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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心要闻

企业资质

创新中心获得“院士专家工作站”授牌

2019 年 9 月，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批准成立“国汽

（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国汽智联将引进院士专家及其创新团队的先进技术成果，

组织开展技术创新专题讲座及专业技术培训，增强创新中

心研发创新的实力与竞争力。

国汽智联通过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2019 年 8 月，国汽智联通过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自 2018 年 3 月成立以来，国汽智联在研发投入、人

才引进、能力建设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经中关村管委会认定符合“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相

关条件，并授予证书。

企业荣誉

国汽智联参与的“基于 5G 的科技冬奥智慧出行解决方案”项目荣获一等奖

国汽智联参与的“基于 5G 的科技冬奥智慧出行解决方案”项目荣获第二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 5G+车联网专题赛决赛一等奖。同时，此项目还获得工信部“绽放杯”5G 应用

征集大赛中国联通专题赛决赛二等奖。

国汽智联荣获“北斗七星奖”

9 月 9 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六届三次理

事会议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大会宣布了 2019 年卫星导航定位科技进步奖

获奖单位，并表彰了卫星导航定位创新应用获奖单

位和个人、卫星导航定位终审成就奖获奖个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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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智联荣获“摇光星创新推动奖”（北斗七星奖之一），北斗七星奖旨在表彰国家智能网联汽车

创新中心在推动卫星导航定位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国汽智联信息安全团队斩获车联网安全攻防挑战赛二等奖

7 月 23-24 日，第二届汽车安全与召回技术论坛暨

车联网安全攻防挑战赛在宁波举行，国汽智联和北航信

息安全联队参与挑战赛并荣获二等奖。

国汽智联代表队凭借在车联网 TSP、App、车载娱

乐系统及软件的分析破解、攻防对抗和漏洞挖掘及真实

车载协议分析破解环节的出色表现，斩获大赛二等奖。这也是国汽智联信息安全团队自 2018

年底成立以来首次在国家级车联网安全攻防赛上亮相。

作为行业共性技术研究机构，国汽智联将与行业相关机构充分协同，持续深入开展智能网

联汽车信息安全技术研究，为构建下一代安全、高效、节能的移动出行服务市场保驾护航。

领导调研

工信部科技司等四部门领导莅临国汽智联调研指导

7月 26日上午，由工信部科技司司长胡燕、

北京市经信局局长王刚、赛迪研究院院长卢山

等领导带领相关单位业务负责人组成调研组，

在开发区副主任陈小男的陪同下莅临国家智能

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实地调研并开展交流座谈

会。

座谈会上，严刚总经理汇报了国家创新中心上半年的运营情况与下半年的目标任务及关键

举措。胡燕司长在总结发言时指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成立不久做了很多事，整体精神状

态很好。胡司长强调科技司将坚守初心，在推动车联网产业发展过程中一如既往地发挥好管理

和服务的职能，积极探索完善支撑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同时对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

新中心在发挥行业引领、支撑、服务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王刚局长表示将全力支持创新中心

建设，再次强调创新中心的定位与作用，并希望创新中心在行业资源整合、先导示范应用等方

面协同主管部门做好工作。



CICV-IAM-2019-JB-03

3

自然资源部地信司司长李永春一行莅临国汽智联调研

7 月 25 日，自然资源部地信司司长李永春一行对高精度地图和定位、场景大数据、安全

测试技术与认证等实验平台进行了重点了解。国汽智联董事长张进华、总经理严刚等领导陪同

调研组参观了国汽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

调研组与国汽智联技术团队进行了座谈交流。调座谈会上，严刚总经理对国家智能网联汽

车创新中心工作进行了介绍，地图负责人李庆建对中国高精动态地图基础平台与北京市高精度

地图测试示范应用方案进行了专题汇报。在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李永春司长希望国汽智联在

我国发展自动驾驶地图方面发挥长效优势。张进华董事长表示将全力支撑自然资源部开展工

作，并积极配合北京市规自委参与北京市测试示范建设工作。

北京冬奥组委来国汽智联调研交流

8 月 15 日，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常宇一行六人来国汽智联调研，在国汽智联总

经理严刚等领导的陪同下，调研组参观了国汽智能网联实验室，对高精度地图和定位、场景大

数据、安全测试技术与认证等实验平台进行了重点了解。

之后，调研组与国汽智联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调研组听取了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

新中心的介绍，并探讨了 2022 年冬奥会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的方案。严刚总经理表示

会尽快安排技术团队落实相关工作，积极发挥行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全力支持冬奥组委的相关

工作。

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一行调研国汽智联

8 月 16 日，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带队来到

国汽智联，对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进行现

场调研。调研组包括北京市科委副主任许心超、

办公室主任龚维幂、电子信息与新材料科技处副

处长唐超、北京市新能源汽车发展促进中心副主

任陈贵如以及其他相关领导。

会上，许强主任强调，汽车工业是北京市的重要支柱，北京市将抓住智能驾驶这个方向形

成地方优势、推动产业经济，并将重点支持平台开展支撑技术研究和产业化落地。李克强教授

表示，国汽智联将按照科委指示，协同行业优势资源，做好底层技术基础平台与产业生态建设，

为北京市战略布局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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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汽智联赴工信部装备中心开展业务合作交流座谈

7 月 18 日，国汽智联董事长张进华、总经理严刚带领公司高管团队拜访工信部装备工业

发展中心，围绕双方项目与业务合作进行座谈交流。装备中心主任瞿国春、副主任郑贺悦及相

关处室负责人参加座谈，并对装备中心的基本情况与主管业务进行详细介绍。严刚总经理介绍

了国汽智联近期工作进展情况，并表示国汽智联可以从标准制定、测试验证、数据平台等方面

为装备中心做好服务。

会上，双方就具体的项目和业务合作进行了详细讨论。瞿国春主任指出装备中心和国汽智

联可基于双方业务进行紧密合作、相互促进；张进华董事长表示国汽智联将全力支撑装备中心

开展工作。

中心运营

国汽智联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暨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召开

7 月 1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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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

司”）举行了国汽智联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国汽智联董

事长张进华、总经理严刚及 18 家股东单位委派的董事和股东代表，共计 22 人出席了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等所有议题。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进一步聚集国内外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优质资源，突破 icv 前瞻、

共性、关键基础技术，提升创新能力，引领和支撑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我

国智能网联汽车及相关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努力把国汽智联建设成为具有世界级影响

力的国家研发平台，现以增资方式引入第三批股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拟增资方包括：大

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丰田汽车公司以战略合作方式加入国汽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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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果发布

技术成果

V2X 安全认证防护体系首个国内众测平台对外开放

2019 年 8 月，由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

车研究院有限公司搭建的 VSS 系统众测平台正

式对外开放。VSS 全称为 V2X Security System，

是针对 V2X 通信设计构建的安全认证防护系

统，是推广 V2X 应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众

测平台是对 VSS 现有设计与实现的推广普及方

式和测试手段。

国汽智联 VSS 系统基于数字证书，对 V2X 的广播消息进行签名，保护消息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真实性是避免有伪造的消息发送者；完整性是保护消息不被篡改。这里用到的数字证书，

需要由可信的第三方签发，这就是 VSS 系统的主要功能。

2019 年 5 月，国汽智联联合多家科研机构、三大运营商、整车企业及智能网联汽车行业

领军企业成功发布了“V2X 安全认证防护体系”，在中国率先实现了 V2X 直连通信身份认证和

跨车企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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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业务进展

能力建设

国汽智联中标工信部基础数据服务和基础地图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9 月 2 日，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标《基础数据服务和基础地图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结果公示，该项目是 2019 年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是面向车联

网（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基础数据和基础地图是行业发展的重要数据资源，可用于智能网

联汽车的开发、测试和认证等环节。充分整合行业资源，协同建设该平台，将进一步完善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技术基础体系，直接面向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服务，促进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

自主创新。

国汽智联中标工信部装备工业司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数据库建设项目

8 月 19 日，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标《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数

据库建设》项目。

成立中国智能网联汽车驾驶场景数据库，将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数据

支撑及技术保障，促进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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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联盟动态

战略合作

CAICV 联盟与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于 2019 年 9 月 9-12

日在郑州市国际会展中心召开第八届年会暨中

国北斗应用大会（以下简称“年会”）。

9 月 9 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六届三次

理事会议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召开，会上表决通

过了增补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汽智联”）作为理事单位、

增选国汽智联总经理严刚为常务理事的决议。

年会期间，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与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联盟作为工信部指导下国内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将与中位协一道，充分

发挥各自的能力和资源优势，推动高精度地图、高精度定位技术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快速发

展，双方将在相关示范应用与政策标准法规等方面开展合作。

标准法规

CAICV 联盟自动驾驶地图与定位工作组标准立项讨论会召开

7 月 26 日，联盟自动驾驶地图与定位工

作组标准立项讨论会在京召开。来自图商、

车厂、TIER1、自动驾驶方案商、互联网厂商、

自然资源部、交通部、北京市规自委等 30 多

家单位近 50 位专家参加了此次标准讨论会。

会上，联盟战略与标准研究部研究员陈

桂华详细介绍了团标体系建设与制定流程。随后，全体专家就《动态信息数据交换格式》、《路

侧传感器数据交换格式》、《自动驾驶地图采集要素标准》、《视觉、激光场端定位》、《高精度地

图特征定位》、《基于卫星差分服务的高精度卫惯定位》、《车端传感器数据交换格式》、《自动驾

驶地图需求与车厂需求调研》等七个标准、一个课题的汇报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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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车路协同的高等级自动驾驶应用层数据交互内容》等 2项标准立项

2019 年 8 月，由联盟提出的《基于车路协同的高等级自动驾驶应用层数据交互内容》（牵

头单位：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和《自主代客泊车（AVP）系统及通信技术标准》(牵头

单位：纵目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等 2 项标准的立项申请，已按《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

准（CSAE）制修订管理办法》有关规定通过立项审查，目前已列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 2019

年研制计划。

应用示范

2019 C-V2X“四跨”互联互通应用示范活动即将亮相上海

2019 年 10 月 22-24 日，由 IMT-2020（5G）推进

组 C-V2X 工作组、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在上海举办的 C-V2X“四跨”互联互通应用示范

活动，将实现国内首次“跨芯片模组、跨终端、跨整

车、跨安全平台”C-V2X 应用展示，活动将充分展示国

内 C-V2X 全链条技术标准能力，进一步推动国内 C-V2X

产业化落地。

本次活动全面依据国内 LTE-V2X 标准体系实现技术开发，重点部署演示 C-V2X 通信安全机

制，推动建立安全可靠的 LTE-V2X 规模化应用环境。演示活动共包含 4 类 V2I 场景、3 类 V2V

场景和 4 个安全机制验证场景。

本次活动演示场景活动将有 20 余家国内外车企、30 余家终端厂商和安全厂商重磅亮相，

众多基于 C-V2X 通信技术的智能互联驾驶辅助应用将为观众带来全新体验。截至目前，50 余

个“芯片模组+终端+车企+CA 平台”演示组队已经集结完毕、整装待发。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

内设的立体验专区，可让现场嘉宾体验预约乘坐演示车辆，充分感受安全 C-V2X 通信技术带来

的安全预警、效率提升等车联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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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专业体系交流培训会成功举办

为了使联盟、学会成员单位、全行业企业

和研究机构更好地了解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

全体系的研究成果、发展进程及其最新应用情

况，共同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安全健

康发展，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联合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与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组织成立了高端培训系列课程——《燃灯

计划》，首期课程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专业体系交流培训会于 9 月 5-6 日在北京举办。

本次交流培训会围绕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认证；汽车行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智能网联

汽车安全防护关键技术；汽车车载通信的 SecOC 专题；未来汽车电子电器架构与 OTA 技术；

汽车信息安全攻防技术及应急响应；自动驾驶信息安全等专业领域展开深度交流及研讨。

培训邀请多位来自国内外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领域的权威专家，包括美国密西根大学电

气科学与计算机工程部智能电网信息安全博士 Dr. Mustafa Saed、吉利中欧汽车技术中心信息安

全研究员 Dr. Ali Gholami、ESCRYPT（北京）信息安全主管潘志庆等资深专家学者。

工作进展

汽车信息安全工作组会议在沈阳召开

9 月 2 日，联盟汽车信息安全工作组会议在沈阳召开。此次会议明确了工作组的发展目标

和计划，提出了一个目标“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跨领域合作”，结合“团体标准、路线图、白皮

书”三个抓手，通过广泛协调跨行业管理部门、科研院所和企业，专注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

领域开展学术交流、产业和政策研究、标准制定、测试验证、演示示范和规模化应用推广等工

作。

V2X 工作组会议在京召开

8 月 26 日下午，联盟 V2X 工作组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科研机构、相关企业共计 50 多家

单位 70 多位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联盟 V2X 工作组自 2015 年开展工作，成立以来先后组织编写国内首部 V2X 应用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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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全球首例 V2X 三跨互联互通应用示范，都在行业引起了广泛关注。近期为进一步开展工作，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选举通过了工作组组长和副组长单位。组长单位为清华大学，副组长单位分

别为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与会专家分别就《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直接通信系统技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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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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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车路协同的高等级自动驾驶数据交互内容》等标准工

作进展情况展开热烈讨论。

CAICV 产业投融工作组第二期主题沙龙“车载计算平台”在京召开

9 月 21 日，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CAICV）产业投融工作组系列沙龙第二期在

北京市朝阳区南银大厦召开，本次沙龙活动主题为“车载计算平台”。车载计算平台是智能网

联汽车的核心技术，也是智能网联汽车投资的热点领域。基于域控制器、计算平台的下一代汽

车电子架构的变革，已成为各大车厂的共识，变革之下，机遇与挑战并存。沙龙以车载计算平

台为主题，分别邀请了一汽股权投资、中芯聚源、黑芝麻智能以及西井科技，从投资机构和创

业公司两个维度分享各自的专业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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