 智能公交目前仍

在路试阶段， 如果要正式上

路， 仍面临包括道交法在内

的制度困境。

深圳巴士集团称，智能公

交路线之所以没有正式对外

界开放，是因为上述智能公交

车目前都是临时牌照，线路设

立等工作也尚未得到批复。

这不是自动驾驶技术落

地首次面临制度困境。今年 8

月，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 12 米

纯电动智能驾驶客车， 在株

洲开放路段完成路试， 并测

试包括自动转向、 变道在内

的自动驾驶功能，不过，这一

客车目前仍未正式进入市

场。 此前，百度 CEO 李彦宏

因在北京五环路测试无人驾

驶汽车，一度引发外界争议。

李彦宏本人在 2017 年百度

世界大会上承认，“我们的无

人车确实吃到了一张罚单” 。

河海大学交通学院教授

郭海庆表示， 自动驾驶技术

作为人工驾驶的补充， 两者

之间可以形成互补， 其商业

化进程， 仍然有赖于未来立

法进程的推动。

目前现行法律， 尚无有

关无人驾驶以及自动驾驶技

术上路的规定。 蓝鹏律师事

务所律师张起淮表示， 我国

道路交通法规只对有人驾驶

进行规定，《道路交通安全

法》 还没能够把无人驾驶和

机器人驾驶的问题纳入考

虑， 相关的配套法律体系也

是如此。 因此，按照目前道交

法规定， 机动车必须由合格

的驾驶员按规定进行驾驶。

此外，在道路交通的设备、指

挥以及引导方面， 自动驾驶

领域还处于空白。

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永杰称， 正是因为法规

盲区， 导致双手离开方向盘

的行为， 可视为一种危险驾

驶行为，一旦自动驾驶失控，

导致严重后果， 车内乘员或

面临承担过失危害公共安全

罪乃至危害公共安全罪所对

应的刑事责任。 据新京报

自动驾驶尚未进入我国交通法规内容———

“无人驾驶巴士”驶入法律盲区

商业化推广有赖立法进程推动

司机可通过刹车切换驾驶模式

在自动驾驶公交车内，司机可以“撒把”驾驶

12月 2日，深圳福田保税区，自动驾驶公交车投入试运行

并非完全无人驾驶

公交车能自动转向

试验阶段暂不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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