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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路协同与未来智能交通的发展方向



安全：发展智能网联汽车，采用自主式辅助驾驶技术，结合
基于车联网V2X技术的行人及非机动车预警、弯道安全限速
控制，交叉路口优先权辅助，换道冲突预警与控制等，道路
交通安全或将减少80%

缓堵：智能网联汽车采用实时路况显示，通行路径规划等技
术，可使城市交通拥堵减少约60%，使现有道路网通行能力
提高2-3倍，降低20%能源消耗，减少30%尾气排放

节能：我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石油进口国，提升
汽车智能化、网联化水平，是节能减排的必经之路。

未来的交通是车路协同的交通：聪明的路+聪明的车

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

交通安全

能源紧缺

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日益紧迫



“有人”“人机共驾”“无人”

感知模式的变化：人感知到协同感知

决策模式的变化：人决策到群体决策

管控模式的变化：引导人到系统控制

第一步：“聪明的路”+低等级智能车 第二步：“聪明的路”+高等级智能车

交通大数据基础云控平台

多维+多基协同感知
固定感知+移动感知

“聪明的路”

提升车辆的感知、
决策和控制能力

基于精准时空信息的多
源异构数据融合感知

“聪明的路”

AI2.0+网联

聪明的车
车路协同

多模式通信+信息安全

公交专线、场区专线等固定路线及场景示范应用并逐步扩展

• 未来的交通是车路协同的交通：聪明的路+聪明的车



智能网联交通的进展与探索
三大产业（ 5G+C-ITS+CAV）融合发展，带来智能网联汽车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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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
CAV

• 电动化 EV
• 自主化 AV
• 网联化 CV

宽带移动通信
5G

• 高并发
• 高带宽
• 短时延

协同智能交通系统
C-ITS

• 智慧路网
• 车路协同 I2V

通信、汽车、交通三大产业融合，产生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与新业态，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一个战略，移动通信的“3G跟随、4G并行、5G超越”的国家战略。
第二个战略，就是新能源汽车的弯道超车国家战略。
第三个战略，最新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国家规划。

日本自动汽车研究所
JARI, Tsukuba 
Science City

世界智能汽车&智能交通测试与示范区

美国Willow Run
Willow Run, USA

瑞典AstaZero
AstaZero, Sweden

国家智能汽车&智慧交通示范区
National CAV&C-ITS Pilot Zone

北京，上海，浙江，重庆
Beijing, Shanghai, Zejiang,

Chongqing

美国M-City
M-City, USA



智能网联汽车基地的进展与探索
示范区整体框架

绿色用车
Eco-driving

先进充电技术Advanced car 
charging technolog

分时租车网络Periodic car 
renting network

智能充电网络Intelligent car 
charger network

智能驾驶
Intelligent driving

智慧路网
Smartway

便捷停车
Convenient parking

生活服务
IOV Services

智慧管理
Intelligent Mgmt.

ADAS研发与验证
ADAS researching & testing

无人驾驶示范区建设
Construction of 

Pilot Zone 
for auto driving 

道路湿滑预警
Sloppy warning

视距影响下交叉口
车辆冲突避免Car warning 

on Intersection

绿波带通行
协作式车队

Green wave 
intelligent control 

立体停车Stereo parking

分时停车Periodic parking

停车充电一体化
Integration of parking 

and charging

开放道路测试示范
Opening road test-bed

城市综合示范
Small City test-bed

场 -> 路 -> 城三级试验&示范支撑
Closed Field -> Opening Road -> Small City 3 levels of  testing & pilot project

封闭试验场 & 检测认证中心
Closed test-bed & testing / certification center

面向商用车的车载服务
Service for 

commercial vehicle

面向乘用车的车载服务
Service for 

passenger vehicle

快乐体验生活
Happy car life

智慧交通一体化
Intelligent Transport 

Integration

智慧管理平台化
Intelligent platform-based 

management system

传感器Sensor for CAV



人工智能的四次浪潮

2016-2030年，ANI (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弱AI：在单一领域，用大量
的数据，做非常强大的推测和判断。

AI的第一波浪潮：互联网AI

AI的第二波浪潮：以业务流程为中心，激活已有的数据，创造商业价值

AI的第三波浪潮：实体世界智能化，传感器普及，视频语音新应用
 视频监控
 语音识别

AI的第四波浪潮：全面自动智能化，自动驾驶，工业机器人
 AI将进入每一台汽车，每一段道路，Smart Road + Smart Car打造真正安全的自动驾驶
 将带动智慧交通、机器人、AI芯片、传感器、高精度地图、控制系统、汽车制造
 有可能成为下一代巨大的操作系统

特点：采集数据

特点：创造数据



类脑智能交通平台

• V1.0 类脑交通系统（交通拥堵缓解，交通秩序改善，城市交通改善），集
中式信号控制取代单点式控制，区域性优化和精准配时服务；

• V2.0 类脑智能交通平台与智能网联汽车结合；

• V3.0 类脑智能交通平台与无人驾驶公交结合；

• V4.0 类脑智能交通平台解决城市共享微循环；

同步进行新交通秩序下交警执法的研究，和非机动车检测技术的研究。



类脑智能交通平台

—Brain-inspired Intelligence for Transportation

以信号为核心的类脑城市交通计算中心

多模态感知

超声波雷达和视频精准实时车辆
检测，AI视频在线分析，V2X，道
路结化传感，浮动车数据融合

自主学习与记
忆、思维、决策
等相关的认知脑

模拟

类脑多模态信息处
理

基于神经机制的类
脑机器人

信号优化配时，协调控制信号机

交通管理的经验被逻辑和规则
化，组建专家方案库，管控策略

历史交通数据，公众数据自主学
习，自我评估



• 深度学习

• 数据，算法，算力

视频智能分析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

采用融合业务架构，支持通用计算板卡、GPU计
算板卡混插，实现通用计算业务、智能分析业
务、大数据业务，可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城市的
建设。一台昆仑二代可并发处理2.4亿人脸大库
智能搜索、或200亿人车物的结构化数据分析、
或8亿人脸数据秒级“以图搜索”应用，具备强
劲的高并发处理能力和集群化管理能力。



• 第一个是感知，对车辆，

行人，非机动车辆的检测，

对交通干扰因素的检测

• 第二个是车辆身份的识别

• 第三个是车辆的行为分析

• 第四个是驾控，即汽车辅

助驾驶和无人驾驶

视频智能分析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



•车辆检测与感知

•路口的感知
•目前的中国很多城市交通拥堵很严重，很多十字路口的红绿灯配时并不最优，通过基于深度学习的车辆

精确感知检测，可以精准的感知交通路口各个方向的车辆数量、流量和密度，从而可以给交通路口的最

优配时提供准确依

视频智能分析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



•路段的感知与应用

•通过路段的感知，可以基于原有监控系统获取到道路的

总体交通路况，通过这种车辆检测技术就可以为道路路

况分析、交通大数据、交通规划等提供可靠的数据依

据。

•路侧停车的感知

•有两个方面的应用，一个是路侧违法停车的感知和抓

拍。另外一个就是路侧停车位的管理，之前的方案在外

场要感知车位是否被占用，一般通过地磁感知，成本非

常高，系统可靠性也是问题；基于图象的识别则可以很

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一台摄像机即可监控和感知一大片

区域的停车位是否被占用。

•停车场的感知

•出入口的车辆感知

视频智能分析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



• 车辆身份特征识别

• 通过深度学习提升的车辆识别不仅仅是车辆的车牌识别准确率，还能实现更多维度的识别，也就是不仅精

确识别车牌，还有车辆的颜色，车辆的类型，车辆的品牌年款，车辆里人物，车辆挡风玻璃上的特殊标志

以及车辆尾部的特征标志等。

视频智能分析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

• 红外智能识别



• 交通视频数据结构化分析和应用

• 交通事故及事件检测，基于连续视频可以分析车辆的行为，检测如车辆停车、逆行等行为，发现交通事故

和交通拥堵进行报警。

视频智能分析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



• 驾控，无人驾驶和辅助驾驶

• 无人驾驶和汽车辅助驾驶。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点就是视频智能分析，通过图像识别前方车辆、行人、障碍物、道路
以及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识，这项技术的落地应用将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出行体验，重塑交通体系，并构建真正的智能
交通时代。

• 计算机视觉技术过去5年内取得的成绩甚至是远远超过了之前以前的20年，得益于深度学习技术带来的巨大进步，通过计算
机视觉的广泛应用，能够大大提升智能交通系统的感知精度与维度，让智能交通系统更加智慧。

视频智能分析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

基于复杂特征的多类型道路主体目标自动识别基于复杂特征检测实现的自动道路识别及
行车实时预警技术



行车安全距离提示

道路结构化物联传感基础设施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



 感知路面车辆，获得相关交通数据
 无线传送给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交叉口信号自适应控制
 交通管控中心用于路网的管理和控制

交通信息检测

道路结构化物联传感基础设施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



皮肤遍布神经单元，每
一处均能实时感知信息

战略机会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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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最 大
商用车车联网平台

 2013年1月1日起，国家启动首个“北斗示范工程”，平台在9个示范省份正式上线

 2014年7月1日，根据三部委5号令，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全国推行

商用车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与智能应用



随着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2014年第5号令的落地实施，平台入网车辆

数正以每日8000辆左右的数据递增。

平台自2013年1月1日上线以来至今，应用自动化的科技手段为道路货运车辆提供安全监控提示超

过26亿次。

平台大数据显示，通过自动监控及提醒，车辆超速驾驶的纠正率高达96%，疲劳驾驶的纠正率亦达

到41%之多。根据对样本车辆从3月初到7月底的持续跟踪，发生疲劳的车辆数下降37.6%。

货运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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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车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与智能应用



创立于

2000年

位于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

股票代码

002373

构建车路人云自主协同一体化的下一代智慧交通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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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千方简介



千方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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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方简介

业务



千方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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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方简介

业务



 典型案例—智慧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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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条高速公路，成为行业领先品牌



 典型案例—智慧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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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余个智能交通项目，行业领先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