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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 
•工信部印发《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直连通信使用5905-5925MHz频段的频率管理规定》 

2018.12 
•工信部印发《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9.07 
•交通运输部印发《数字交通发展规划纲要》，推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2019.09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到加强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汽车、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研发，形成自

主可控产业链 

2020.02 
•发改委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提出到2025年智能交通系统和智慧城市相关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2020.04 

•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三个方向：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覆盖5G通信网络，智能交通基础设

施等 

一、行业发展现状 

车路协同相关政策 

近两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工信部、交通部、发改委在智能网联汽车、数字交通、智能化基础设施领域发

布重要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明确自主可控的交通强国发展方向 



等级 名称 描述 

阶段I 
信息交互 
协同 

实现车辆与道路的信息交互和共享（V2I ＆ I2V）  

阶段2 
感知预测 
决策协同 

在阶段1基础上，又可实现车路协同感知、预测、
决策功能 

阶段3 控制协同 
在阶段2基础上，又可实现高级的车路协同控制
功能； 

阶段4 
车 路 一 体
化 

在阶段3基础上，车辆和道路实现全面协同，即
实现车路协同感知、车路协同预测决策、以及车
路协同控制一体化等完整系统功能 

来源：中国公路学自动驾驶工作委员会 
《车路协同自动驾驶发展报告》 

一、行业发展现状 

 车路协同将经历信息交互协同→感知预测决策协同→控制协同→车路一体化四个技术发展阶段，车和路的交互

与耦合程度不断提升 

来源：中国公路学自动驾驶工作委员会《智能网联道路系统 分级定义与解读报告》 

车路协同自动驾驶发展阶段 

车路协同分级研究 

来源：长安牵头国标《汽车驾驶自动化分
级》 

车和路的融合 



车路协同标准规范 

 全国四大标委会2018年签署了《关于加强C-V2X标准合作的框架协议》，明确各自的重点业务方向，加快推

进C-V2X标准在汽车、交通、公安行业的应用 

 面向LTE-V2X的通信协议和系统功能的核心标准已基本完成，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管理相关标准正在征求意见 

•负责牵头组织开展C-V2X

相关交通管理设施标准的

研究与制定 

•负责牵头组织开展C-

V2X通信协议等基础标准

的研究与制定 

•负责牵头组织C-V2X相

关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

相关标准的研究与制定 

•负责牵头组织开展C-

V2X相关的汽车功能和

应用标准的研究制定 

全国汽车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全国智能运输

系统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全国道路交通

管理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全国通信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中国LTE-V2X标准体系 4月26日，交通部公开
发布了《公路工程适应
自动驾驶附属设施总体
技术规范（征求意见
稿）》，这是国家层面
首次出台自动驾驶相关
的公路技术规范。 

4月16日，公安部交通
管理科学研究所就公
共安全行业标准《道
路交通车路协同信息
服务通用技术要求》
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一、行业发展现状 



车路协同示范应用 

 各地积极创建国家车联网先导区，车路协同从小范围测试示范向规模先导应用逐步过渡 

 全国智慧高速建设多点开花，助力车路协同率先落地高速公路 

一、行业发展现状 

车联网C-V2X先导区进展示意图 
来源：《车联网（C-V2X）技术与产业化发展》 

全国智慧高速建设情况 

在建和拟建智慧高速合计4000多公里，

涉及14个省，20多条高速公路 



面临的挑战1：车路协同建设缺少全国性统筹协调平台，用户难以获得一致性的体验 

一、行业发展现状 

 各地车路协同示范区/道路在建设主体、应用场景、平台运营、商业模式上各不相同，为跨地区行驶的车辆带来困

扰 

 车路协同信息分发缺少统一入口，用户一致性体验较差，车路协同信息整合需要全国性的统筹平台 

缺少“车路协同运营商”的角色，以协
调各方资源，为用户带来一致性体验 

车载设备路侧设备

制造工厂 注册机构 授权机构

服务商

缺少全国性的安全认证平台 应用场景部署不统一 

云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 多样化的用户入口带
来不一样的用户体验 



面临的挑战2：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与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标准缺少深度融合和统筹设计 

一、行业发展现状 

 现阶段发展模式更多是自动驾驶汽车从设计上去适应当前的道路基础设施，道路本身的智能化建设推动亟待加强 

 目前面向智能交通的道路设计标准和规范更多关注对车辆的管理需求，未深入考虑自动驾驶的控制需求 

 涉及到车路协同控制时，需要考虑路侧基础设施的功能安全问题 

总则：“为更好
地支撑车辆部分
或者完全自动化
运行，明确公路
安全设施、公路
管理设施和其他
附属设施应具备
的总体技术要求，
指导公路工程建
设，制定本技术
规范” 

道路设计逐步开始考虑 
自动驾驶汽车需求 ASIL等级，汽车安全完整性等

级 



面临的挑战3：信息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是车路协同实现商业化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行业发展现状 

 无时不在的信息交互是车路协同的关键技术基础，信息安全将成为车路协同自动驾驶落地的最大挑战之一 

10大入侵通道！ 

车身控制系统 

胎压监测 

无钥匙启动 

V2X通信 

CAN-BUS 

DCU/OBDII 

黑客入侵 

车路协同系统中信息在多种实体之间流动，如何确保信息安全和用户隐私不被侵犯需要系统化考虑 



二、长安汽车的实践 

智能化“北斗天枢计划” 

 2018年8月，发布“北斗天枢计划”，助推长安汽车向智能出行科技公司转型 

 以智能网联、智能交互、智能驾驶三大领域技术为支撑，实现智能网联运营，分阶段打造智能汽车平台 

 掌握三大领域200余项智能化技术，已实现70余项智能化功能的量产搭载，21项为国内首发 



二、长安汽车的实践 

全面布局L1-L4自动驾驶 

产业化实现连创第一：全速自适应巡航、集成式自适应巡航、自动紧急刹车、前碰撞预警、全自动泊车、遥控代客

泊车等17余项技术量产，其中行人自动紧急制动、集成式自适应巡航、全自动泊车、遥控代客泊车等6项技术做到了

中国品牌首发。 

CS55：搭载集成式自适应巡航系统，

达到自动化驾驶Level 2级别 

CS75：全自动泊车系统自动判断泊

车环境，实现斜列式泊车、钥匙召唤

出入垂直车库等7大功能 

CS75：搭载行人自动紧急制动，实

现国内品牌首发 

CS75 PLUS： 国内首发搭载遥控代客泊车（APA5.0），实现

人在车外，通过手机App和实体钥匙遥控泊车，实现常规场

景95%覆盖度，达到当前全球量产遥控泊车的最高水平 



二、长安汽车的实践 

 掌握L3级自动驾驶关键核心技术30余项，实现八大核心功能。2020年3月，中国首个实现L3级自动驾驶量产体验 

 2018年8月，国内首个实现L4级自动驾驶技术的商用示范体验运营 

 2019年7月，国内车企首个实现基于5G-V2X的L4级自动驾驶技术在开放道路场景下的示范运营 

全面布局L1-L4自动驾驶 

 2020年3月中国首个L3级自动驾驶量产体验  2019年7月L4级自动驾驶开放道路场景示范运营 



二、长安汽车的实践 

掌握车联网C-V2X核心技术，积极推动产业落地 

 已承担或参与多项车联网V2X国家科研项目，牵头完成科技部首个车联网“863计划”项目 

 牵头制定中国V2X应用层标准，同时参与多项V2X核心标准制定工作 

 在研发园区建成智能网联测试平台，实现基于L4自动驾驶的车路协同控制功能 

项目周期 长安参与的国拨项目 

2011-2013 “863计划”车路协同关键技术研究 

2012-2014 “863计划”车联网关键技术研究 

2016-2017 支持3D地图重构及自动驾驶的5G传输技术研
发与验证 

2016-2018 LTE-V技术标准化与验证 

2016-2019 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汽车和智慧交通应
用示范工程及产品工程化公共服务平台 

2016-2019 智能车联网基础理论与共性关键技术 

2017-2020  人车路协同环境下的驾驶人工作负荷变化规律
与控制权智能交互机理研究 

2018-2020 5G车联网第一阶段技术车载终端芯片研发 

参与的V2X示范活动 

无锡LTE-V2X城市级示范 

上海C-V2X“三跨”“四跨” 

长安全球研发中心 



三、思考和建议 

建议1：加快车和路的标准融合，制定车路协同一体化演进路径和实施计划 

 加快车端和路端标准协调设计，促进车路融合发展 

 路端建设须具备一定前瞻性，不仅要考虑当前车路协同感知需求，还要考虑未来协同决策控制需求 

 根据车路协同发展等级划分标准，从应用场景部署角度考虑，制定车端和路端的一体化演进路径和实施计划 



三、思考和建议 

建议2：加快车路协同测试认证评估体系建设 

 车路协同系统涉及人车路云网多个维度，为保证互联互通性和用户体验的一致性，需要建立统一的测试评价标准 

 模组、零部件、整车级的完整测试认证，是车路协同商业化应用落地的必要前提 

功耗 

卡接口 

无线资源管理 

业务速率 

协议一致性 

互联互通 

射频 
V2X功能 

信息安全 

模组 

整车 

干扰与抗干扰 

V2X性能 

信息安全 

OTA 

电磁兼容 

零部件 

导航定位 

高层协议 

高层互通 

电磁兼容 

SAR 

可靠性 

V2X功能验证 

射频验证 

应用层安全 
天线 

底层信息安全 
向整车信息安全演进 

基本V2X功能到整车V2X性能 

模块级射频为基础，最终体
现为整车干扰与抗干扰能力 

速率 

功耗 

... 

互通 

导航定位 

速率 

功耗 

... 

C-V2X测试评估体系 



三、思考和建议 

建议3：抓住“新基建”机遇，推动车路协同数据平台实现互联互通，打破数据孤岛 

 发改委在“新基建”的推进方向中明确提出“信息基础设施”和“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5G与C-V2X联合

组网，将使车路协同在“新基建”中扮演标杆示范角色 

 当前已有交管部门的数据平台、新能源车的监控平台、运营商数据平台以及车企自建的企业数据平台等，但这些

数据平台并未实现互联互通，只有打破这种数据孤岛，才能使数据的价值得到更好的体现，真正实现车路协同 



三、思考和建议 

建议4：优化、统一道路建设和维护标准 

 统一道路元素设计标准，避免自动驾驶的测试场景呈数量级增加，有利于完善测试场景覆盖度 

 优化、统一道路基础建设和维护标准，降低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难度 

路面及车道线标准的统一和优化 隧道及其设施建设标准的优化 施工路段管制设置的统一 道路维护、养护周期和标准的统一和优化 



长安汽车愿与各方合作， 
共同促进自动驾驶和智能交通的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