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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动态

工作进展

国汽智联正式获批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

新中心

近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同

意 由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

限公司（简称“国汽智联”）组建国家智能

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图 1 创新中心建设方案论证会现场

国汽智联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及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

盟（简称“联盟”）共同发起筹建，18 家

股东单位均为整车、零部件、信息通信等领

域的领军企业和科研机构。

创新中心通过“公司 + 联盟”的运营模

式，共同打造产业协同创新的枢纽和生态系

统。国汽智联设立联盟秘书处，作为联盟管

理部门，负责联盟事务管理与联盟业务工作

的组织开展，联盟为创新中心提供协同资源。

创新中心通过吸收引进联盟优势资源、整合

平台资源配置、聚集研发能力、构建科技成

果与知识产权体系。



标准法规

全国汽标委智能网联汽车分标委和中国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就标准化工

作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9 年 5 月 8 日，在第五届智能网联汽

车技术及标准法规国际交流会（ICV 2019）

上，全国汽标委智能网联汽车分标委（以下

简称“分标委”）冯屹秘书长与中国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CAICV，以下简称“联

盟”）公维洁秘书长签署了《全国汽车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智能网联汽车分技术委员会和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就标准化工

作的合作备忘录》。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

业司曹钢副巡视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标准技术管理司国焕新副司长、天津市西青

区李清区委书记、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于凯董事长以及现场来宾共同见证了

本次签约仪式。

 

图 2 备忘录签约仪式现场

根据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按照“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相互促进、真诚合作”的总

体原则，建立高效顺畅的交流沟通机制，针

对各重点领域的标准体系规划及年度工作计

划进行沟通，了解双方在标准工作方面的进

展，避免重复立项；在专家资源共享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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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标委派专家对联盟标准工作提供咨询、指

导，联盟团标新项目立项审查时，邀请至少

一名分标委委员担任审查专家，联盟推荐相

应工作组专家参加分标委相关工作组、参与

相关国际标准制定与协调；在标准体系协调

方面，双方将在《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基础上，合作

开展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团体标准体系研究并

联合发布；在标准制定合作方面，分标委将

联盟作为团体标准优先合作对象，在开展国

家、行业标准制定时，优先将联盟团体标准

列入参考文件范畴；在开展联合研究方面，

针对智能网联汽车前瞻、空白技术领域联合

组织工作团队，共同开展需求调研和标准研

究工作。

分标委和联盟就团体标准工作开展合

作，有利于发挥政府主导的国家、行业标准

与市场主导的团体标准的优势互补和协调作

用，共同促进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及产业

健康快速有序发展。

产业研究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修订工作全面启动

2019 年 5 月 28 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技术路线图 2.0》修订工作启动会在京召开。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中国

科学院院士 / 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中国

工程院院士 /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吴锋、清华

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

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吴志新等领导及专家，各专题组组长

和副组长以及来自国内外行业组织、高校、

科研机构及相关企业共计 200 余人参加了本

次启动会。会议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张进华主持。

张进华秘书长首先向出席本次会议的

各位领导、专家及各专题组成员表示衷心

感谢。他介绍技术路线图编制是一项行业

工作，1.0 版的编制和发布在支撑政府行业

管理、引领产业技术创新及引导社会资源

集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路线图发布

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并在

相关领域形成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考虑当

前发展形势，启动技术路线图研究与修订

工作重要迫切。

 

图 3《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修订工作会议现场

张进华秘书长做了会议总结，强调了本

次技术路线图修订工作的重要意义，建议各

专题编制小组应注重研究方法，加强各专题

间、各专题与总报告间的协同，以全球视野

系统梳理汽车产业技术发展现状，准确把握

国内汽车产业发展情况，切实为我国汽车产

业创新发展提供技术指引。并再次对参加本

次会议以及路线图修订工作的各位领导及专

家表示感谢，希望在全行业专家的共同努力

下，共同研制出超越1.0版的技术路线图2.0，

为我国汽车产业技术，乃至国际汽车产业技

术发展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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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 2.0》修订

工作启动会在京召开

2019 年 5 月 28 日《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路线图 2.0》修订工作启动会在北京召开。

清华大学、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吉林大学、

公安部交通科学研究所、交通运输部公路科

学研究院、一汽、吉利、比亚迪、华为等组长、

副组长单位参加，参会成员还包括国内外整

车企业、造车新势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零部件公司、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初创公司、

ICT 企业等 65 家单位，120 多人参加了本次

启动会。会议由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

联盟秘书长公维洁主持。

会议主持人公维洁秘书长首先向出席本

次会议的专家及各专题组成员表示衷心感

谢。公秘书长介绍了技术路线图 2.0 编制的

背景、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现状、技术路

线图进展评估分析、技术路线图的工作进展

与思路等。公秘书长强调，智能网联产业快

速发展，对技术路线图 1.0 的内容修订提出

了要求。并且制定技术路线图 2.0，可以有

力的支撑我国面向 2035 年的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规划以及“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的研

究编制。

会议期间，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

联盟研究员陈桂华做了《中国智能网联汽车

团体标准体系建设》的主题演讲，介绍了

团标体系建设发展背景、团体标准体系框

架及主要内容、建设目标及方案。加强 ICV

标准体系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公维洁

秘书长期望在启动技术路线修订工作之时，

同步推进团标建设工作。

在自由讨论环节，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

研究院岑晏青副院长、吉利汽车刘卫国院

长、一汽智能网联开发院李丰军院长、华为

战略部总监胡灏，以及来自公安部交通科学

研究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汽车技

术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苏州研究院、国汽

智联的代表进行了发言。大家表达了对技

术路图 2.0 修订工作的支持，同时，也围绕

技术架构、技术分级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最后，公维洁秘书长做会议总结，介绍下

一步工作安排。

未来，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的编制

工作将进一步深入展开，将由总体组、车

辆关键技术组、信息交互技术组、基础支

撑技术等工作组具体实施。诚挚地希望有

意愿参与路线图具体工作的业界专家和企

业积极加入、贡献智慧，支持秘书处更好

地开展工作。

“C-V2X 产业化路径和时间表研究”

启动会顺利召开

2019 年 4 月 15 日上午，由中国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IMT-2020（5G）推

进组 C-V2X 工作组、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

盟、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联合发起

的“C-V2X 产业化路径及时间表研究”在北

京正式启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

盟秘书长公维洁、IMT-2020（5G）推进组

C-V2X 工作组组长葛雨明、公安部交通管理

科学研究所博士代磊磊、中国智能交通产业

联盟秘书李茹作为发起单位代表出席会议，

来自清华大学、一汽、东风、长安、北汽、

上汽、广汽、通用、长城、吉利、宝马、华为、

大唐、高通、星云互联、中兴、移动、电信、

联通、东软、金溢科技、启迪云控、百度、

易华录、千方科技、滴滴等相关研究机构

及企业的 30 余位专家参加该研究启动会。

会议讨论了“C-V2X 产业化路径及时间表研

究”的研究范畴及研究大纲，确定了研究

分工及进度计划。该项研究将着眼于整个

C-V2X 不同阶段演进，聚焦成熟应用场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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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同时也会面向未来自动驾驶功能做

展望梳理。

图 4 “C-V2X 产业化路径和时间表研究”
启动会会议现场

该项研究是国内首次从行业组织层面，

跨通信、汽车、公安、交通共同推动 C-V2X

产业化落地。四家发起单位将联合 V2X 产业

各方，共同梳理包括应用场景、标准、安全、

终端、路侧设施、数据平台、应用示范等C-V2X

产业发展基础及现状，综合评估产业化落地

条件及差距，分阶段推动其产业化落地部署。

聚焦成熟应用，重点推动产业化部署，从通

信设备、安全保障、车辆部署、交管应用、

交通应用、数据平台搭建、测试认证等角度

给出产业化实施路径及时间表。

该项研究将以《C-V2X 产业化路径和时

间表研究》白皮书形式发布，成果将会促进

跨产业协同发展，可为相关政府部门政策制

定提供决策参考。

《电动自动驾驶汽车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运行》项目顺利通过中期检查

2019 年 6 月 13 日，科技部高技术研究

发展中心“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管理办公

室（以下简称“专项办”）组织专家组在北

京对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 2017 年度立

项项目“电动自动驾驶汽车关键技术研究及

示范运行”进行了中期检查。

图 5 3.2 项目中期检查会会议现场

专项办、中期检查专家组、项目负责人、

课题负责人和参与单位骨干成员等共 50 余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副秘书长公维洁主持。

会上，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交通

处处长金茂菁作发表了致辞，并介绍了中期

检查目的、各方职责与组织方式、检查结果

及处理等，强调了专项办要进一步优化项目

管理流程，赋予科研人员自主权，激发创新

活力。

本项目紧密围绕我国电动汽车智能化战

略和国际前沿趋势，开展电动自动驾驶汽车

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实现标准测试环境、高

速与城市结构化道路下 160 辆电动自动驾驶

汽车 100 万公里示范运行，在电动汽车平台

上率先实现对国际智能网联技术的追踪、引

领乃至占据研发制高点，推进我国电动汽车

智能化达到国际一流水平。项目秉承“聚焦

未来、产品驱动、协同创新、共建共享”原

则，构建具备中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特征的

电动自动驾驶汽车关键共性技术自主创新与

整零同步开发体系，推进国内主要整车厂家

形成系统集成与全产业链控制能力，全面提

升我国汽车产品安全、舒适、节能与环保性

能，为实现智能安全、智能移动、智能共享、

智能服务等交通出行颠覆性创新提供技术支

撑，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可行的产业

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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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动态

联盟工作组年中会议

1.V2X 工作组会议顺利召开

4 月 15 日下午，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创新联盟 V2X 工作组会议在北京召开。标

准方面，高通标准专家陈书平博士、星云互

联 CTO 王易之博士分别介绍了 V2X 工作组在

研的两项标准：《基于 LTE V2X 直连通信技
术直连通信系统技术要求》《合作式智能运

输系统 车用通信系统应用层及应用数据交互
标准第二阶段》进展；

                          安全方面，IMT-2020（5G）推进组 C-V2X 

工作组与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联盟 V2X工作

组共同牵头开展《车联网V2X通信安全认证机

制研究》；

2. 商用车工作组会议在京召开

5 月 30 日晚，商用车工作组召开 2019

年度第二次会议。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创新联盟秘书长公维洁介绍了2016 年“节

能与新能源路线图”改版工作的重要性及

紧迫性，提出路线图中需要体现智能网联

商用车在技术路线、关键技术等方面的特殊

性，建议工作组结合典型场景分解相关技
术要点。随后，工作组牵头单位东风商用
车代表李洋介绍了工作组2018 年工作情况
及 2019 年工作计划，并提出未来将主要围
绕技术路线、标准规范及共性技术梳理等
几个方面开展工作组工作。

3. 基础数据平台工作组会议在京召开

5 月 29 日下午，基础数据平台工作组

（以下简称“工作组”）召开工作组第三

次会议。今年工作组将进一步梳理基础数

据平台现状、推动平台数据逐步开放、组

织研究数据平台技术路线方案；同时，积

极组织数据平台应用与运营示范，面向行

业实际需求，先行先试，争取率先完成大

数据服务解决方案，并由此联合制定数据

平台及接口标准，引领产业发展。

4. 新型车载高速网络工作组研讨会在京

召开

5月30日，新型车载高速网络工作组（以

下简称“NIVN工作组”）研讨会在国汽智联召开。 

NIVN 工作组组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

终端实验室新型车载高速网络负责人李巍主

任主持会议。国汽智联、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吉利、华为、广汽、中国汽研、帝亚一维等

工作组成员单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主要针对工作组的两个项目：《自

动驾驶对车载高速网络需求研究》和《车载

音视频桥接（AVB）技术要求》等工作组在

研项目展开讨论。

时间敏感网络（TSN）是新型车载高速网
络中重要的热点技术，相关研究备受关注，
为推进工作组TSN技术交流和成果分享，加
速新技术研究和落地，同时采纳和吸收国际
标准研究工作的组织经验，工作组提出成立
TSN专题研讨小组的建议。车载TSN技术专题
研讨小组于2019年4月由华为牵头成立，由华
为公司陈李昊负责组织，目前已有中国信通
院、吉利汽车、中国一汽、蔚来汽车、广汽
研究院、国汽智联等20多家企业或机构的工
作组代表参与到该小组的研讨工作中。小组
成立后，已进行了两次电话会议，与会代表
就TSN技术本身、以及车载网络流量的特性
描述与分类方法等展开了积极讨论，同时通
过由参与代表反馈调研表的形式，完成了车
载网络流量类型的调研，正在进行车载网络
流量分类方法的调研。

5. 自动驾驶地图与定位工作组会议在京

召开

5 月 29 日，自动驾驶地图与定位工作组

在国汽智联又召开工作组专题分论坛，具体

介绍了 2019 年工作组课题进展、任务安排

和推进计划、新成员投票表决等。CAICV 联

盟秘书长公维洁、工作组秘书长江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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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员和观察员单位代表、新申请加入工作

组单位代表，共计 50 多家单位参加会议。

CAICV 联盟秘书长公维洁介绍 CAICV 联

盟与 ICV 分标委合作开展中国智能网联汽车

团体标准合作，同时介绍 CAICV 联盟各工作

组取得的进展；欢迎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参与

引领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发展路线的《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版）》修订任务。

工作组会议上还对 26 家新申请加入工作组

成员、观察员单位进行了投票表决。

6. 产业投融工作组召开第一期主题沙龙

2019 年 4 月 12 日，中国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创新联盟产业投融工作组（以下简称“工

作组”）第一期主题沙龙活动在北京召开。

本次沙龙活动主题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

展与投融资策略”，由北京国汽智联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汽投资”）投资

总监王逸非主持，工作组成员单位 40 余人

参加。

工作组组长、国汽智联副总经理、国汽

投资总经理郭磊代表工作组致辞。郭磊介绍

了产业投融工作组基本情况并对来宾表示

热烈欢迎。国汽投资副总经理董寅康、亦

庄国投高级投资经理刘伯年、北汽产投总经

理助理贾广宏、江铃鼎盛投资总监万奇玮、

臻云创投合伙人祝晓成、北极光创投副总

裁赵小松作为工作组内投资机构的代表，

结合各自机构战略定位与投资布局，分享

了对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独特见解，同时

对 2019 年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与投资机

会进行了展望。

CICV2019 投资论坛暨 CAICV 产业投融

工作组成立大会圆满召开

2019 年 5 月 29 日，第六届国际智能网

联汽车技术年会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召

开。在同时进行的多场分论坛中，投资论坛

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产业投融

工作组成立大会一并召开。这场论坛由中国

汽车工程学会、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

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汽智联”）

主办，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以

下简称“联盟”）产业投融工作组、北京国

汽智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协同智慧城市、智能

交通、5G 通信、芯片、人工智能等多个行

业的发展，是汽车行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历史机遇。本次论坛搭建了技术、产

业与资本的交流平台，对推动智能网联汽车

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次论坛上，

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相关投资机构、创业企业、

上市公司等超过 80 家单位共同探讨智能网

联汽车行业的发展。

本次论坛同时邀请了 10 家智能网联汽

车行业各个细分方向的代表公司进行分享，

斑马网络战略官季栋辉、镭神智能 CEO 胡小

波、星云互联创始人姚丹亚、清智科技 CEO

张磊、黑芝麻智能联合创始人刘卫红、宏景

智驾 CEO 刘飞龙、晶众地图副总裁杨柯、速

腾聚创合伙人王嗣翔、东软睿驰业务总监王

胜波、图森未来合伙人吴楠，分别介绍了公

司的基本情况、技术和产品成果、战略布局

及对行业的展望。

产业投融工作组协办清华大学智能出行

研讨会暨系友论坛

2019 年 6 月 30 日，产业投融工作组工

作组协办清华大学“智能出行研讨会暨系友

论坛”，国汽投资总经理董寅康担任 ADAS

环节的主持人，与博世、Xilinx、Minieye、

地平线、纵目科技、黑芝麻智能的嘉宾进行

论坛互动，并介绍了国汽智联工作开展的情

况。清华大学季向阳教授、朱军教授、李升

波教授、周盛教授以及经纬恒润、禾赛科技、

博世、四维图新等众多公司出席活动，会议

吸引了行业内超过 300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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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第六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

（CICV 2019）在北京盛大开幕

为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进步和产业化
进展、加强跨行业间的技术融合，“第六届
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 北京亦创
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本届年会由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支持，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清华
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国汽（北京）智能网
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联合主办，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
盟、北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纵思（上
海）汽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清新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协办。年会为期 3 天，通过技
术大会、高层互动论坛、专题会议、大型技
术展览、智能网联汽车试乘体验等形式，为
行业呈现缤纷的技术嘉年华活动。

图 6 第六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
开幕式现场

今年 CICV 技术展览现场云集了 60 余位
来自国内外智能网联技术领域领先的企业代
表如：东风汽车、小鹏汽车、威马汽车、博
世集团、美国国家仪器、科大讯飞、腾讯自
动驾驶、Mathworks、行易道、CIDI 长沙智
能驾驶研究院、南京芯弛科技、Momenta、
ANSYS 等均悉数到场，带来的产品主要涉及
智能网联汽车整车、智能驾驶座舱，自动驾
驶系统、电子芯片，雷达、通信模组、测试
仿真技术等领域，都受到了前来参观观众的
青睐。

人才培育

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创新联合体启动

大会顺利召开

2019年4月25日，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中国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国汽（北京）智能
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才交流中心的关心支持下，全国智能网联
汽车产教融合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在北京电
子科技职业学院隆重召开。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闫建来先
生，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
公司总经理严刚先生，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创新联盟秘书长公维洁女士，工业与信息
化部人才交流中心李廷茹博士，北京电子科
技职业学院副院长安江英教授、蔚来汽车服
务运营中心技术培训高级经理李妙嘉女士，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应用与服务分会名誉理事
长张宏庆先生，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李广
院长（会员学校领导代表）、北京和绪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妙然女士等领导和嘉宾出
席大会现场，共有来自全国 90 余所大学、
高职和中职等相关院校，170 余位院校校长、
院系主任、教师和相关企业代表出席了全国
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创新联合体成立大
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应用与服务分会秘书
长兼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秘书长徐念峰先
生主持大会启动仪式。

图 7 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创新
联合体启动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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