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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强顶层设计，全面推动车联网产业技术研发和标准

制定，推动整个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部门联合组织制定《国家车联网产

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以下简称《建设指南》)。

车联网产业是汽车、电子、信息通信、道路交通运输等

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是全球创新热点和未来发展制高

点。《建设指南》充分发挥标准在车联网产业生态环境构建

中的顶层设计和基础引领作用，按照不同行业属性划分为智

能网联汽车、信息通信、电子产品与服务、车辆智能管理等

若干部分，为打造创新驱动、开放协同的车联网产业提供支

撑。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

组织制定的《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车辆智能管

理)》，主要针对车联网环境下的车辆智能管理工作需求，指

导智能网联汽车登记管理、身份认证与安全、道路运行管理

及车路协同管控与服务等领域标准化工作，推动公安交通管

理领域车联网技术应用与发展，提升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与智

慧交通水平，并逐步与《建设指南》其它部分共同形成统一、

协调的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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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聚焦国家交通强国、科技强国、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战略，发挥标准的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满足车联

网环境下的车辆智能管理工作需求，加快推进现代科技与交

通管理的深度融合，促进车联网技术和产业发展，建立适应

我国技术和产业发展需要的车辆智能管理标准体系。

（二）基本原则

坚持统筹规划。加强车辆智能管理标准体系顶层设计，

基于《国家车联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总体要求）》，结合公

安交通管理工作实际，科学确定发展重点领域，合理规划车

辆智能管理标准体系结构，满足车联网产业发展需求及车联

网环境下车辆管理需要，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坚持创新驱动。强化以车联网科技创新为动力，推进科

技研发、标准研制和服务公安机关交通治理能力、服务群众

能力跨越式发展，提升车辆智能管理标准化水平，加大标准

实施、监督和服务力度，提高标准化效益。

坚持实战引领。坚持突出重点、急用先行的原则，以解

决实际问题为切入点，以保障车联网技术落地应用为着力点，

以提升车辆智能管理能力为落脚点，优先制修订保障车联网

城市级验证示范、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等工作的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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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目标

针对车联网产业发展技术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及道路交

通管理行业应用需求，分阶段建立车辆智能管理标准体系：

到 2022 年底，完成基础性技术研究，制修订智能网联汽车

登记管理、身份认证与安全等领域重点标准 20 项以上，为

开展车联网环境下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车联网城市级

验证示范等工作提供支撑；到 2025 年，系统形成能够支撑

车联网环境下车辆智能管理的标准体系，制修订道路交通运

行管理、车路协同管控与服务等业务领域重点标准 60 项以

上。

二、构建方法

（一）建设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机动

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车辆

管理是公安交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社会性、服务性

和技术性等基本属性，具体工作内容为拟订相关政策、法规，

开展机动车登记、检验合格标志核发，协同有关部门监督机

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等。构建科学、合理的车辆智能管理标准

体系应在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整体框架下（详见图 1），

充分考虑当前车联网产业发展水平和趋势、公安交通管理领

域车联网技术应用需求、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政策、道路

交通管理设施现状、交通参与者行为等方面影响，满足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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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工作实际需求。

国家法律、政策、战略要求

智能网联
汽车

标准体系
信息通信
标准体系

智能交通
相关标准

体系

车辆智能
管理标准

体系

电子产品与服务标准体系

图 1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结构图

主要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4.《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5.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车联

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总体要求）》、《国家车联网产业

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国家车联网产业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信息通信）》、《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电子产品与服务）》；

6.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

7.工业和信息化部《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

（二）构建思路及架构

车联网产业是依托信息通信技术，通过车内、车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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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与路、车与人、车与服务平台的全方位连接和数据交互，

提供综合信息服务，形成汽车、电子、信息通信、道路交通

运输等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智能网联汽车是车联

网运行的主要载体，是指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

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与 X（人、

车、路、云端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备复杂环境感知、

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等功能，可实现“安全、高效、舒适、节

能”行驶的新一代汽车。车联网环境下的车辆智能管理主要指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针对智能网联汽车开展的车辆管理、驾驶

人管理、道路通行秩序管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等道路交通

管理工作。

构建车辆智能管理标准体系的思路是:围绕道路交通管

理中心工作，以推动车联网技术在公安交通管理领域应用、

保障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为核心，提出智能网联汽

车登记管理、身份认证与安全、道路运行管理及车辆协同管

控与服务等领域国家、行业标准（标准架构体系见图 2）。其

中，开展登记管理是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测试和上道路行

驶的基本前提；在车联网环境中，车辆及其驾驶人、道路交

通管理设施具有数字身份并对其进行验证是确保信息交互

及安全的关键环节；针对智能网联汽车开展道路通行秩序管

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等道路运行管理工作是车辆智能管理

的核心所在；车路协同管控与服务工作是支撑车联网技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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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管理领域应用的根本保障。

车辆智能管理

登记管理 身份认证与安全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管理

支撑开展准予智能网联汽车
上道路行驶法定登记工作

接入车联网的汽车、路侧
交管设施等身份可信保障

确保上道路行驶智能网联
汽车安全运行

车路协同管控与服务

支撑智能网联及信息交互实现

图 2车辆智能管理标准体系建设架构图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总体要求）》对

车辆智能管理部分的框架和内容进行了界定，主要包括车辆

智能管理基础标准、产品类标准、安全类标准和智能网联汽

车运行安全测试与规范管理标准等 4大类。随着车联网产业

的不断发展，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开展车辆智能管理工作的领

域、范围和方向进一步清晰和明确，拟归口制修订的相关标

准主要定位于支撑智能网联汽车的运行安全管理，以管理类

标准为主。同时，随着《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智能网联汽车）》、《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信

息通信）》、《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电子产品

与服务）》相继发布，车辆智能管理部分的架构进一步明确：

保留基础标准类别；细分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测试与规范

管理类别，调整为智能网联汽车登记管理、身份认证与安全、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管理、车路协同管控与服务等 4类；车辆

智能管理产品、安全标准不再单设类别，相关标准分别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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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登记管理、身份认证与安全、智能网联汽车运

行管理、车路协同管控与服务类别。

三、标准体系

（一）标准体系结构图

车辆智能管理标准体系主要包括基础标准、智能网联汽

车登记管理、身份认证与安全、智能网联汽车运行管理、车

路协同管控与服务标准等 5部分，如图 3所示。

图 3 车辆智能管理标准体系框架图

（二）标准分类说明

1.基础标准

基础类标准为其它各部分标准的制修订提供支撑，主要

包括术语和定义、分类和编码、符号等 3类标准。

车
联
网
车
辆
智
能
管
理
标
准
体
系

101 术语和定义

400 智能网联汽
车运行管理

100 基础

200 智能网联汽
车登记管理

300 身份认证与
安全

500 车路协同管
控与服务

102 分类和编码

202 运行安全测试要求

201 运行安全要求

401 交通秩序管理

402 交通事故处理

403 实时运行管理

302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身份与安全

303 身份认证平台及电子证件

501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信息交互

502 道路交通管理信息服务

301 智能网联汽车身份与安全

103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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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术语和定义。车辆智能管理术语和定义标准用于

统一相关的基本概念，为各相关行业协调兼容奠定基础。

（2）分类和编码。分类和编码标准用于支持对道路交

通管理基础信息的存储、传输、辨识和访问，主要包括道路

交通管理设施分类与编码、道路交通事件分类与编码等标准。

（3）符号。符号标准用于对道路交通管理设施、道路

交通事件等进行标识与解析。

2.智能网联汽车登记管理

支撑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测试、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开

展智能网联汽车登记、在用车定期安全技术检验等安全管理

工作，包括运行安全要求、运行安全测试要求 2类标准。

（1）运行安全要求。指智能网联汽车在公共道路行驶

必需的登记检验等管理要求，包括需符合的运行安全技术条

件、安全技术检验要求、查验工作规程等相关标准。

（2）运行安全测试要求。指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测

试涉及的测试项目和方法、道路环境、测试场地等相关要求，

包括测评阶段所需要的测试环境、测试项目、场景设置、评

测规范及车载终端等相关标准。

3.身份认证与安全

在车联网环境下，智能网联汽车身份认证主要支撑智能

网联汽车和道路交通管理系统、设施之间身份互认，主要包

括智能网联汽车身份与安全、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身份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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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证平台及电子证件等 3类标准。

（1）智能网联汽车身份与安全。使用可信的数字身份

标识智能网联汽车真实身份，主要包括智能网联汽车数字身

份编码规范、智能网联汽车数字身份通用技术规范等标准。

（2）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身份与安全。车联网环境下，

需要安装专用识读设备，读取或写入智能网联汽车相关身份

信息；接入车联网的道路交通管理设施需加注数字身份，设

施与设施、设施与系统之间需进行身份互认。主要包括道路

交通管理设施数字身份通用技术规范、机动车电子证件识读

设备通用技术规范等标准。

（3）身份认证平台及电子证件。身份认证平台主要提

供身份注册、身份认证、身份注销等身份管理服务，提供密

钥分发管理及证书管理功能。身份认证平台包含智能网联汽

车电子证件发行管理系统，用于管理电子证件发行，提供电

子证件相关应用服务。主要包括机动车身份认证系统技术要

求、机动车身份认证系统服务接口规范、密钥分发管理系统

技术要求等标准。

4.智能网联汽车运行管理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管理标准主要支撑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依法对上道路行驶智能网联汽车进行管理，主要包括交通

秩序管理、交通事故处理和实时运行管理等 3类标准。

（1）交通秩序管理。针对上道路行驶智能网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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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基于车联网信息技术进行违法取证、执

法，主要包括智能网联汽车违法取证规范、违法行为监测记

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智能网联汽车公共道路运行示范管理

规范等标准。

（2）交通事故处理。针对涉及智能网联汽车的交通事

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基于新技术开展车辆检验、检验鉴

定等事故处理工作，主要包括智能网联汽车交通事故仿真技

术规范、智能网联汽车交通事故调查规范等标准。

（3）实时运行管理。通过建立智能网联汽车道路交通

管理运行监管平台，对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开展实时管理，

主要包括智能网联汽车道路交通管理平台通用技术要求、智

能网联汽车道路交通管理平台安全保护通用技术要求等标

准。

5.车路协同管控与服务

车路协同管控与服务标准主要支撑车联网环境下道路

交通管理设施信息交互及基于道路交通管理相关信息系统

提供信息服务。主要包括道路交通管理设施信息交互、道路

交通管理信息服务 2类标准。

（1）道路交通管理设施信息交互。道路交通管理设施

按照应用类型划分为信号管控、交通标志标线、安全设施、

交通执法、信息采集、信息发布与诱导以及面向车联网/车路

协同的新型设施等类别。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基于车联网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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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通信技术，与智能网联汽车进行直接信息交互，支撑各

类车联网应用场景。主要包括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信息交互

接口规范、道路交通违法监测设施信息发布接口规范等标准。

（2）道路交通管理信息服务。道路交通管理信息系统

包括道路交通信号管控、道路交通违法取证、交通管理综合

应用、指挥调度等系统及面向车联网的应用服务平台。在车

联网环境下，公安交通管理信息系统面向行业外车联网平台、

管理平台、智能网联汽车企业管理平台进行系统层面的信息

交互，开放涵盖人、车、路的各类交通管理数据，面向交通

参与者提供道路交通通行与信息服务，并采集各行业平台内

部的交通信息，进行信息汇聚融合，支撑公安交通管理业务。

（三）标准体系表

标准项目及分类
标准

类型

标准

性质
状态

采用的或相应的国

际、国外标准号

基础类（100）

术语和定义（101）

101-1 车辆智能管理术语和定义 行标 推荐 拟编

分类和编码（102）

102-1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分类与编码 行标 推荐 在编

102-2 道路交通事件分类与编码 行标 推荐 在编

102-3 道路交通管控信息分类与编码 行标 推荐 在编

符号（103）

103-1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符号 行标 推荐 拟编

103-2 道路交通事件符号 行标 推荐 拟编

103-3 道路交通管控信息符号 行标 推荐 拟编

智能网联汽车登记管理（200）

运行安全要求（201）

201-1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国标 推荐 拟编



12

标准项目及分类
标准

类型

标准

性质
状态

采用的或相应的国

际、国外标准号

201-2 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技术检验要求 行标 推荐 拟编

201-3 智能网联汽车查验工作规程 行标 推荐 拟编

运行安全测试要求（202）

202-1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测试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拟编

202-2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测试项目和方法 国标 推荐 拟编

202-3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测试环境技术条件

第 1部分 公共道路
国标 推荐 拟编

202-4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测试环境技术条件

第 2部分 半开放道路
国标 推荐 拟编

202-5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虚拟测试场景要素及

设置要求
行标 推荐 拟编

202-6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封闭场地测试场景要

素及设置要求
行标 推荐 拟编

202-7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半开放道路测试场景

要素及设置要求
行标 推荐 拟编

202-8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公共道路测试场景要

素及设置要求
行标 推荐 拟编

202-9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测试车载终端技术条

件
行标 推荐 拟编

202-10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半开放道路测试管理

平台技术条件
行标 推荐 拟编

202-11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公共道路测试管理平

台技术条件
行标 推荐 拟编

202-12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测试评价数据交换规

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身份认证与安全（300）

智能网联汽车身份与安全（301）

301-1 智能网联汽车数字身份编码规范 国标 推荐 报批

301-2 智能网联汽车数字身份通用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拟编

301-3 智能网联汽车数字身份安全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拟编

301-4 机动车电子证件标志通用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拟编

301-5 机动车电子证件标志安全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拟编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身份与安全（302）

302-1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数字身份通用技术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302-2 机动车电子证件识读设备通用技术规范 国标 推荐 拟编

302-3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与车载终端安全认证技术

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302-4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信息交换安全认证技术规

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身份认证平台及电子证件（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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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项目及分类
标准

类型

标准

性质
状态

采用的或相应的国

际、国外标准号

303-1 机动车身份认证系统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拟编

303-2 机动车身份认证系统服务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303-3 机动车电子证件发行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拟编

303-4 机动车电子证照资源库数据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303-5 机动车电子证照资源库服务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303-6 电子驾驶证通用技术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303-7 电子驾驶证安全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拟编

303-8 密钥分发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拟编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管理（400）

交通秩序管理（401）

401-1 智能网联汽车违法取证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401-2 违法行为监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国标 推荐 拟编

401-3 智能网联汽车公共道路运行示范管理规范 国标 推荐 拟编

交通事故处理（402）

402-1 智能网联汽车交通事故仿真技术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402-2 智能网联汽车交通事故调查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402-3 智能网联汽车事故深度调查及报告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402-4 智能网联汽车车载终端信息采集规范 国标 推荐 拟编

实时运行管理（403）

403-1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交通管理平台通用技术要

求
国标 推荐 拟编

403-2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交通管理平台接口规范 国标 推荐 拟编

403-3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交通管理平台安全保护通

用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拟编

403-4 智能网联汽车实时运行信息接入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403-5 基于车联网的智慧交通管理信息化平台 国标 推荐 拟编

车路协同管控与服务（500）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信息交互（501）

501-1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信息交互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在编

501-2 道路交通违法监测设施信息发布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501-3 道路交通流信息采集设施信息发布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501-4 行人过街安全监测设施信息发布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501-5 非机动车安全监测设施信息发布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501-6 道路交通事件采集设施信息发布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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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项目及分类
标准

类型

标准

性质
状态

采用的或相应的国

际、国外标准号

501-7 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信息交互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501-8 交通气象环境监测设施信息发布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501-9 便携式路面交通事件信息采集设备信息发布

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道路交通管理信息服务（502）

502-1 道路交通管理车路协同信息服务通用技术要

求
行标 推荐 在编

502-2 道路交通管理车路协同服务信息发布接口规

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502-3 特种车辆调度平台信息交互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502-4 道路交通管控信息发布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502-5 道路交通事件信息发布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502-6 紧急救援车辆通行信息发布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拟编

四、组织实施

成立“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辆智能管

理工作组”，构建以道路交通管理行业为主、相关产业协同的

标准协调工作机制，确保车辆智能管理标准体系建设工作“顶

层设计科学、层次结构清晰、职责范围明确、合作协调顺畅”。

发挥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及相关行业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

的主体作用，调动地方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和高等院校等的

积极性，加快推动各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分析现行标准法规中与车联网车辆智能管理相关的条

款，逐步消除制约汽车新技术发展的标准法规障碍;推动自动

驾驶技术产品示范应用，营造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良好政策环

境。

加强交流与合作，落实好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智能运输系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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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全国通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合签署的

《关于加强汽车、智能交通、通信及交通管理 C-V2X标准合

作的框架协议》，建立高效顺畅的沟通交流机制，相互支持

和参与标准研究制定，共同推动 C-V2X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

术在汽车、智能交通以及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根据车联网未来技术和应用的多样性及发展需求，实施

动态更新完善机制，通过持续强化部门和行业间的协调、协

作，不定期地更新与完善车辆智能管理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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