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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车发展之路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 US DOT  



自动互联车辆 

车辆必然走向自动互联车辆，这种技术将大幅提高道路安全性和交通效率 

----  美国运输部长Ray LaHood 



When cars have the correct sensors and connections,  cars may drive themselves. 
The human driver will take over the wheel only when necessary.  

未来走向“机器人车辆”Robotic Vehicles 

n  无人互联车研发领军者：Google和IBM，基于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的预测驾驶技术，大
大缩短汽车控制反应时间。 

n  竞争者：GM首款半自动互联车辆2017年下线，
即Cadillac的Super Cruise轿车。 

n  更多强者：Ford auto-driving概念车、Renault 
Kwid概念车，Nissan, Peugeot, Volks Wagen等
也正在研发自动互联车辆。 



美国：大力发展互联车辆技术 
美国交通部及其私营伙伴正致力于解决技术、安全和政策层面的挑战，
帮助制定相关标准和主干车辆通信体系结构 

美国交通部内部致力于互联车辆研究的机构： 
u Research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y Administration (RITA) 
u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 
u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HWA) 
u Federal Motor Carrier Safety Administration (FMCSA) 
u 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FTA) 
u Federal Railroad Administration (FRA) 
u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MARAD) 

其研究得到美国智能交通协会的支持和协助 



美国交通部的安全试验"Safety Pilot"  
 
 
u  2012年9月12日，一项美国交通部研究项目：密西根大学和汽车制造商

（GM, Ford和Toyota）经一年多的公路实验，验证了3000余辆车（客车、
货车和公交车）之间的DSRC通信有效性。  

u 该项目对所有DSRC设备在多种车辆、交通设施及设备类型中应用的可扩展
性、安全性和互操作性做出了系统评价，以促进互联车辆的商业化进程。 

u 通过该试验，测验民众对互联车辆的接受度。设计的“驾驶员诊
所 ”（driver clinics），可收集司机对新设备、新应用和新服务的反应。 

美国交通部预计，2011年的新车约1/5可与外部设备通信； 
                                到2020年，全球约有2.5亿辆互联智能车。 



互联车辆：可与车内及车外设备和服务 (其它车辆、家、办公室或道路
设施) 通信的智能车。车辆通过局域网网络获取其他车信息、道路信息、
交通状况、事故信息等。  

互联车辆概念及功能 

Ø 安全相关系统基于IEEE 802.11p通信标准
（DSRC/WAVE），非安全应用则基于其它通
信技术 (如蜂窝通信，卫星通信等)。  
Ø 不同类型的车辆（轿车／卡车／巴士／公交）
可相互“对话”，交换安全和机动性信息。 
Ø 互联车辆也可与信号灯、作业区、收费站、
学校及其它基础设施“对话”。 
 
车辆之间交换的信息通常是匿名的，因而车辆
不会被跟踪，安全性不受影响 



Ø  通信功能：与其他车辆及交通管理系统通信，可减少交通拥堵和延误； 
Ø  自动障碍检测与避碰：检测周围车辆／行人，自动采取避碰操作； 
Ø  自动指令功能：根据用户定义的安全及节油策略，更改司机驾驶操作； 

2015款Hyundai Azera汽车备有车内安全报警App（Blue Link），父母可监控未成年子
女驾驶汽车。通过设置车速、行车时间及地点等限制，当子女开车超过限制时，父母
会收到短信／email报警，同时在车内数字仪表盘上显示相关提示和警告。汽车也可自
动按照父母设置的限速等指令行驶。 

Ø  多车辆协同行驶功能：可组
成队列（platoon或road train）
行驶以减小空气阻力、节约
燃油、提高路容。驾车者可
免于驾驶，观看电影、查看
邮件／微信、接打电话等。 

互联车辆的功能特点 



互联车辆的其他功能： 
 
Ø  4G／Wi-Fi 热点：很多新车可提供4G或wifi热点服务及蓝牙服务。 
Ø 支持智能手机（iOS和Android）的私人应用系统及App。 
Ø 停车场app：通过智能手机定位附近的停车场，自动泊车并支付停车费。 
Ø 播放网络音乐、播客、电台：通过智能手机、其他上网终端（笔记本、

Ipad等）。  
Ø  汽车系统诊断：提醒司机所需的服务和车辆自身问题，如油压、发动机／

轮胎／刹车诊断，等等。  
Ø  路边协助：发生事故或其它危险时，根据情况帮司机联系交通管理部门或

营救队伍。 
Ø  语音指令控制：主控单元对语音做出反应，类似于苹果系统的Siri助手，比

如，可以命令车辆“导航到最近的加油站”。 
Ø 情景协助：计算机系统可学习司机的爱好习惯，并提供所需的协助，比如，

当汽油不足时，自动显示附近的加油站。  
Ø 通、安全及碰撞警示：车辆通过导航软件或城市地图app，提示车辆碰撞、

交通拥堵等警示信息。 
Ø 出行提示／信息提示：车辆利用外部app还能通知司机合适的出行时间，并

告知朋友或同事该车的到达时间。 



互联车辆与智能手机的关联越来越紧密，2010年后出产的很多车辆都可通
过手机App检查汽车电池状态、确定停车位置、远程启动空调等。 

互联车与智能手机的功能集成 

 
Ø  Apple： 
2014年3月Apple发布了基于iOS的CarPlay，
可通过Siri和Lightning Connector连接iPhone
和汽车信息娱乐单元。用户有Hyundai/
Ferrari/Benz/BWM 

Ø  Google： 
2014年1月Google成立开放汽车联盟（Open 
Automotive Alliance），联盟包括Google、
Audi、GM、Honda、Hyundai等。将
Android系统引入汽车中。 
 
2014年6月，Google的Android Auto系统发布
（类似Apple的CarPlay），连接Android智能
手机与汽车信息娱乐单元。用户有Hyundai/
Honda/Volvo/Audi 



汽车-手机操作系统： 
 
Ø  Airbiquity: 提供互联车辆服务操作系统。Airbiquity解决方案为用户

提供语音与数据服务，包括实时交通路况、天气信息、send-to-car
应用程序及SOS紧急求助、路边救援和汽车诊断等安全服务。 

Ø  Mirrorlink: 车辆连通联盟（Car Connectivity Consortium）开发的操
作系统，将智能手机的内容映射到汽车仪表盘屏幕上，提供基于位置
的服务（LBS）软件Glympse（位置分享）和Parkopedia（停车辅助）。 

Ø  WebLink: 是CarPlay的另一竞争对手，提供支持互联车辆的操作系统
QNX。QNX比较流行，市场份额最大。 



互联车辆的作用与意义 

互联车辆可望破解道路交通挑战： 
 
u 提供连续实时的连通和服务，形成开放的、便于调控的动态交通网络。 
u 各类互联车辆（轿车、巴士、货车、公交）与信号灯、手机及道路设施建

立安全、互操作的通信网络，有望彻底改变出行方式和交通模式。 
u 有效保证安全、机动性和节能环保 

u 可为司机提供无死角安全信息，甚至司机看不见的状况。互联车辆可在
司机并未意识到的潜在危险状况下为其提供安全警示（如：车辆从盲测
并入或前方车辆紧急刹车、结冰道路和危险弯路等），减少交通事故
危险。 

u 通过与基础设施通信，可提示司机：学校／医院等重点区域、道路施工
区域，及前方路口信号灯状态及切换时间。 

互联车辆如何提高安全性 



互联车辆如何保证交通机动性 

u 根据互联车辆提供的车辆行驶状态、时间和路线等最新信息，交通
管理者可升级先有交通信号等控制系统，确保道路更畅通、更安全。 

u 互联车辆与手机等移动设备和路边系统共享信息，有望促生能改善
交通机动性和交通畅通性的应用技术，比如车-路协同控制技术，从
而方便人们出行。 

互联车辆如何降低环境影响 
u 互联车辆提供的实时信息方便司机做出更绿色的交通决策。例如：

实时交通状况信息可帮助司机避免不必要的起停，实现最优燃油
效率。 

u 基于互联车提供的信息，出行者可通过变更路线、改乘公交或改变
出行计划等措施，避免拥堵，使出行更加生态友好。 

u 人们可基于实时信息更确切地估计公交车到站时间，改进公交与
铁路、航班的衔接，提高公共交通对普通大众出行的吸引力，降低
驾车出行的环境影响。 



Ø  Road and traffic scene understanding 
Ø  Lane detection and lane keeping 
Ø  Pedestrian and vehicle detection 
Ø  Collision prediction and avoidance 
Ø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Ø  Environment perception and vehicle localization 
Ø  Real-time perception and sensor fusion 
Ø  SLAM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Ø  Real-time motion planning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Ø  3D modeling and reconstruction 
Ø  Human-car interaction 
Ø  Cooperative multi unmanned vehicles 
Ø  Communications conflict management 
Ø  Enhanced and green mobility 
Ø  Fully autonomous driving and collision avoidance 
Ø  Navigation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Ø  Vehicle modeling and control 

互联车辆关键技术与挑战 
Ø  道路及交通场景理解 
Ø  车道检测与保持 
Ø  行人及车辆检测 
Ø  碰撞预测与规避 
Ø  驾驶辅助系统 
Ø  环境感知与车辆定位 
Ø  实时感知与传感器融合 
Ø  动态环境中的同时定位与绘图 
Ø  动态环境中的实时运动规划 
Ø  三维建模与重建 
Ø  人车交互 
Ø  无人车协同 
Ø  通信冲突管理 
Ø  强化绿色机动性 
Ø  全自动驾驶与避碰 
Ø  动态环境中的导航 
Ø  车辆建模与控制 



互联车辆需如下基础设施： 
u 建立用于车辆共享安全、诊断信息及验证授权等信息的基础网络 
u 构建以V2V通信为核心的V2X应用网络管理云平台 
u 建立DSRC网络及交通路口Wifi热点，及必要的广域通信系统（如蜂窝

和卫星通信) 

互联车辆面临的挑战 

先有鸡，先有蛋？ 

u 汽车制造商：没有基础设施、设备提供通信保障，不肯投资开发并装
备车内通信设施 

u 政府和交通机构：没有车载设备支持通信，又何必投资建设基础设施？ 

能赢得用户吗？ 

u 用户不愿为车辆互联设备承担额外成本，倾向于用智能手机满足其车
内联网需求 



信息安全吗？ 

u 恶意软件可能破坏汽车安全系统的完整性 
²  实验室概念研究（proof-of-concepts）表明：有可能从外部打通

车辆内部网络的安全保护，控制汽车某些功能，或支配驾驶员
指令（如：阻止刹车，关闭引擎，关闭车灯等） 

u 隐私保护也是重要问题 
²  何时/如何公开个人信息？   
²  哪类数据导致个人信息泄漏? 
²  用户控制在什么范围?  
²  数据保存与防识别政策? 
²  相关机构应承担何等责任? 





Connected vehicles is the next great opportunity for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基于互联车的下一代交通技术 
——协作智能交通系统C-ITS 



道路交通----老问题，新挑战 

基于互联车辆的下一代智能交通系统 

p 车辆数量迅速增加，道路容量饱和（拥堵、事故、污染） 
p 车辆尾气污染日益严重（>16%空气污染) 
p 货物和人员运输成本巨大（欧洲年1.8亿吨柴油，1.2亿欧元人力） 
p 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 

p  更节能：降低油耗约20% 
p  更安全：减少人为因素交通事故约90% 
p  更高效：提高道路利用率约2倍 
p  低成本：节省燃油及人力成本 



n    智能车路系统 
l 道路智能化：传感器，RSU通信 
l 车辆智能化：无人车辆，互联车辆 

n  车路联通 
l 车联网，车-路互联 

 
The Next Big Thing：车路协同的新型交通控制 

l 信号灯-车辆协同控制 
l 跨区域车辆协调控制与交通优化 

道路交通：新时代，好机遇 



基于互联车辆的交通控制构想 

u  D. Jia, K Lu, J. Wang, X. Zhang, X.M. Shen. A survey of platoon-based vehicular cyber-physical Systems. 
IEEE Communication Surveys & Tutorials, 18(1): 263-283, 2016 



下一代智能交通控制系统体系结构 

上层控制器 

u  L.D. Baskar, B.D. Schutter, H. Hellendoorn.  Traffic management for automated highway systems  
using model-based predictive control. IEEE Trans.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13(2): 838-847, 2012 



未来交通控制系统必然是信息物理系统 



局部车路协同分层控制体系分解图 



车路协同控制分层控制原理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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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路协同控制的难点问题 
 

车路协同控制的主要难点： 
v 大量节点（车辆、路边单元RSU、路面传感器） 
v 有限的资源（通行、通信资源、能源） 
v 整体交通受制于有限资源 
v 每台车辆需参与控制 
v 网络覆盖范围、通信带宽有限 
v 车辆快速行驶，网络接入时间短，频繁通信中断 
v 环境随时变化，干扰车-车、车-路通信 
v 带宽有限的VANETs不能同时容纳所有车辆及道路单元，只能
分时分组接入网络 
v 如何通过车辆的协作控制和合理的车-车、车-路通信资源分配，
实现车辆控制及通信调度协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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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智能交通系统关键技术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