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八年一月

1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机动车智能化发展趋势与障碍

周炜 研究员



LOGO

简 介

周炜，博士，研究员。现任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技术研究中心（交通部公路交通试验场、国家汽

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

国家安全生产专家（道路交通组副组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专家组成员，国家安监总局、交通运输部、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武警交通部队安全技术咨询专家，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国务院调查组成员。主要从事交通运输

领域“智能安全、运行保障、车路协同、智能交通、应急处置及救援”等方面技术研究。

Introduction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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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道路交通运输系统涵盖“人、车、路、环、管、网、信”等多要素，是全要素、全过程、全

事件、全时空的国家运行机制的重要保障体系，属于综合、复杂的大系统。其中，车辆技术

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是系统中的重要构成要素。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对道路交

通运输业不断提出新要求，并推动道路交通运输模式变革与发展。如综合运输、智能交通等。

1

2
 “站在未来的5年，关注未来10年”，道路交通运输发展模式对汽车装备技术发展的需

求，包括载运装备技术发展、政策法规、标准规范、测试评价、合理优化使用等内容。

 “不跟风、不迎合”，“相对客观、低调冷静、视角宏观”看汽车装备技术发展问题，

对“机动车电动化、智能化、网络化、无人化、共享化”等热点，需要“冷静思考、深

入研究、慎重推动”，并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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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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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趋势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技术发展趋势

自动化

V2X（车联）：

车车、车路、车人、车云，

通信和信息交换，实现智能

动态信息服务、车辆智能化

控制，整个城市智能化交通

管理。

智能化=自动化+网联化

车辆主动安全：

智能化的核心构成是一系

列主动安全系统，自动驾

驶的现实应用其实质是一

系列主动安全技术叠加与

集成。

网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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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趋势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技术发展趋势

一

主动安全 V2X（车联）

多维
传感

无线
通信

网络
安全

融合
算法

环境
感知

智能
控制

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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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趋势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技术发展趋势

一

多维传感：多维度、多种类

车内传感器——车况信息

车外传感器——车外环境

路侧传感器——路况信息

摄像头（长距摄像头、环绕摄像头和立体摄像头）：

车道偏离预警 前视

前向碰撞预警 前视

交通标志识别 前视 侧视

车道保持辅助 前视

行人碰撞预警 前视

盲点监测 侧视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 内置

雷达：

激光雷达 分辨率高、精度高 、抗有源干扰

能力强、动态3D建模。

毫米波雷达 穿透能力强、探测距离远、 稳定、

弥补激光雷达和超声波雷达使用场景。

超声波雷达 穿透能力强、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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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趋势
——技术发展趋势

一

环境感知：对各传感装置、自动控制器件、路侧感

知终端等多源异构的实时海量信息进行融合并从中

挖掘出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的动态信息、道路

状况交通指示信息，为车辆行驶控制、交通系统运

行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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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趋势
——技术发展趋势

一

V2X：以车内网、车际网和车载移动互联网为基础，基于统一的协议和数据交互标准，在车-

X（车、路、行人及互联网等）之间，通过融合传感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技术、智能控制技

术等进行无线通讯和信息交换，实现智能化交通管理、智能动态信息服务和车辆智能控制。

9



LOGO

机动车智能化发展趋势
——技术发展趋势

一

无线通信技术：

远距离移动通信技术——5G（低延迟、高速移动、高数据传输速度和高容量的特点将使传感器的关键数据能够

有效地与云端联通，从而超越单个车辆上的车载处理能力）。

短距离无线通信——RFID、DSRC、WIFI2.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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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趋势
——技术发展趋势

一

融合算法与智能控制：

——整合车、路、人各种信息，利用大数据融合、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控制技术，分析计算路况、大

规模车辆路径规划、智能交通调度和车辆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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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趋势
——行业发展趋势

一

行业发展趋势表现为“四种模式”的转变：

一是以数量收益的模式逐步转变为以质量收益的模式；

二是以规模发展的模式转变为以个性化发展的模式；

三是供给主导市场的模式转变为需求主导市场的模式；

四是以产品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服务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未来车型及数量由提供出行/运输服务产业决定并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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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趋势
——前景预测

一

汽车智能化前景预测：

——无人驾驶产业生态

——零死亡、零受伤

——零事故交通

——智能交通与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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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认识误区
——总体规划

二

孤立—协同：设计生产“无人驾驶”的样车，现在已经不存在技术问题；但造就“无人驾驶”环境，

是未来长期的愿景（2086年）。汽车的智能化，一定不是孤立的智能汽车，“立体通讯、车路协同、

高度融合”。

产品升级—生态战略：汽车智能化的意义不仅在于汽车产品与技术的升级，更有可能成为汽车及相

关产业全业态和价值链体系重塑的重要组成，将成为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同时是智能

交通系统的重要环节，是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支撑之一。

行业竞争—国家战略：国家必须高度重视顶层设、标准和法规体系、培育汽车智能化产业链上重点

企业、协调引导相关产业与技术领域， 站在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统一规划智能交通体系与汽车

智能化产业链；力争在智能汽车抢占战略先机，支撑中国汽车产业早日实现由大变强，进而带动中

国制造业成功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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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认识误区
——技术路线

二

——智能化汽车实现无人化，需要多种类多维

度的传感装置，包括图像传感器、雷达、GNSS、

高精度地图等。

——四个不可行：

（1）仅仅依赖本车的智能化不可行；

（2）仅仅依赖GNSS及高精度地图不可行；

（3）仅仅依赖单一种类感知识别不可行；

（4）智能机器人驾驶车辆不可行。

21



LOGO

机动车智能化认识误区
——行业发展

二

智能汽车首先依然是汽车产品：造好“传统”汽车是造好智能汽车的前提和基础。拥有一些智能互联技

术或平台绝不等于就能造好智能网联汽车。

——切勿陶醉于所谓“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必须踏踏实实提升支撑产业发展的基础工业实力。

多领域协同：发展智能化是一项涉及广泛、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汽车、交通、信息、通讯、电

子、城市建设等各领域的关键技术突破，需要跨行业、跨领域进行多方协作。

——绝非某几家汽车企业、关键零部件企业或互联网企业通过合作就能实现。

行业发展“防止四种误区”：一是产业规模防止无序扩张，二是产业方向防止超越现实，三是产业系统

防止纵向垄断，四是汽车产品供给防止与运输业态需求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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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障碍
——技术发展

三

传统汽车产业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有明显差距：质量控制能力和基础研发能力不足，尤其是汽车底盘

性能，本土供应商的实力大多有限，产业链条上存在关键缺失无法闭合；而与汽车产业紧密相关的基础

工业水平，包括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元器件及技术基础也存在严重不足。

智能互联相关的核心技术领域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基本完成了V2X

通信及控制的大规模道路测试评价，并通过各类组织形成联盟关系，试图构建统一的行业标准，以期形

成新的行业壁垒。如不能在产业新格局形成阶段介入其中，很可能会被屏蔽于外。

从四个维度突破障碍：一是汽车底盘技术是根本（整车级），二是汽车零部件是核心（零部件级），三

是系统的可靠性是难点（系统级），四是汽车网络安全是保障（交互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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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障碍
——政策法规

三

2017百度AI开发者大会，百度董事长李彦宏通过视频直播展示了乘坐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

汽车的情景。交管部门展开调查。现行法规并不允许无人驾驶汽车上路。

——智能化汽车发展缺乏落地政策、法规支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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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障碍
——社会文化

三

公众接受度低、道德和伦理问题：

电车悖论——在无人驾驶汽车面临交通事故时，

它的回避动作很可能决定乘客和行人的生死。

——大部分的 Google 自动驾驶汽车事故都是

被追尾。在这个场景下，如果把无人驾驶汽车系

统设置为“伤害人数最小化”的话，无人驾驶汽

车可能会为了规避后方车辆而冲上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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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建议四

汽车产业的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度深。目前，汽车热点技术（电动化、智能化、网络化、无

人化、共享化）在全社会广泛推动，但任何前瞻性新技术运用都有“成本效益、适用范围以

及使用条件”。

如果不考虑新技术的推广运用适宜性条件，并将新技术绝对化以及忽略运用条件，将会带来

产业理性发展以及安全发展等方面的隐患或者问题，甚至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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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建议四

聚焦精力突破最迫切核心技术，完

成汽车热点技术（电动化、智能化、

网络化、无人化、共享化）全闭合，

实现基于“汽车强国和自主发展”

的汽车产业良性可持续发展。

——技术推动

汽车转向控制技术，如机电液线控系统；

汽车制动控制技术，如ESC/ESP、EBS；

汽车动力驱动技术，如大容量动力源、高效传动系统；

汽车行驶稳定性控制技术，如防侧翻系统；

汽车轻量化技术，如高强钢辅以结构优化；

车路协同通讯协议及网络安全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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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建议四

——市场需求

1、行业需求：未来道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车辆装备的需求。

（1）货运模式：大宗货物的集约化运输、小批量货物的专业化运输、各类需求的差异化服务

（如配送），推动综合运输（如驮背运输、滚装运输、甩挂运输、模块化运输）。

（2）客运模式：各类需求的差异化服务（如老人旅游、企业通勤、超长途转化为包车服务），

推动综合客运接驳（多种客运模式接驳枢纽，以机场及铁路客运站为圆心400km为半径覆盖范

围，区域内不超过800km跨度），尝试共享（需要深入透彻研究）。

（3）技术需求：立足于5-10年，汽车技术自主发展建议。

一是车辆本体技术完善，包括转向、制动、动力等系统；

二是车辆的智能化技术推进，重点是基于车路协同的智能安全；

三是道路交通运输新型模式对车型结构提出匹配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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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智能化发展建议四

——市场需求

2、关键问题

长期关注：安全（前提）+高效（目标）+节能（效益）+减排（要求），目标是在安全前提下完

成人/货转移任务。

紧迫问题：安全，“碰撞类”事故是“牛鼻子”，也是突破点。

责任主体的角色转换与监管重心转移，驾驶人—装备提供者（制造者）；

封闭场地规范化测试—半开放场景验证—开放道路示范；

标准化及标准体系建设，形成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监管体系；

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智能车和智能路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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