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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惠尔智能

惠尔智能是一家来自深圳的自动驾驶技术公司，致力于为不同的场景打造其独有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实

现 L4 级别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落地。惠尔智能利用先进的传感融合技术与精确算法，将高冗余低成本的自

动驾驶技术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惠尔智能由一群来自百度等资深研发工程师和资深产品人所创办。团

队来国内外顶尖高校。平均行业经验三年以上。对自动驾驶行业有一手开发经验并且掌握从人工智能感知

模型，到硬件融合等核心技术。目前，惠尔为国内众多高校及科研机构提供了自动驾驶套件及整车技术。

惠尔智能的终极目标是用经济可行的技术支持帮助交通运营商和供应商迈入全自动时代。

我们是谁？

Robotaxi市场现状

Robotaxi成本对比

惠尔智能方案详解

惠尔智能技术优势



Part 1

我们是谁？
五大核心技术拥有者

硬件融合 感知 决策/控制 定位

是把不同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进行融合，即
把GPS、点云、图像等数据叠加在⼀起.

我们的算法赋予了自动驾驶汽车“眼睛”
，使其辨别周围事物，能去分析和理解环
境，并完成驾驶任务。

通过采集到的数据经过车载智能单元的计
算，可以控制自动驾驶汽车前行。

车载的卫星导航系统能实时定位车辆位置
信息，与其他的算法进行融合以保障车辆
的前行安全。

1 2 3 4

制图

我们制作的高精度地图可以提升自动驾驶
车载传感器对周围信息的感知算法效率和
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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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ROBOTAXI市场现状

1 车辆及传感器整体BOM价格极高

运营服务对现场技术服务要求高

各地出租车及网约车使用本地主
机厂品牌

所设置路线和开放区域较小，不
能广泛流通的问题

各地出租车及网约车牌照问题

离实际应用场景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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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 其他二 惠尔智能

设备 设备 设备（一体化）

激光雷达、摄像头、工控机、组合导航、毫米波
雷达、车辆线控

激光雷达、摄像头、工控机、组合导航、毫米波
雷达、车辆线控

超高线束激光雷达、摄像头、工控机、组合导航、
毫米波雷达、车辆线控

成本合计 成本合计 成本合计

100-130万＋30万 100-130万＋70万 30万＋15万

Part 3 ROBOTAXI成本对比



Part 4 惠尔智能方案

购买

全栈技术提供商

主机厂 网约车运营公司



＋ 惠尔详细软硬件方案



我们已与美国知名雷达/芯片/导航/电源管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两年内从目前主流的机械雷达过渡到全固态雷达方案。感知系

统BOM将从目前的两万美元降低到六百美元。芯片组将从四万人民币将至1万元人民币。

利用惠尔公司专利的“前融合算法”与“多传感器时空同步技术”等，实现后装市场真正的平民化时代！

目前成本
(23万 RMB）*

*基于2020年零部件售价
**基于雷达与芯片公司得出预测

雷达

14万 RMB

摄像头

1万 RMB

工控机

4万 RMB

组合导航

4万 RMB

2023年成本
(2.77万 RMB）** 雷达

4200 RMB

摄像头

3500 RMB 1万 RMB

工控机

1万 RMB

组合导航

惠尔智能方案—— 革命性方案进化Part 4



Part 4 惠尔智能方案

起

惠
惠

…2020.10

惠尔智能公司车体成本
¥300，000

其他
其他公司预计车体成本
¥1，000，000

惠

2021.10 2022.0412个月 6个月

其他公司车体成本
¥800，000其他

惠尔智能公司车体成本
¥200，000

惠尔智能公司三轮投入
¥100，000

其他 其他公司车体成本
¥600，000

—— 降成本方案（18月内）



Part 4 惠尔智能方案 —— 部署方案（14个月）



—— 技术与产品拓扑图

技术层

产品层

服务层

前融合方案

自动驾驶软件成套方案

整车改装 高精地图制作采集

ROBOTAXI人机交互 定位服务 APP客户端 高精度地图

多传感器融合 视觉感知算法训练 激光点云定位 电源与线束管理

算法嵌入式加入 组合导航定位 决策模块设计 线控通信与控制 激光雷达地图制作

成套L4传感器端到端解决方案

惠尔智能方案
过去两年多的开发我们实现了技术层和产品层的跳跃式发展，这得益于我们团队在行业的丰富经验和先进的底层工具链开发理念。

Part 4



——硬件融合Part 5 技术优势

嵌入式前融合系统

多传感器融合是目前自动驾驶行业公认的最佳感知方案。为了方便开发者和车队实现

快速部署，我们设计了专利的前融合盒子；实现了多传感器微秒级别的时间同步，内

置万兆服务器方便处理多传感器数据传输，并且兼具了CAN连接功能。是车顶传感器

解决方案的最佳选择。



——车顶前融合嵌入式前融合系统Part 5 技术优势

业内最先进方案，源自谷歌Waymo*的超前设计理念，车顶解决一切硬件融合

• 自带传感器电源分配：分别给激光雷达，摄像头，组合导航实现供电管理

• 内置PTP Server，所有PTP协议设备（激光雷达，摄像头等）均可实现自动同步

• 支持PTP或PPS+GPRMC时间同步设备

• 7路相机触发信号，支持自定义触发时间和触发规则

• 5台激光雷达融合，扫描覆盖范围广，硬件总成本低。

• GPS/GNSS/IMU Navigation 组合导航直接接入，信号同步。

• 千兆与万兆网卡集成，所有传感器数据统一发配到工控机。
*与谷歌Waymo等设计的横向对比和专利对比可单独索取



• 通过我们对累积客户的反馈和众多自动驾驶公司的技术对比，具备端到端融合且 Ready-to-Use 的硬件方案被市场所忽视，

却是自动驾驶能大规模部署所需的最重要的环节。

• 凭借在百度与谷歌Waymo等自动驾驶大国际知名企业累计的项目经验和超越同行的设计能力

• 我们把这一切变成了现实。

Part 5 技术优势 ——先进的多传感器融合硬件设计

先进的多传感器前融合设计能力



• 业内领先的多个超高线束激光雷达，自定义可编程相机与毫米波雷达等多传感器构成冗余结构，实现360度无死角感知，大幅度提高感

知能力和安全性。

• 测试车搭载具备五个高线束激光雷达，八个视觉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的传感器融合支架。实现算法，决策以及控制方案的快速验证。

• 该套传感器设计经测试和众多大学实验室客户验证，可实现新车的快速搭建和冗余增减，方便在各个场景下测试使用。

* 原型设计 * 计算机模拟验证 * 实际安装效果

Part 5 技术优势 ——先进的多传感器融合硬件设计

具备感知/定位/同步/融合/自动标定等 All-in-One后装方案



惠尔智能的车顶支架设计方案利用了先进的工业设计软件，从传感器外参标定角度，传感器之间

的光路协调关系出发，经过严格的模拟测试从而得出一个通用且方便快速部署的支架方案。方案

设计逻辑和世界知名自动驾驶公司Waymo与Uber ATG*相仿。

此前融合方案可使多传感器融合效果在百米距离的距离误差小于30厘米。

* 公司楼下停车场多传感器融合标定效果

视觉模拟软件关于多传感器标定盲区光路模拟

Part 5 技术优势 ——硬件融合

多传感器光路设计与自动化标定

*与谷歌Waymo和Uber ATG等设计的横向对比可单独索取



传感器爆炸示意图



Part 5 技术优势 ——多传感器融合感知算法

视觉感知与激光雷达点云的分割与映射

* 深圳望海路实际路测数据（停车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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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技术优势 ——多传感器融合感知算法

现有最强激光雷达组合（双128线及多固态融合雷达拼接）

* 深圳望海路实际路测数据（停车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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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技术优势 ——基于高精地图的感知与结果可视化

• 该套系统是对算法处理后的数据做汇总和可视化处

理。方便工程师和自动驾驶乘客以及潜在自动驾驶

操作人员对车辆的状态，周围环境的变化，作出理

解。数据模拟后会给出指令到控制层面，从而对车

辆进行控制。

• 该套模拟系统对激光雷达点云数据，视觉感知数据，

毫米波雷达数据等都作出了相应的可视化。对周围

车辆速度，行人，车道线，路面，交通信号灯等作

出了准确的复现和预测。 * 深圳望海路实际路测数据
20



Part 5 技术优势 ——决策/控制/线控平台

我们支持多款主流国内燃油车及新能源汽车。通过与汽车主机厂签订

合作协议，拿到一手的线控改装协议。从而进行基于官方协议的决策/

控制算法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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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技术优势 ——多传感器全局定位

自主研发定位与高精地图匹配工具链

* 深圳中心路实测数据

自研多传感器与高精地图匹配技术。我们实现了在没有卫星信号与RTK信号

时的厘米级/车道线定位。通过组合导航与自制高精地图的配合，实现了从城

市大范围到车道线小范围的全局定位。在十字路口，城市狭窄道路，隧道桥

梁等特殊路况可实现超越传统定位方式的精准定位。

* 深圳中心路实际路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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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技术优势

自建厘米级激光雷达地图工具链，具备从数据采集，点云生产，
标定，语义地图生产全工具链能力。
自建地图能力会反哺我们的感知与硬件团队，形成总感知到地
图的闭环技术封装，无需第三方地图公司就可完整自动驾驶闭
环。大大增强了自动驾驶全栈开发能力。为出行公司，主机厂
提供除了软硬件技术以外的全天候服务保障。

具备车道级别语义的高精地图标定

——高精地图制作/标定

* 深圳中心路实测数据

语义地图生成

自主研发高精地图制作工具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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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其中，自动驾驶核心技术专利，
包括时间同步，空间同步以及融
合等底层技术均获审批或在审核
中。



奖项荣誉

自2019年开始，公司荣获多项人工智能领
域、无人驾驶领域等奖项，赢得社会、专业
人士的好评与认可。



谢谢！
公众号 视频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