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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前言

1.1 研究报告背景

随着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与智能汽车的深度融合一

体化，将是解决我国城市交通效率低、通行拥堵、行车难、停车难等交通问题的基

本方案。但随着智能驾驶产品的应用，智能驾驶系统感知系统、执行系统等的功能

不足，感知算法、决策算法、控制算法等的算法缺陷，以及人员误用，即智能驾驶

预期功能安全问题，给消费者或相关方带来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风险，逐渐成为大众

关注的重点。

美国的兰德公司表示，在 95%置信度的水平下，如果要证明自动驾驶车辆导致

的交通事故比人类驾驶员导致的更少，需要进行 50亿英里的实际道路测试。Google

广泛采用实际道路测试的方式，从 2009年到 2015年，实际驾驶距离不足 320万公

里，远不能证明自动驾驶车辆比人类驾驶更为安全。因此面对 ICV快速发展的迭代

需求，有必要研究更为高效的测试评价方法，能够实现自动驾驶车辆的加速评价。

交通场景是应用于智能驾驶汽车功能定义、技术开发、功能测试和应用的基础，

一方面，交通场景是智能驾驶车辆感知、决策、控制算法的设计依据，另一方面，

交通场景是智能驾驶车辆功能测试、评价的环境。建设智能驾驶共享汽车场景，是

加速智能驾驶产品与服务落地速度的重要途径。基于场景的测试技术，为智能驾驶

系统预期功能安全的测试评价提供有效手段。因此，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

盟-预期功能安全工作组全体成员单位对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及测试场景库

建设等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并协作撰写此报告。

1.2 研究报告的目的

通过对现有智能驾驶相关技术的功能局限、算法缺陷、人员误用等分析，研究

面向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需求的场景框架及架构，为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

仿真与测试软件的开发、测试流程及测试用例的设计提供参考。

1.3 研究报告的内容

分别对智能驾驶现有感知技术、定位技术、决策方法、控制方法、人机交互、

通信技术等进行调研与局限性分析，得出对应的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需求。

基于智能驾驶感知能力测试、定位能力测试、决策能力测试、控制能力测试、

人机交互能力测试等需求，设计面向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的虚拟场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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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报告的预期目标

为智能驾驶仿真测试工具的开发提供参考；为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内容、

测试流程、测试用例的设计提供参考；为智能驾驶运行边界的量化与验证提供参考。

1.5 使用范围

本报告工作重点为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虚拟仿真场景研究与设计，旨在为智

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仿真与测试的软件或相关工具提供指导，同时可以为智能驾驶

产品预期功能安全测试用例的设计提供思考。

本报告未涉及智能驾驶产品设计过程中的相关建议或指南，但可以为设计人员

在智能驾驶产品设计过程中需要满足的安全性需求分析提供参考。

本报告仅对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相关内容进行研究与分析，功能安全与信息

安全等不在本报告的研究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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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车辆感知技术及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测试需求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驾驶行为中原有需要人类完成的任务已经

逐渐被机器所完成，其中接替人眼对道路的观察工作的是自动驾驶系统中的车辆感

知技术。驾驶员的感知是通过各种器官观测，经由大脑处理判断后，对环境或事物

形成的认知。相对应的，在自动驾驶领域，中央控制器接受各个传感器的信息经过

一系列融合算法处理的这一过程便是感知技术，传感器就是汽车的感知器官。因此，

近几年的感知技术跟随着传感器的发展不断的进行技术革新，但同时传感器受环境

影响大，在功能与应用条件上相比人眼拥有较大的局限性等缺点，也为系统得预期

功能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2.1 现有感知技术

自动驾驶的关键技术主要为感知（ Perception）、决策（Planning）和控制（ Control）

三个方面，其中感知系统以多种传感器捕获的数据以及高清地图的信息作为输入，

经过一系列的计算和处理，来预估车辆的状态和实现对车辆周围环境的精确感知，

可以为下游决策系统模块提供丰富的信息。

2.1.1 感知传感器分类

自动驾驶汽车需要持续观察周围的环境，精确计算在各种范围内的位置。为了

能达到这种目的，需要在汽车周围和内部安装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和轮式机器人所

需要的传感器相似，自动驾驶汽车所配备的传感器可分为三大类：环境感知传感器

（Surrounding-sensing），定位传感器（Localization），自感应传感器（Self-sensing）。

环境感知传感器利用外部感应传感器（Exteroceptive sensors）感知交通标示、

道路状态、天气状况、驾驶员状态（分心，疲劳等）、包括其他车辆在内的障碍物

状态（位置、速度、加速度等）以及他们未来的状态。环境感知传感器决定了智能

汽车与外界环境交互的能力，是自动驾驶汽车的硬件架构基础。环境感知传感器分

为有源传感器（Active Sensor）和无源传感器（Passive Sensor）两大类。自主式传感

器通常是以电磁波的形式发射能量并测量返回时间以确定距离等参数，现有的自主

式环境感知传感器有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等。而无源传感器不发射

信号，而是感知环境中已经存在的电磁波例如，基于光的和红外的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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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是一台自动驾驶车辆的基础功能，需要告诉车辆相对于全球和本地的精确

位置。目前广泛使用的定位方法是利用 GPS 等外部感应传感器，精度可以从几十

米到几毫米不等，具体取决于信号强度和所用设备的质量，精度越高，价格也就相

对越昂贵。在市区等复杂路况场景下，所需的定位精度不超过 10cm，如果定位误

差过大，那么自动驾驶汽车在城市道路行驶时会由于位置信息不准发生剐蹭等车辆

安全问题，重则引发交通事故。为了获得高精度结果，通常使用定位传感器组合，

例如 GPSs、IMUs、里程表和相机（通过基元和构建好的地图进行点云匹配，即

SLAM）获得高精度结果。来自多个不同传感器的数据融合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单

一传感器的缺陷，从而提升整个定位系统的可靠性和鲁棒性。例如低成本的 IMU，

可以在短时间内可靠地定位（例如通过隧道时），GPS可以长时间可靠地定位，但

在远程区域或通过隧道时可能会失去连接，IMU和 GPS这对黄金组合的使用可以有

效地减少定位误差和在 GPS中断期间提供定位信息。

自感应传感器使用本体感应传感器（Proprioceptive Sensor）来测量车辆当前的

状态，包括速度、加速度、角速度和转向角。本体感应信息通常使用预先安装的测

量单元来确定，例如里程表、惯性测量单、陀螺仪和来自控制器局域网（CAN）总

线的信息。

2.1.2 感知算法

自动驾驶所涉及到的感知算法可以分为三类：

中介感知（Mediated Perception）：在中介感知中，算法通过分析与车辆，行人，

树木，道路标记等的距离来开发车辆周围环境的详细地图。这是当今研究中使用的

最常见的自动驾驶感知技术。行为反映感知（Behavior Reflex Perception）：行为反

映感知算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将传感器数据（例如，车辆环境的图像）直接应用到

驾驶操作系统当中。直接感知（direct perception）：将以上两种感知方法相结合。

除此之外，感知算法也可以分为基于视觉的算法（Vision-based）：基于视觉的

感知主要依赖于相机数据。因此，这些算法剖析基于像素的视频以检测环境中的车

辆，行人和其他障碍物。算法可以使用几何，光流，颜色或其他图像特征进行检测。

基于点云的算法（Point-cloud based）：基于点云的感知主要依赖于由有源传感器收

集的 3D 空间中的点（或测量到对象的距离）的数据。算法可以通过点的密度，几

何形状或图案从大量点导出结构以便检测物体，正确地检测和识别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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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近些年自动驾驶有了比较大的突破，感知算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深度学习的图片识别能力甚至达到人眼的水平。这些更精确的算法成为自动驾

驶商业化的前提。促成人工智能感知技术发展主要有三个因素：结构化标注的海量

数据、深度学习算法以及计算力/计算平台。

在训练数据方面，目前已经有 ImageNet、KitTI、Cityscapes等公开数据集，很

多的初创公司都在用公有数据集进行一些初始模型的开发。但这些数据集并不是很

适合于自动驾驶的需要，欠缺汽车行进过程中的环境因素。所以很多大的公司都在

采集汽车驾驶的视频影像，构建自己的私有训练数据。私有数据标注主要有公司内

部标注和外包标注两种做法，根据公司自身的人力资源情况进行选择。目前较大的

外包数据标注公司有数据堂，和采取众包形式的 CrowdFlower。随着深度学习运用

越来越频繁，数据标注公司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其次是深度学习算法。业界在做自动驾驶的时候很多是从计算机视觉来入手的，

而计算机视觉包括了以 CNN（卷积神经网络）为核心的各种模型，比如 YoLov3、

SDD、Faster R-CNN、Mask R-CNN。这些算法有各自的优势，但是仅能在 PC端发

挥较佳的效果，在汽车行进并需要高速运算的过程中，这些算法的效率可能会打很

大折扣，这就需要对模型进行优化。国内的代表性公司有商汤科技和格灵深瞳，硅

谷也有很多类似的公司。

第三个是计算平台，其发展目前看来有三个比较大的趋势。一是大部分在用的

NVIDIA的 GPU，比如 DRIVE PX、Xavier等计算力很强的平台，不过它们的功耗

也很高。Google 则针对人工智能框架 TensorFlow发布了 TPU计算平台，但目前该

平台主要还是对内状态。此外就是其他专用于深度学习的芯片，在车辆的环境中以

较小的模块实现更强的感知计算功能。国内在这方面做的最大的两家是地平线和寒

武纪。

2.1.3 感知传感器融合

感知融合或数据融合旨在改进来自传感器的两个或多个数据源的测量结果，发

挥各个分立传感器的优势，提供冗余、完备、准确、时效的环境目标信息，从而提

高系统决策的正确性和安全性。例如，激光雷达可以对周围物体进行建模从而形成

高清的 3D 图像，且不会被环境中的信号源干扰，但是只能收集少量的物体外观形

状信息；相反，相机可以提供丰富的物体外观数据以及更多的细节，但是容易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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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的光照影响。激光雷达和相机都是光学类的传感器，可以实现在传感器内部

的数据融合，并降低后续模块的计算处理过程。为了能充分发挥两者的作用并消除

传感器信息之间的冗余从而获得更加精确的信息，激光雷达和相机之间的传感器融

合是必要的。

传感器融合对于硬件和软件都有一定要求，硬件方面需要配备多种不同的传感

器；软件方面需要有足够优化的算法，数据处理的速度要足够快且容错率高，才能

保证最终决策的准确度和速度。自动驾驶中传感器融合通常使用的融合算法有贝叶

斯理论、卡尔曼滤波和 DS 证据理论法等。

2.1.4 感知系统未来发展方向

自动驾驶感知系统需要进一步提高准确度和精度，改善感知系统在不利照明和

极端恶劣天气条件下的感知能力，未来自动驾驶感知传感器会向更加灵敏的方向发

展，增强针对复杂城市路况的处理能力来应对各种不利条件和突发状况。通过交叉

验证障碍物的位置信息，减少感知系统传感器数据的不确定性；增强车辆与车辆

（V2V）、车辆与基础设备（V2I）之间的通信；使用新型低成本高效的传感器，进

一步加强传感器融合算法的开发；通过多传感器融合来减少各个分立传感器缺点的

影响，并通过使用传感器的互补性和冗余度来发挥每个传感器的优势，以提高自动

驾驶感知系统的准确性、可靠性和确定性；通过对感知系统的深度学习算法的不确

定性分析，提高感知算法的可靠性和可解释性。

2.2 感知功能局限

2.2.1 基于摄像头的感知局限

人类在驾驶过程中所接收的信息大多来自视觉，例如交通标志、道路标志、交

通信号等，这些视觉信息成为人类驾驶员控制车辆的主要决策依据。在智能驾驶中，

相机取代人类视觉系统作为交通环境感知的传感器之一。相较于其他传感器，视觉

传感器安装使用的方法简单、获取的图像信息量大、投入成本低、作用范围广，并

且近些年更是得益于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计算机硬件性能的提高。

2.2.1.1 自身参数导致的感知局限

表 2-1 自身参数导致的感知局限

自身参数局限 引起的感知局限说明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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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频率过低
会影响感知算法对高速移动的空中飞

物的感知能力

像素过低 图像模糊，物体辨识度低

曝光时间过长
环境光线较强时，导致图片过白，不利

于感知算法对物体的感知

曝光时间过短
导致图像偏暗，不利于感知算法对物体

的识别与检测

畸变过大
物体形状发生变化，影响感知算法对物

体的识别

焦距过大 降低相机对近距离物体的感知

焦距过小 减低相机对远距离物体的感知

视场角过小 增大相机视觉盲区

…… ……

2.2.1.2 外界干扰导致的感知局限

表 2-2 外界干扰导致的感知局限

道路信息 交通标志 目标物

天

气

降雨量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降雪量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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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量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雾霾度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光

照

光照强度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光照强度过小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背光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向光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湿

度

一般湿度导致覆雾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湿度过大导致覆水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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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度

过低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过高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交

通

参

与

物

自

车

安

装

高度过低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倾斜度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运

动

状

态

纵向振动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侧向振动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垂向振动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俯仰振动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侧倾振动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摆振动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相机镜头脏污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车

辆

距离过大

有影响

距离过小 有影响

速度过大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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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和周围环境色差过小

有影响

转向指示灯亮度过小 有影响

刹车指示灯亮度过小 有影响

密度过大 有影响

非正常姿态，如侧倾、侧翻、倒翻

有影响

外形变化，如改装、涂鸦、载物或载货

等引起的外形变化或遮挡

有影响

排气管水汽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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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雪、扬尘

有影响

行

人

距离过大

有影响

距离过小

有影响

颜色与周围环境色差过小 有影响

携带物引起的外形变化

有影响

外形尺寸过小 有影响

行人特殊姿态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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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特殊姿态

有影响

动

物

距离过大 有影响

距离过小 有影响

颜色与周围环境色差过小 有影响

携带物引起的外形变化

有影响

外形尺寸过小 有影响

特殊姿态

有影响

落

物

速度过大 有影响

体积过小 有影响



13

颜色与环境色差过小 有影响

特殊姿态 有影响

临

时

交

通

事

件

临

时

障

碍

物

体积或大小 有影响

颜色与背景颜色相近 有影响

多样性 有影响

交

通

设

施

交

通

灯

距离过远

有影响

亮度太暗

有影响

遮挡 有影响

信号灯多样性

有影响

交 距离过远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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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标

志

牌

亮度太暗 有影响

反光 有影响

脏污 有影响

遮挡 有影响

安装角度 有影响

人

行

道

磨损

有文字 有影响

新旧人行道线同时存在

有影响 有影响

被遮挡

有影响

护栏反光标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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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转角镜中的镜像物体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凌空的高架，进出隧道引起的明暗剧烈变化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封闭矩形空间（隧道口、龙门架等）形状不规

则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测速点闪光灯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道 车 车道曲率过大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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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结

构

道

车道坡度过大

有影响

车道线磨损或消失

有影响

车道线附着油污

有影响

车道线被遮挡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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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交通引导文字

有影响

车道线不规则

有影响

车道线突变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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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线施工中（新旧车道线或转向标识

并存）

有影响 有影响

中国特有车道线（如鱼鳞线、鱼骨线）

有影响 有影响

磨损

有影响

路

缘

脏污

有影响

被树叶等物体遮挡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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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面

覆冰覆雪导致的反光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路面损坏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积水

有影响

2.2.2 激光雷达感知局限

在智能驾驶中，激光雷达是交通环境感知的主要传感器之一。相较于其他传感

器，激光雷达覆盖范围广、精度高、频率快，与相机对比，激光雷达可直接返回目

标物到激光雷达的距离，对于目标物的距离和运动状态的测量更加直接且准确。但

激光雷达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受雨雪天气影响较大等。

2.2.2.1 自身参数导致的感知局限

表 2-3 自身参数导致的感知局限

序号 自身参数局限 引起的感知局限说明 备注

1 采样频率过低 会影响感知算法对高速移动的物体的感知能力

2 分辨率过低 目标物点云稀疏，影响感知算法对物体的感知

3 线束数量过低 目标物点云稀疏，影响感知算法对物体的感知

4 量程过小 影响对远处目标物的探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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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OV过低 增大激光雷达盲区

6 点云不完整 影响感知算法对物体的识别

7 测距误差过大 无法准确定位目标物

8 识别准确率过低 无法确定目标物

9 …… …

2.2.2.2 外界干扰导致的感知局限

表 2-4 外界干扰导致的感知局限

检测

目标物

探索

目标物

距离

探测

目标物

运动

状态

探测

道路

状态

天

气

降雨量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降雪量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冰雹量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雾霾度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光照强度过大

湿度过大

温度过低

温度过高

交

通

参

与

物

自车
传感器安装不当 有影响 有影响

传感器表面脏污、划痕 有影响 有影响

车辆

形状 有影响

材质、脏污 有影响

姿态 有影响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小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密集 有影响

车辆间遮挡 有影响

激光雷达间信号干扰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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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

材质、脏污 有影响

姿态 有影响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小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密集 有影响

车间遮挡 有影响

自行车

材质、脏污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小 有影响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大 有影响

姿态 有影响 有影响

密集 有影响

车间遮挡 有影响

行人

姿态 有影响

体型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小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密集 有影响

人间遮挡 有影响

临

时

交

通

事

件

临时

障碍物

材质、脏污 有影响

姿态 有影响 有影响

交

通

设

施

交通标志牌 有影响

道

路
车道线

磨损 有影响

脏污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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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被遮挡 有影响

路缘

重叠或新旧同在 有影响

磨损 有影响

脏污 有影响

被遮挡 有影响

路面
积水 有影响

路边结构如树叶的干扰 有影响 有影响

2.2.3 毫米波雷达感知局限

在 ADAS领域中，毫米波雷达就成为了 ACC和 AEB功能的主要传感器，而在

高级别自动驾驶领域中，毫米波雷达更是交通环境感知的主要传感器之一。相较于

其他传感器，毫米波雷达的环境适应性强、测量范围极远，对于远处的目标物，也

能准确地测量距离和运动状态，并且毫米波雷达价格相对低廉。但毫米波雷达也有

一定的局限，例如测量角度范围相对较小、对于静态物体识别效果不好等。

2.2.3.1 自身参数导致的感知局限

表 2-5 自身参数导致的毫米波雷达感知局限

序号 自身参数局限 引起的感知局限说明 备注

测量频率过低
会影响感知算法对高速移动的物体的

感知能力

分辨率过低 遗漏目标物体

量程过小 影响对远处目标物的探测能力

测量角度范围过小 增大盲区

测距误差过大 无法准确定位目标物

感知目标

信号相位

改变

信号发生反

射
影响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感知能力

信号发生折

射
影响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感知能力

感知目标

信号强度

发生改变

无信号 无法检测到目标物

信号加强 影响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感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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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外界干扰导致的感知局限

表 2-6 外界干扰导致的毫米波雷达感知局限

检测目标

物

探测目标

物距离

探测目标

物运动状

态

天气
温度过低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温度过高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交通

参与物

自车
传感器安装不当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传感器表面脏污、划痕 有影响

车辆

(他车)

形状 有影响

材质、脏污 有影响

姿态 有影响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小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摩托车

材质、脏污 有影响

姿态 有影响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小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自行车

材质、脏污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小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姿态 有影响 有影响

行人

姿态 有影响

体型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小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动物

临时

交通

事件

临时障

碍物

形状 有影响

材质、脏污 有影响

姿态 有影响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小 有影响

相对距离过大 有影响 有影响

交通 交通标志牌 有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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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道路

结构

路缘

磨损 有影响

脏污 有影响

被遮挡 有影响

路面

积水 有影响

路边结构如树叶的

干扰
有影响

2.2.4 超声波雷达感知局限

超声波传感器是汽车上应用较早的对于周围环境感知的传感器之一。相较于其

他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的价格非常低廉，但其测量范围很近，因此主要被应用于

泊车场景。

2.2.4.1 自身参数导致的感知局限

表 2-7 自身参数导致的超声波雷达感知局限

序号 自身参数局限 引起的感知局限说明 备注

1 测量频率过低 影响感知算法对高速移动的物体的感知能力

2 分辨率过低 遗漏目标物体

3 量程过小 影响对远处目标物的探测能力

4 测量角度范围过小 增大盲区

5 测距误差过大 无法准确定位目标物

6 …… …

2.2.4.2 外界干扰导致的感知局限

表 2-8 外界干扰导致的超声波雷达感知局限

检测目标物
探测目标物

距离

探测目标物

运动状态

天气
温度过低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温度过高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交通参

与物
自车

传感器安装不当 有影响 有影响

传感器表面脏污、划痕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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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传感器周围机械振

动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目

标

物

速度 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形状 有影响

尺寸 有影响

材料 有影响

姿态 有影响

表面材质、脏污 有影响

信号干扰 有影响

2.3 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感知功能测试需求

2.3.1 基于摄像头的感知功能测试需求

当智能驾驶方案中相机型号、图像帧频率、感知算法确定后，需对基于该方案

的感知系统感知功能进行测试，测试需求整理如下:

表 2-9 基于摄像头的感知功能测试需求

序号 测试内容 备注

1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不同道路曲率情况下的车道线检测结

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不同车道线磨损程度下车道线检测结

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不同车道坡度对车道线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4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车道线附着不同程度或面积的油污时，

车道线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5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车道线不同程度被遮挡时，车道线检

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6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车道内有交通引导文字干扰时，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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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7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车道线不规则时，车道线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8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车道线突变时，车道线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9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路缘磨损、脏污或被遮挡时，路缘检

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0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路面覆冰覆雪时，车道线及路缘检测

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1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路面积水时，车道线及路缘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2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交通灯距离过远时，交通灯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3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交通灯亮度太暗时，交通灯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4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交通灯被遮挡时，交通灯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5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类型的交通灯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16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交通标志牌距离过远时，交通标志牌

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7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交通标志牌亮度太暗时，交通标志牌

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8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交通标志牌反光时，交通标志牌检测

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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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交通标志牌表面脏污时，交通标志牌

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0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交通标志牌被遮挡时，交通标志牌检

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1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人行道被磨损时，人行道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2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人行道内有文字时，人行道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3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人行道被遮挡时，人行道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4 前方存在护栏反光栏时，允许车速范围内，目标物检测结果/效果，如

识别率，精度等

25 前方存在道路转角镜时，允许车速范围内，目标物检测结果/效果，如

识别率，精度等

26 凌空的高架或进出隧道所引起的亮暗剧烈变化情况下，允许车速范围

内，目标物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7 前方存在封闭的形状不规则的空间（如隧道口、龙门架等）时，允许

车速范围内，目标物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8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前方存在临时障碍物时，对不同种类、

形状和大小的障碍物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9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前方存在颜色与背景颜色相近的临时

障碍物时，障碍物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0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距离的车辆的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31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车速的车辆的检测结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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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识别率，精度等

32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颜色与周围环境颜色相近的车辆的

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3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转向指示灯或刹车指示灯亮度过小

的车辆的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4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当车辆密度很大时，对车辆的检测结

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5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姿态不正常的车辆的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36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外形出现变化的车辆的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7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距离的行人的检测效果，如识

别率，测量精度等

38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的行人外表颜色与周围环境色

差情况的检测效果，如识别率，测量精度等

39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携带物引起的外形变化的行人的检

测率、识别率等

40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尺寸或体积的行人（成人、儿

童等）的检测率、识别率等

41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特殊姿态的行人的检测率、识

别率等

42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距离的动物的检测效果，如识

别率，测量精度等

43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的动物外表颜色与周围环境色

差情况的检测效果，如识别率，测量精度等



29

44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尺寸或体积的动物的检测率、

识别率等

45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特殊姿态的动物的检测率、识

别率等

46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速度过大的落物的检测率、识别率

等

47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体积过小的落物的检测率、识别率

等

48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颜色与周围环境色差过小的落物的

检测率、识别率等

49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特殊姿态的落物的检测率、识别率

等

50 降雨量过大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

率等

51 降雪量过大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

率等

52 冰雹量过大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

率等

53 雾霾过大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率

等

54 不同光照强度下，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

别率等

55 不同温度下，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率

等

56 不同湿度下，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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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7 车辆纵向振动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

别率等

58 车辆侧向振动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

别率等

59 车辆垂向振动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

别率等

60 车辆俯仰振动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

别率等

61 车辆侧倾振动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

别率等

62 车辆横摆振动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

别率等

63 摄像头安装高度过低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

率、识别率等

64 摄像头安装倾斜度过大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

测率、识别率等

65 上述工况组合测试

2.3.2 基于激光雷达的感知功能测试需求

当智能驾驶方案中激光雷达型号、频率、感知算法确定后，需对基于该方案的

感知系统感知功能进行测试，测试需求整理如下:

表 2-10基于激光雷达的感知功能测试需求

序号 测试内容 备注

1 降雨量过大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

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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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雪量过大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

率等

3 冰雹量过大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

率等

4 雾霾过大时，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率

等

5 不同光照强度下，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

别率等

6 不同温度下，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率

等

7 不同湿度下，允许车速范围内，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率

等

8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激光雷达安装不当时，感知算法对目

标物的检测率、识别率等

9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激光雷达表面脏污或有划痕时，感知

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率等

10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形状不同的车辆的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11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表面脏污的车辆的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12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特殊姿态的车辆的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13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距离的车辆的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14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当车辆密度很大时，对车辆的检测结

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5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表面脏污的摩托车的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16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特殊姿态的摩托车的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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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距离的摩托车的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18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当摩托车密度很大时，对摩托车的检

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9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表面脏污的自行车的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20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特殊姿态的自行车的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21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距离的自行车的检测结果/效果，

如识别率，精度等

22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当自行车密度很大时，对自行车的检

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3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距离的行人的检测效果，如识

别率，测量精度等

24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尺寸或体积的行人（成人、儿

童等）的检测率、识别率等

25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特殊姿态的行人的检测率、识

别率等

26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当行人密度很大时，对行人的检测结

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7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交通标志牌表面脏污时，交通标志牌

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8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临时障碍物表面脏污时，临时障碍物

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9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特殊姿态的临时障碍物的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0 存在交通标志牌的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目标物的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1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不同车道线磨损程度下车道线检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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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2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车道线附着不同程度或面积的油污时，

车道线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3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车道线不同程度被遮挡时，车道线检

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4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路缘磨损、脏污或被遮挡时，路缘检

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5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路边存在如树叶的结构的干扰时，对

目标物的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6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路面积水时，车道线及路缘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7 上述工况组合测试

2.3.3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感知功能测试需求

当智能驾驶方案中毫米波雷达的型号、频率确定后，需对基于该方案的感知系统感知功能进

行测试，测试需求整理如下:

表 2-11基于毫米波雷达的感知功能测试需求

序号 测试内容 备注

1 不同温度下，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目标物的检测结果/效果，如识

别率，精度等

2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毫米波雷达安装不当时，感知算法

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率等

3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毫米波雷达表面脏污或有划痕时，

感知算法对目标物的检测率、识别率等

4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形状不同的车辆的检测结果/效

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5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表面脏污的车辆的检测结果/效

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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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特殊姿态的车辆的检测结果/效

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7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距离的车辆的检测结果/效

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8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表面脏污的摩托车的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9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特殊姿态的摩托车的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0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距离的摩托车的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1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表面脏污的自行车的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2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特殊姿态的自行车的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3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距离的自行车的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4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距离的行人的检测效果，如

识别率，测量精度等

15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尺寸或体积的行人（成人、

儿童等）的检测率、识别率等

16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特殊姿态的行人的检测率、

识别率等

17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形状不同的临时障碍物的检测结

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8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临时障碍物表面脏污时，临时障碍

物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9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特殊姿态的临时障碍物的检测结

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0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距离不同的临时障碍物的检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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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1 存在交通标志牌的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目标物的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2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路缘磨损、脏污或被遮挡时，路缘

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3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路边存在如树叶的结构的干扰时，

对目标物的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4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路面积水时，对目标物的检测结果

/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25 上述工况组合测试

2.3.4 基于超声波雷达的感知功能测试需求

当智能驾驶方案中超声波雷达型号、频率确定后，需对基于该方案的感知系统

感知功能进行测试，测试需求整理如下:

表 2-12基于超声波雷达的感知功能测试需求

序号 测试内容 备注

1 不同温度下，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目标物的检测结果/效果，如

识别率，精度等

2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超声波雷达安装不当时，对目

标物的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3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超声波雷达表面脏污或有划痕

时，对目标物的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4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不同车速时，对目标物的检测

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5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超声波雷达周围存在机械振动

时，对目标物的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6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形状、尺寸和材料的目

标物的检测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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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不同速度的目标物的检测结

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8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特殊姿态的目标物的检测结

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9 一般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表面脏污的目标物的检测结

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0 在存在信号干扰的场景中，允许车速范围内，对目标物的检测

结果/效果，如识别率，精度等

11 上述工况组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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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车辆定位技术及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测试需求

无人驾驶汽车进行全自主行驶时，需要解决车辆在哪、往哪儿去、怎么去这三

大基本问题。其中车辆在哪和往哪儿去这两大核心功能均涉及车辆定位技术。与我

们生活中常见的定位技术不同，无人驾驶汽车所需的高精度定位，要求厘米级的精

度，才能确保不会因为定位误差发生安全事故。传统的依赖卫星导航系统普遍具有

米级的误差，这远不符合无人驾驶汽车的定位需求，因此需要借助其他方式方法来

提高车辆在地图上的位置精度，目前常用的方法包括高精地图，融合惯导和视觉等

技术。

3.1 现有定位技术

3.1.1 基于 GNSS的 RTK技术+惯导的定位技术

RTK是一种比较成熟的 GNSS 差分增强技术，有伪距差分、坐标（位置）差分

和载波相位差分三类。RTK建立在流动站与基准站误差强相关的假设基础上。当流

动站离基准站较近（不超过 10~15km）时，可获得厘米级精度的定位结果；当流动

站和基准站间的距离大于 50km时，最多只能达到分米级的精度。

RTK的优点在于定位精度高、收敛速度快，缺点在于依赖网络传输覆盖，双向

通信方式对信息安全和隐私权保护不利，对基准站密度有一定要求，广域差分 RTK

需要大范围布设参考站网 ，跨基准站切换需要重新固定载波相位整周模糊度等。

图 3-1 网络 RTK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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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GNSS绝对定位与其他传感器相对定位优势融合的组合定位技术可大致分为

松组合定位技术和紧组合定位技术。

松组合往往被理解为是发生在位置域中的组合方式，因为组合导航滤波器的观

测量是位置、速度或姿态信息。GNSS 与其他传感器（IMU、车速计等）松组合的

优势在于软件编制和硬件调试都较容易实现，使得松组合在车载高精度定位中一直

被广泛应用。但是当载体运行在高动态环境时，由于未受辅助的组合导航滤波器无

法估计传感器的全部误差参数，所以会产生相对较大的导航误差，抗电磁干扰能力

也较弱。

紧组合是发生在测距域中的组合方式，定位精度优于松组合，对于短暂的信号

中断，紧组合下的连续导航能力得到保障，在高动态环境下的抗干扰性能较强，在

城市峡谷、上下高架、隧道和地下停车场等复杂环境下都普遍适用。市场上已有部

分模组将多频多星座 GNSS接收机与陀螺仪、加速度计通过紧组合结合在一起，如

POS320，可以达到水平 0.02m1ppm，高程 0.03m1ppm 的精度。但是紧组合对传

感器性能依赖较高，限制了其在车载高精度定位中的大规模应用。

对于 RTK + IMU定位， 其主要的环境影响为卫星信号的遮挡和干扰， 其中遮

挡会导致可见卫星数的降低，以及多径效应，导致定位的性能下降，典型场景包括

隧道、城市峡谷、高架、树荫等典型场景。干扰主要包括电磁干扰以及欺骗等因素，

也会导致卫星信号的丢失，典型场景为恶意 GPS干扰器。

3.1.2 基于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结合高精度地图的定位技术

SLAM算法的作用是同时实现车辆的定位和环境信息建图。环境信息一般包括

静态的道路信息，比如道路上的车道线、停止线、导流线、交通标识等。与学术上

常说的 SLAM不同，自动驾驶车辆通常都是预先建立地图，然后利用此地图进行定

位和导航决策。完整的 SLAM过程只发生在数据采集完成后的地图生成时。本文所

说的 SLAM算法是指基于地图的定位算法。

目前地图主要有基于特征的地图和基于语义的地图。特征地图是根据传感器进

行采集的，比如基于相机的特征地图一般是存储的图像特征点。这些对于人来说，

是不可直接理解的，语义图是可以被人直接理解的，比如道路上的虚线和实线。语

义地图的维护成本低，通用性好，特征图可能效率高，但是维护成本高，通用性低，

比如可能换个相机型号，性能就会降低很多。地图的制作是一个规模较大，成本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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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产品，虽然感知传感器(如相机、激光雷达等)与定位设备（如 GPS，IMU等），

可以实现定位，但高级别自动驾驶大多需要地图进行进一步定位，智能驾驶对地图

具有强依赖的原因可归纳如下：

（1）仅靠车载传感器不能完全满足安全驾驶的需求，例如面对大范围的尘土或

者前方道路出现陡坡、急弯，这些需求，都属于传感器的探测盲区。此时需要一些

先验信息，即可以提前采集且短时间内不会改变的信息，包括道路的曲率、航向、

坡度、横坡角，这些信息会传递给车辆帮助决策。这是第一点。

（2）一般 SLAM算法只能完成基础地图的构建，这是在车辆的感知系统的感

知能力是能够全场景覆盖的前提下，SLAM算法构建内容一般是感知系统可以直接

感知到的，比如上文所说的车道线、标识符。一些从感知结果中无法推断出来的先

验规则，超出了机器的能力，是需要人来进行标注的。

（3）一般车辆的感知系统做不到全场景覆盖，且即使在较为简单的场景中，单

一车辆也很难在横向上完全看清道路全部信息。一般地图采集车要安装数个摄像头

或者激光传感器来保证横向上采集的完整性，而这种传感器配置的成本在量产自动

驾驶车辆上是不可能满足的。

因此，基础地图的构建一般也需要人的干预。基于上述原因，地图一般需要预

先制作。

与传统导航地图而言，高精度地图是主要面向车载自动驾驶系统的地图，其记

录信息的侧重点存在本质区别。传统地图只需要包含道路、兴趣点（POI）等基本信

息，精度大部分在米级，高精地图则要求更详细的道路和车道模型等来作为判断的

依据，精度需要达到厘米级。高精度地图主要记录的信息包括道路矢量元素信息（车

道线位置、宽度等）、车道周边的固定对象信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障碍物）

从而引导车辆行驶。由于自动驾驶需要极高的安全性，目前的人工智能还不能像人

类一样对于路况信息做出准确、及时的反应。高精地图提供的部分道路和环境信息，

例如道路细节信息、交通标志等，与自动驾驶汽车通过摄像头、激光雷达等感知设

备获取的信息存在重叠，达到“信息冗余”状态。信息越多，自动驾驶系统判断是准

确度就越高，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

SLAM的输入，除了地图以外，不同的方案，视觉的、激光的、雷达的，除了

对应的必要传感器（相机、激光、雷达）以外，还包括可选的传感器，比如 I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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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U提供的帮助在于，当单帧主传感器检测失败，可以作为冗余传感器。IMU的存

在可以提升算法的稳定性。

大体分类：（介绍下 SLAM的一般过程，由此介绍几种不同的 SLAM算法（视

觉的、激光的、雷达的））

SLAM 问题需要同时估计路标（landmark）和自身位姿。算法一般过程是：前

端感知+后端优化。前端感知负责特征提取、帧间匹配、回环检测，帧间匹配提供相

邻帧间的局部约束，回环检测提供全局约束，优化算法结合当下状态与历史感知在

满足局部约束和全局约束条件下的以最大化感知观测的后验概率为目标，来同步估

计自身位姿以及路标。 不同传感器（视觉的、激光的、雷达的）的 SLAM 算法主

要区别在前端感知上，后端算法原理上是一样的。前文可知，地图可以分为特征地

图和语义地图，地图的不同也决定了前端算法的不同。

与 GNSS相比，SLAM的优势为：（1）定位精度要高于普通消费级别的 GNSS

定位；（2）在隧道、高楼等 GNSS无法正常工作的场景下，SLAM的方法可以保证

定位的精度和稳定性。

SLAM的不足为：（1）雷达传感器的数据要远远比 Lidar稀疏，将导致在单帧

的检测中无法提取有用的定位信息，另外雷达传感器的精度一般低于另外 2种，这

也导致基于雷达方案精度可能低于相机和 Lidar方案。（2）基于相机的方案成本上

要低于 Lidar方案。基于相机的方案受光照因素影响，比如夜晚、强曝光、下雨导

致地面反光等场景下无法工作。（3）Lidar方案不受光照因素限制，Lidar方案的受

限场景主要是引起激光信号传输受限的因素，比如暴雨、道路灰尘等因素。除此之

外，相比较于相机方案，激光方案一般依靠显著的几何特征来提取自身姿态改变，

在一些几何特征不显著的场景比如开阔的、几何特征不明显但是图像纹理特征明显

的的地方，Lidar-slam的性能要低于 VSLAM。

测试方法：

主要测试算法的场景覆盖率，即在不同难度的场景下，评估算法的稳定性和精

度，数值上可以从两方面来评估，一方面可以评估定位的相对精度。相对精度是车

辆移动一段时间或者距离后，评估其相对移动量与真值的差距。另外一方面可以评

估绝对精度，绝对精度是在全局坐标系中，评估不同方法在横向上和纵向上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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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相对定位技术（里程计、惯导）

3.1.3.1 相对定位技术的定义

相对定位指的是获取车辆自身帧间的位置变化，通俗来讲就是要知道车辆在 t+1

时刻相对 t时刻位姿变化了多少。从广义角度来讲，在每一时刻，自动驾驶车辆除

了要知道与上一刻的位置变化，一般还要知道周围环境比如车道线、障碍物与本身

的位置关系，这也属于相对定位的范畴。

3.1.3.2 应用场景，意义，功能

相对定位的应用意义在于两点。一是在不需要全局定位的场景下，比如 L2—的

自动驾驶应用 ACC、LKA，即不需要导航功能的辅助驾驶应用，车辆不需要知道在

全局中的位置，只要保证这一刻相比较于上一刻的位置变化计算准确就可以。另外

一点，在需要导航功能时，相对定位也有存在价值，当全局定位短暂失效时，比如

GPS收不到信号，或者 SLAM算法由于感知受限导致短暂失效等，可以短暂使用相

对定位来递推全局位置。由于相对定位重点关注帧间的位置一致性，长时间后存在

累计误差，所以在用相对定位推算全局位置的方法只能保证在短时间内可靠，时间

长了由于累计误差变大，定位不可信。但是对于不需要全局定位的应用场景下，由

于不需要参考全局信息（比如地图），累计误差的存在不影响系统，只需要保证在

一定范围内的相对定位精度即可。

3.1.3.3 方法分类与各种方法优缺点比较

相对定位的方案，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依靠车辆自身安装的直接测量本

车运动的传感器来推算车辆位置变化的方案，比如常见的有，基于车轮的轮子里程

计法Wheel Odometry（WO），基于加速度计陀螺仪的惯导里程计法 Inertial Odometry

（IO）。这些传感器可以直接测量车子的运动，因此可以直接用来进行相对定位。

但是这类方法只能推算车辆自身的位置变化，无法感知车辆与周围环境的位置关系，

对于比如 LKA车道保持这类需要感知车道线与本车关系的应用，是不够用的。因此

另外一个依靠传感器来感知周围环境与本车的相对位置关系的方案更加常见，通过

帧间车辆观察的东西存在重叠这一信息，可以根据周围环境在自身车辆坐标系的位

置变化来间接推断自身的位置变化，这是第二类相对定位的方案。这类方法常见的

有基于相机的 Visual Odometry VO、Lidar Odometry LO、Radar Odometry RO。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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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算法稳定性，常见的方案中也会将惯导加入进去，形成 VIO、LIO等方案。此

类方案与全文所说的 SLAM 的方案有相似的地方，都由前端感知+后端优化组成，

区别在于相对定位问题只要求局部一致性，不要求全局一致性，因此比 SLAM方案

缺少了闭环检测和全局优化，只需要保证局部优化。下面的图反映了二者在定位和

建图上的差异。方案二的意义除了保证自车相对定位局部最优之外，更重要的意义

在于可以同时保证对环境感知的局部一致性，这个也是方案二相比于方案一的核心

优势。

WO方案的问题在于轮子存在打滑的问题，同时精度有限， IO 方案问题在于

惯导一般存在明显偏置或者温漂问题，需要额外传感器进行校准。VO或者 LO方案

的优势在于精度高，局限在于感知受限问题，比如对于相机光照环境恶劣导致感知

失效，Lidar由于灰尘、暴雨导致激光测距失效。多种传感器融合可以解决单一传感

器的问题。

图 3-2 基于视觉与里程计定位结果 图 3-3 基于视觉的 SLAM定位结果

3.1.3.4 测试方法

主要测试算法的场景覆盖率，即在不同难度的场景下，评估算法的稳定性和精

度，数值上可以评估定位的相对精度，相对精度是车辆移动一段时间或者距离后，

评估其相对移动量与真值的差距。

3.1.4 多种定位技术融合

在多源融合导航系统中，多源融合算法是充分利用导航定位源实现融合定位的

关键步骤。下面就几种典型的融合算法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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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1 加权融合算法

加权算法是一种最简单直观的融合算法。在加权融合算法中，将多个融合源提

供的位置信息分别冠以相应的权重，从而获取最后的融合结果，优点：加权融合具

有算法简单、实现方便的特点。缺点：但是当权重因子选取不当的时候，并不能获

得较佳的融合结果。

3.1.4.2 基于贝叶斯估计的滤波融合算法

贝叶斯统计理论相对于经典统计理论的主要优势是，其对先验知识进行了充分

的利用，将每一次检验过程动态地认为是对先验知识的不断修正过程。优点：贝叶

斯估计方式充分利用先验信息，系统预测准确，缺点：但是它需要明确地了解量测

的先验模型，而在实际应用中较难取得所有传感器的先验信息。

作为贝叶斯滤波的一个特例，卡尔曼滤波就是在线性滤波的前提下，以最小均

方误差为最佳准则。采用最小均方误差作为最佳准则是因为在这种准则下的理论比

较简单。

对于非线性系统来说，贝叶斯滤波中的状态后验概率密度函数将难以求解。为

此，贝叶斯滤波的各种近似解相继出现，例如扩展卡尔曼滤波、无迹卡尔曼滤波、

粒子滤波等等。

3.1.4.3 基于因子图的融合算法

因子图是指基于贝叶斯网络或者马尔科夫随机游走模型的概率图像模型。以全

局函数 ),,,,( 54321 xxxxxg 为例，其为具有 5个变量的实值函数,将其分解为 5个局部

函数之积。

),(),(),,()()(),,,,( 53433212154321 xxfxxfxxxfxfxfxxxxxg EDCBA

因子图的因式分解特性为多源信息融合的精度提高提供了可能性。在基于因子

图的多源融合导航定位算法中，将每一个导航定位源视作一个变量节点，变量节点

在函数节点实现局部融合，最终通过基于和积算法的消息传递过程，得到最终的融

合结果。

当添加和删除导航定位源时，启用或者弃用相应的函数节点。在融合过程中，

充分利用因子图的这一特性，可以实现多源融合导航定位的即插即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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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4 交互式多模型算法

交互式多模型算法是一种高效的混合估计方案，已经成功应用于很多问题。交

互式多模型算法是一种具有马尔科夫切换系数的算法，其估计算法采取递推形式，

主要分为四个步骤，分别是模型条件初始化、模型条件滤波、模型概率更新以及估

计融合。

此种算法性能非常依赖于所使用的模糊集，而大量模型在提高估计精度的同时

也带来了极大的计算量，所以模糊集的选取是交互式多模型算法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3.1.5 UWB室内定位技术

3.1.5.1 UWB-Ultra Wideband(超宽带)技术

是一种全新的、与传统通信技术有极大差异的通信新技术。它不需要使用传统

通信体制中的载波，而是通过发送和接收具有纳秒或纳秒级以下的极窄脉冲来传输

数据，从而具有 GHz量级的带宽。

3.1.5.2 UWB与传统的窄带系统的区别

超宽带系统与传统的窄带系统相比，具有穿透力强、功耗低、抗多径效果好、

安全性高、系统复杂度低、能提供精确定位精度等优点。因此，超宽带技术可以应

用于室内静止或者移动物体以及人的定位跟踪与导航定位，且能提供十分精确的定

位精度。

3.1.5.3 UWB的测距原理

双向飞行时间法（TW-TOF, two way-time of flight）每个模块从启动开始即会生

成一条独立的时间戳 。模块 A的发射机在其时间戳上的 Ta1发射请求性质的脉冲

信号，模块 B在 Tb2时刻发射一个响应性质的信号，被模块 A在自己的时间戳 Ta2

时刻接收。有次可以计算出脉冲信号在两个模块之间的飞行时间，从而确定飞行距

离 S:

[( 2 1) ( 2 1)]xS C Ta Ta Tb Tb   

(C为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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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基于双向飞行时间法的 UWB测距示意图

TOF 测距方法属于双向测距技术，它主要利用信号在两个异步收发机

（Transceiver）之间飞行时间来测量节点间的距离。因为在视距视线环境下，基于

TOF测距方法是随距离呈线性关系，所以结果会更加精准。我们将发送端发出的数

据包和接收回应的时间间隔记为 TTOT,接收端收到数据包和发出回应的时间间隔记

为 TTAT, 那 么 数 据 包 在 空 中 单 向 飞 行 的 时 间 TTOF 可 以 计 算 为 ：

TTOF=(TTOT-TTAT)/2。

图 3-5 基于 TOF测距法的 UWB测距示意图

然后根据 TTOF与电磁波传播速度的乘积便可计算出两点间的距离 D=CxTTOF

TOF测距方法和两个关键侧约束：

(1) 发送设备和接收设备必须始终同步

(2) 接收设备提供信号的传输时间的长短

为了实现始终同步，TOF测距方法采用了始终偏移量来解决始终同步问题，但

由于 TOF测距方法的时间依赖于本地和远程节点，测距精度容易受两端节点中的始

终偏移量的影响。为了减少此类错误的影响，这里采用反向测量方法，即远程节点

发送数据包，本地节点接收数据包，并自动响应。通过平均正向和反向多次测量的

平均值，减少对任何始终偏移量的影响，从而减少测距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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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减小基于 TOF测距法的 UWB测距误差方法示意图

3.1.5.4 UWB的定位原理

知道了 UWB的测距原理，再来了解 UWB的室内定位原理就很容易了。UWB

的室内定位功能和卫星原理很相似，就是通过室内布置 4个已知坐标的定位基站，

需要定位的人员或者是设备携带定位标签，标签按照一定的频率发射脉冲，不断和

4个已知位置的基站进行测距，通过一定的精确算法定出标签的位置

图 3-7 基于 4个基站的道路车辆定位示意图

图 3-8 基于 4个基站的室内物体定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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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挡主要指室内定位 UWB基站和定位标签之间存在障碍物，阻碍了信号直接

被互相接收，从而影响定位。

图 3-9 UWB测距干扰示意图

遮挡对 UWB定位的影响主要分以下几种情形：

(1) 实体墙：一堵实体墙的遮挡将使得 UWB 信号衰减 60-70%定位精度，

误差上升 30厘米左右，两堵或者两堵以上的实体墙遮挡，将使得 UWB无法定

位；

(2) 钢板：钢铁对 UWB脉冲信号吸收很严重，将使得 UWB无法定位；

(3) 玻璃：玻璃遮挡对 UWB定位精度没太大影响；

(4) 木板或纸板：一般厚度 10厘米左右的木板或纸板对 UWB定位精度没

太大影响；

(5) 电线杆或树木：电线杆或者树木遮挡时需要看他们距离基站或者标签的

距离，和基站和标签的相对距离比较是否很小，比如，基站和定位标签距离 50

米，电线杆或者树木正好在两者中间，25米处，这种遮挡就无大的影响，如离

基站或者标签距离很近小于 1米，影响就很大。

3.1.5.5 UWB室内定位基站布置原则

(1) 一维定位就是测距应用，适用于隧道，矿井对定位精度不高场景，精度

在 0.3米左右。

(2) 二维定位需要确定在空间的 X、Y 坐标。

二维定位需要确定在空间的 X、Y 坐标，分两种情况：（a）类似于道路的

伪二维定位。和一维定位非常类似，但采用测距的方式实现定位功能。通过标

签离基站的距离，计算标签的位置，由于场景的特殊性，可以计算出标签的最

终位置；（b）标准二维定位。通过三个以上的基站，确定区域内的标签的位置。

可以得出基站的二维坐标。在这个系统中，由于只有二维坐标，需要关注“垂直

投影”带来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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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维定位

实现三维定位，需要求出被定位设备的 XYZ 三维坐标，在基站架设的时

候，需要特别拉开 Z 轴的高度差，以确保在 Z 轴上的精确度。若用测距的方式，

三个基站就可以完成三维定位，用 TDOA 的方式，必须要四个以上基站才能完

成。精准的三维定位每隔 50-100米步骤一个定位基站，使得任意时刻都有四个

基站能接受到标签发出的脉冲。基站 4 和其他基站不在同一个平面上，若做测

距，得到的是标签和基站 4 的斜边的距离，需要通过投影到平面进行计算。

图 3-10 三维定位示意图

3.2 定位功能局限

3.2.1 绝对定位技术功能局限

3.2.1.1 城市峡谷中的建筑物反射造成多径现象

城市峡谷对 GNSS定位的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可见卫星数的减少。由于城市峡谷场景下，道路两侧的高层建筑遮挡卫

星信号，导致可见卫星数较少。这种情况在多 GNSS系统组合的情况下，能得

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2) 卫星信号频繁丢失和重新捕获，造成信号的连续性变差，对于高精度定

位的模糊度固定带来不利影响。

(3) 由于道路两侧建筑物的遮挡，可见卫星多为前后视距方向，卫星的几何

构型（PDOP）变差，导致定位精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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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路两侧建筑物对未遮挡的信号进行反射，造成严重的多路径效应，使

得伪距观测量的测量误差变大，未被遮挡的卫星信号信噪比（SNR）降低，观

测噪声偏大。

图 3-11为一实测城市高楼下的定位结果，从中可见在城市高楼场景中，定位轨

迹（RTK：绿色，RTK+IMU 蓝色，参考：红色）发生较大的偏移。

图 3-11城市楼宇对绝对定位结果的影响

3.2.1.2 交通设施遮挡导致定位信号丢失

针对组合导航定位技术，在有严重遮挡的场景（比如在隧道中），车辆长时间

内完全收不到 GPS信号的情况下，单纯依赖惯导推断车辆的全局位置会由于长时间

累计误差的影响，定位的偏差会越来越大。情况差的时候，误差在百米以上。

GPS、RTK等定位信号丢失的场景（长隧道、室内、地下停车场等），无法保

证厘米级的定位精度。

表 3-1 物体遮挡导致的定位信号丢失列表

定位功

能局限

潜在局限场景 利害相关者 环境条件 衍生场景

由于完全遮

挡，导致丢失

GNSS定位信

号

驾驶员、乘

客及其他交

通参与者

隧道内

在长隧道内，完全丢失 GNSS
信号，惯导系统存在累积误差，

导致米级定位误差

地下停车场

在地下停车场内，完全丢失

GNSS信号，惯导系统存在累积

误差，且可能会深入地下数层，

导致米级定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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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停车场

在远离窗口的室内停车场，完全

丢失 GNSS 信号，惯导系统存

在累积误差，且可能会螺旋上升

数层，导致米级定位误差

由于严重遮

挡，导致只能

接收到少量卫

星的 GNSS定

位信号

驾驶员、乘

客及其他交

通参与者

峡谷

在城市道路两边均有高楼，形成

城市峡谷，导致 GNSS 接收机

仅能接收到少量卫星信号，导致

米级定位误差

在山区峡谷内，GNSS接收机仅

能接收到少量卫星信号，导致米

级定位误差

室内停车场

在靠近窗口的室内停车场，

GNSS 接收机仅能接收到少量

卫星信号，导致米级定位误差

偏远山区

在偏远山区的靠近悬崖的道路

上，由于一侧山峰遮挡，导致

GNSS 接收机仅能接收到部分

卫星信号，导致米级定位误差

由于蜂窝网或

者无线电台未

覆盖，导致丢

失 RTK/RTD
差分定位信号

驾驶员、乘

客及其他交

通参与者

偏远山区

偏远山区，无蜂窝或无线电台覆

盖，GNSS 接收机无法获取到

RTK/RTD差分定位信号，无法

进行定位修正

隧道内

在某些隧道内，无蜂窝或无线电

台覆盖，GNSS接收机无法获取

到 RTK/RTD差分定位信号，无

法进行定位修正

地下停车场

在某些地下停车场内，无蜂窝或

无线电台覆盖，GNSS接收机无

法获取到RTK/RTD差分定位信

号，无法进行定位修正

3.2.1.3 交通设施遮挡导致定位错乱

高架桥路段，桥上和桥下的道路在地图中的经纬度位置是非常靠近的，有些地

图甚至无法提供道路的高度信息。这导致定位车辆处于桥上还是桥下变得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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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高架桥环境中的车辆定位

3.2.1.4 定位能力提升措施

3.2.1.4.1 基于 GPS的海拔来实现高架上下判断

高架上下的海拔是确定的，因此靠卫星的海拔高度（x、y、z坐标中的 z 值）

来区分高架上下。计算 GPS的高度误差会比平面误差要大不少,根据交会定位的原理

分析（如下图），不难理解，如果左图这种卫星分布，更有利于计算平面上的坐标，

而不利于计算高度坐标，反之右面这张图更有利于计算的是海拔高度，而不利于计

算平面坐标。而卫星定位场景是前一种，所以自然地高度误差会比平面误差很大。

图 3-13 高架桥环境中的车辆定位

由定位原理导致的高度不准，是高架区域不能用 GPS定位确定高架上下的主要

原因之一。对于一个地面海拔大概 10m左右的高架桥区域，高架下的海拔时而可以

达到几十米或者负几十米。因此靠传统的高精度定位原理，基于 GPS的海拔来实现

高架上下判断，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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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2 利用气压的绝对值比对来实现高架上下判断

由于 10m左右的高架上下的气压差，是非常显著的，所以理论上可以根据气压

传感器来区分高架上下。但是，第一，气压会随着天气变化而显著变化；第二，就

算在同一时间和地点，两个同样型号的设备，其气压值也可以完全不同。因此，靠

气压的绝对值比对来实现高架上下判断，也是不可能的。

气压计只能用来识别上下高架的行为，而不能识别一个静态的车，它到底在高

架上还是高架下的，更不能识别一个静态的人，他到底在一个楼的几层。

利用以上方案来实现高架定位，虽然很难识别出高架上与地面的差异，但可以

识别出高架下遮挡的情况，比如 GPS定位半径、卫星分布情况、定位结果的异常情

况等，如果判断出了遮挡的情况，那么剩下的就是不遮挡的，剔除了高架下的场景，

剩下场景就转变为一个不重叠的平面定位问题，这样就会好做很多。

3.2.2 基于 SLAM的相对定位局限

3.2.2.1 基于视觉的 SLAM定位局限

针对视觉 SLAM方案，当遇到视觉感知比较困难的场景：比如暴雨，地面严重

反光、黑夜无光情况。此种情况下相机无法看清道路特征，视觉 SLAM方案会失效。

高精地图作为对车辆行驶静态环境的准确描述，在无人驾驶系统的各个模块如

定位、感知、规划都有着重要作用。基于廉价的单目视觉传感器，我们提出一种视

觉高精定位方法，使得结合单目相机及高精地图数据可以完成高精地图覆盖区域中

道路的车辆高精度定位，对地图中的道路语义元素与单目图片中的视觉语义元素进

行数据关联，基于优化方法或滤波搜索方法可以对车辆位姿进行估计，使其满足一

定准则下的成本最小化，从而完成视觉高精度定位。其中所利用的地图语义元素包

括但不限于车道线，道路两侧路灯等杆状物体，道路标示牌，停止线等。单独的视

觉感知定位会强烈受到感知结果的影响，由于采用了语义分割的图片作为定位输入，

当车道线分割结果或者路牌分割结果受到环境影响显著质量显著降低时，视觉定位

无法输出高精度，稳定的定位结果，如图 3-14所示，当路面纹理信息不显著从而导

致无法进行正确的车道线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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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路面纹理信息不显著影响车与车道线的相对定位

当光照度很低的时候，车道线分割结果质量降低，从而会对当前帧的定位结果

产生影响，视觉定位输出的置信度会下降，此时定位系统会依据里程计的输入和

GNSS系统的输入来对当前帧的定位结果进行推断：

图 3-15光照度过低对相对定位的影响

当光照强度提升的时候，车道线分割质量会立即恢复，视觉定位结果会立即重

新输出高精度的车辆位置和姿态。

图 3-15光照强度提升后相对定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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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雨量条件下，感知结果也会存在差异，如图 3-17在中雨条件下车道线

依然能够输出稳定的感知结果，相应的视觉定位模块也可以输出高精度的车辆位姿。

图 3-16 中雨条件下的相对定位效果

如图 3-18所示，在暴雨情况下，显示屏左侧为车道线感知结果，右侧为根据视

觉定位结果，通过高精地图中的车道线元素投影到图像上的结果，可以看到定位结

果还较好。

图 3-17 暴雨环境中的车辆与车道相对定位效果

当雨量增大，地面反光更加严重的时候，从图 3-19中可以看出定位发生了丢失，

无法完成视觉定位任务，这个时候需要引入其他的定位源，如 GNSS, IMU等定位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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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地面反光时的车辆与车道的定位效果

3.2.2.2 基于激光雷达的 SLAM定位局限

当前感知定位导航技术领域中，由于激光雷达具有不受环境光照影响且可以直

接获取环境对象相对位置的优点，其同步建图与定位系统（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SLAM）被广泛研究并应用于室内机器人和无人驾驶车辆。

激光雷达 SLAM 系统硬件通常由单个或多个多线雷达，选配惯性测量单元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IMU），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等传感器和计算平台共同构成。其定位功能一般由四大功能子模块：

预处理、点云匹配与位姿估计、回环检测，及后端融合优化实现。但是由于传感器

硬件、算法、计算平台资源以及系统运行环境工况存在的差异，会导致激光 SLAM

系统子模块功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系统不同类型的定位功能局限和相关安全问题。

激光雷达 SLAM系统的四个子模块基本功能分别为：

（1） 预处理：传感器数据时间同步与空间坐标系关系标定，原始点云数

据的注册、去畸变、筛除无效点和提取特征点等，为后续点云扫描匹配做基础；

IMU进行积分辅助点云去畸变及后续匹配优化；

（2） 点云匹配与位姿估计：通过对两帧点云提取的特征进行匹配关联并

估计帧间位姿；

（3） 回环检测：又称闭环检测，是指当前点云帧在历史地图帧中搜索相

似帧并匹配估计当前位姿，主要是减小累积误差优化位姿；

（4） 后端融合优化：结合其他传感器和回环估计对点云匹配的位姿估计

结果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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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系统模块构成可以发现，算法核心是基于激光雷达点云匹配估计结果进行

优化而得到最终定位和建图结果。而点云匹配首先是根据环境中的点云提取足够多

的有效特征点，并得到两帧点云中相同的特征点对进行匹配关联从而估计车辆的位

姿运动。所以，如果特征点不满足数量和有效性以及没有足够有效的特征点对正确

匹配，就会引起较大的估计误差乃至估计错误，而融合估计性能恶化则导致估计结

果误差增大。以下将从这三个功能关键点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3.2.2.2.1 点云特征点数量及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点云特征点数量及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1） 硬件因素：激光雷达线数、精度与扫描频率；

（2） 算法因素：点云的去噪去畸变处理和特征类型选择；

（3） 环境因素：环境目标的颜色、材质及粗糙度、天气条件（雨雾等，

见图 3-17）、温度和振动等；非结构化场景中难以提取稳定可靠的特征；动态

障碍物（遮挡激光雷达信号或者遮挡住定位特征，见图 3-21）对特征点有效性

的影响；场景点云稀疏对特征点数量的影响。

（a）晴天 （b）雨天

图 3-20 雨天环境对激光雷达点云特征点数量的影响

图 3-21 动态车流对激光雷达点云特征点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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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2 点云匹配特征点对数量及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点云匹配特征点对数量及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1) 算法因素：前序单帧的点云特征点不满足数量及有效性，两帧特征点匹配

搜索算法；

(2) 环境因素：几何环境单一的退化环境，即两帧间特征点对分布近乎相同，

或丰富环境下的匹配歧义或模糊问题，影响特征点云对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典型退化环境如图 3-22所示，主要包括广场、机场、长隧道、单侧墙、高

速公路、桥梁、地下车库，以及地面大型停车场等；

(3) 工况因素：快速运动和上下坡下两帧点云间可以匹配的点云对数量少。

（a）长隧道 （b）高速公路

（c）桥梁 （d）机场

（e）地下停车场 （f）地上停车场

图 3-22典型退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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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3 融合估计性能提升性的影响因素

融合估计性能提升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1） 硬件因素：传感器噪声水平；外源传感器的类型与数量；计算平台能力；

（2） 算法因素：传感器的时间频率同步与空间坐标系标定；融合方法与优化

方法选择；降低误差累积；

（3） 环境因素：其它传感器特定环境下的功能安全，如 GNSS的遮蔽问题。

在激光雷达 SLAM系统中，影响点云特征点数量及有效性的主要功能环节为预

处理模块，影响正确匹配特征点对数量及有效性的功能环节为点云匹配模块，影响

结果的提升功能为回环检测模块和后端融合优化模块。根据各模块中的功能关键及

功能关键的影响因素做归纳，如表 3-2。

表 3-2 激光 SLAM子模块的功能影响因素

模块 预处理 匹配估计 回环检测 融合/优化

功能关键
特征点数量及有效

性

匹配特征点对数量及有

效性
性能提升性

硬件问题
激光雷达线束，精度

与扫描频率

传感器噪声水平

外源传感器的类型与数

量；计算平台能力

算法问题
点云的去噪去畸变

处理，特征类型选择

点云特征点数量及有效

性不足

帧间匹配搜索方法

地图的误差累积

传感器的时间频率同

步，空间坐标系标定，

融合方法与优化方法选

择，误差累积

环境问题

雨雾天，空旷环境，

动态障碍物多，非结

构化环境

退化环境

丰富环境
遮挡下无 GPS

工况问题
快速运动

上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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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定位功能测试需求

3.3.1 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绝对定位功能测试需求

3.3.1.1 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开放场景中绝对定位功能测试需求

高架桥场景下，对于在高架桥下的车辆，其卫星信号将受到遮挡，取决于高架

桥的几何形状和车辆所处位置，以及受遮挡的时长，卫星定位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对于车辆定位能力的测试，可从水平定位精度和垂直定位精度两方面进行考量。

对于高架桥所需测试场景的定义，也取决于定位功能 ODD的定义，若为 HWP，

其 ODD 为高速路及城市高架路，车辆运行在高架桥上，大部分路段可定位为开阔

场景，对于卫星导航来说所受的影响较低。部分高架桥存在短时垂直交叉和平行路

段，车辆运行在该种场景下，卫星信号将受到短时遮挡，对卫星导航功能产生不利

影响。

对于更高等级的自动驾驶功能，其 ODD 所需考虑的场景复杂度将极大增加。

对于高架桥场景，需要考虑长时间高架桥下行驶，以及单侧高架桥遮挡，双侧高架

桥遮挡等场景。高架桥的尺寸、形状等均会对卫星信号的遮挡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以下表格仅列举部分典型的高架桥场景:

表 3-3 高架桥场景细分列表

高架桥场景细分

高架桥下

最外侧车道

最内侧车道

并行高架路下方中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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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侧高架桥遮挡

高架入口，高架两侧地面并

行路段等

高架路隔音屏

短时高架桥遮挡 高架桥垂直交叉和平行路段

连续短时遮挡 复杂路段，多重高架交叉

3.3.1.2 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半封闭场景中的绝对定位能力测试需求

建立长隧道场景，测试车辆在隧道场景的定位能力。建立室内、地下停车场等

场景，测试车辆在相应场景中的定位能力（同步测试车辆在补充辅助定位设施（如

RSU、5G基站、地基增强站等）后的定位能力）。

在长隧道场景中，单独的靠卫星导航技术是无法实现定位和导航的，因此，隧

道场景中车辆需要通过卫星导航技术之外的技术方案来实现定位和导航。从安全的

角度出发，此类场景下车辆定位的能力更加需要被测试。由于基于惯性设备的定位方

法，受设备测量精度与环境噪声影响，当侧向运动较大时，定位精度下降，并由实际经验

发现，隧道的曲率对车辆定位能力有一定影响，因此需对车辆在不同曲率隧道中行

驶时的定位能力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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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实现的关键是接收一定数量（通常大于或等于 4颗）的 GNSS

导航卫星的测距信号用以实现定位，而 GNSS信号是无法穿透较厚的山体或混凝土

结构体的，因此单独的卫星导航系统无法实现隧道内的定位和导航。目前比较成熟

的主要是惯性导航（涉及到里程计、陀螺仪、加速度计和地磁传感器等）和卫星导

航的组合导航解决方案，传感器通过积分得到运动载体的速度和位移信息，同时可

以感知运动载体的旋转角度。但缺点是成本相对较高，误差积累较快。一般是在进

入隧道前利用 GNSS定位完成惯导设备的初始精准位置获取和相关参数标定（初始

姿态角等信息），进入隧道后，利用惯导传感器提供的姿态变化率和加速度信息，

确定隧道内的精准位置，其在短时间内倒是能实现很高的精度，但是偏移随着时间

的增加而增加，一般要求隧道不能过长。

除了惯导之外，还有视觉、激光雷达等技术可以用于隧道内的定位，另外，地

基伪卫星导航系统 Locata系统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案，它是一种，通过区域内的多个

伪卫星信号发射器网络进行定位，其定位原理与 GNSS 定位类似，也有一些兼容

Locata和 GNSS的接收机，二者可进行无缝转换进行定位。但该技术方案仍然存在

如几何布局、远近效应、多路径误差等多方面的技术难度。

表 3-3为隧道场景细分表，将隧道场景分为驶入隧道、隧道内行驶和驶出隧道

三类。驶入隧道场景中，卫星导航系统逐渐失效，周围光照逐渐变暗，车辆切换技

术方案，已实现定位和导航功能。隧道内行驶场景中，可分为左侧车道和右侧车道

两个细分场景。驶出隧道场景中，卫星导航系统逐渐恢复，周围光照逐渐明亮。

表 3-4隧道场景细分列表

隧道场景细分

隧道内

最左侧车道

最右侧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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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入口处 隧道入口处，GPS信号逐渐丢失

隧道出口处
隧道出口处，光线逐渐明亮，

GPS信号逐渐找回

3.3.2 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相对定位的定位功能测试需求

3.3.2.1 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开放场景中基于相机进行相对定位的定位功能测试

需求

建立视觉功能受限场景，测试车辆在暴雨，地面严重反光、黑夜无光等场景下

的定位能力。

设计场景建设，需要有相关测试场景建设的单位参与，目前各单位提供的部分

指标包括：

(1)视觉感知方面，场景建设需要考虑：

a) 大雨及以下，视觉感知效果下降不明显。

b) 视觉感知有效距离80m+，基于此设计测试场景弯曲度与车速的关系。

c) 目前视觉感知失效下，可以预测6s虚拟车道线，基此计算测试场景长度与

车速的关系。

d) 还需考虑隧道测试场景， 隧道测试可以考虑单向隧道和双向车辆行驶隧道

（车流方向不同，对视觉里程计可能有影响）。

(2)融合控制方面，场景建设需要考虑：

a) 考虑在此场景下添加本车道及反向车道静态障碍物模型车辆，以测试检测

能力。

b) 建议添加移动障碍物或者车辆模型，以测试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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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开放场景中基于激光雷达进行相对定位的定位功

能测试需求

建立激光功能受限场景，测试车辆在大雨、烟雾等场景下的定位能力

由于激光雷达的固有特性，激光雷达在雨雾雪沙尘暴等环境中可能会出现功能

受限，会将雨雾、灰尘识别成障碍物。其根本原因在于几个雷达的光束打到雨雾、

灰尘上会出现反射现象，激光雷达接收到反射的激光，则判断雨雾、灰尘为障碍物，

造成误识别。雨雾、灰尘造成的误识别已经成为激光雷达应用中的难点。

在工程实践中，常采用多次回波技术来克服此类不良天气场景下激光雷达的功

能受限问题。多次回波指的是激光雷达发射的光束打到一些物体上会发生反射和透

射，透射的光再遇到物体还会发生反射，这样激光雷达发射一束光就不只接收到一

次反射光，而是接收到多次反射光，采用相应的算法对多次发射光进行处理，就是

多次回波技术。最常见的处理方法就是采用最后一次回波，如果在雨雾、灰尘环境

中，激光可以穿透雨雾、灰尘，并最终打到障碍物上，并反射，采用最后一次回波

就可以把雨雾、灰尘滤除掉。当然多次回波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雨雾、灰尘很大，

激光完全穿透不了，依然会造成误识别。

图 3-19 激光雷达多次回波技术

除多次回波技术之外，还可通过采用激光雷达和感知融合等技术来克服此类不

良天气场景下激光雷达的功能受限问题。

对于高等级的自动驾驶功能，其 ODD 所需考虑的场景复杂度非常高。应对下

雨、下雪、雾天和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激光雷达功能受限都做出考虑，以

下表格为激光功能受限场景，场景类别分为下雨、下雪、雾天和沙尘暴四类，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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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场景又根据不同的场景参数细化出多个场景名称。所列场景参数均参照中国国家

气象局相关文件制定。

表 3-5 激光功能受限场景

场景类别 场景名称 场景参数

下雨

小雨、阵雨 24小时降水总量 0.1-9.9mm

中雨 24小时降水总量 10.0-24.9mm

大雨 24小时降水总量 25.0-49.9mm

暴雨 24小时降水总量 50.0-99.9mm

大暴雨 24小时降水总量 100.0-149.9mm

特大暴雨 24小时降水总量大于 150mm

下雪

小雪 折算 24小时降雨量 0.1-2.4mm

中雪 折算 24小时降雨量 2.5-4.9mm

大雪 折算 24小时降雨量 5.0-9.9mm

暴雪 折算 24小时降雨量大于 10mm

起雾

轻雾 水平能见度距离 1-10km

雾 水平能见度距离 0.5-1km

大雾 水平能见度距离 0.2-0.5km

浓雾 水平能见度距离 0.05-0.2km

强浓雾 水平能见度距离小于 0.05km

沙尘暴

浮尘 风已停息，水平能见度距离 1-10km

扬尘 风力较小，水平能见度距离 1-10km

沙尘暴 大风扬尘，水平能见度距离 0.2-1km

强沙尘暴 大风扬尘，水平能见度距离 0.05-0.2km

特强沙尘暴 大风扬尘，水平能见度距离小于 0.0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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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 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封闭场景中的相对定位能力测试需求

3.3.2.3.1 室内环境中相对定位功能测试需求

室内场景下的自动驾驶，具有低速、主要用于载货和场景复杂三个显著特点。

应用场景包括制造工厂里或仓库里的材料运输，医院里的药品、食品配送，无人清

扫消毒车，楼宇里的快递自动配送，以及消防救援等特殊场景。

室内场景下的定位，具有以下挑战：

(1) 定位的挑战-横向

由于室内空间狭小，行驶轨迹上障碍物复杂多变，对定位的精确性有更高的要

求。而室内很多场景恰恰因为卫星信号受到遮挡，GPS信号弱或者没有 GPS信号，

无法单独靠卫星进行定位，需要融合室内高精地图、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超声

波的信息共同定位。

(2) 定位的挑战-纵向

对于楼宇里的快递自动配送，还存在空间上频繁的纵向运动。仅靠 GPS定位，

无法区别具体在哪一层。需要高精度地图和其它感知设备共同定位。

(3) 决策路径上出现障碍物后的定位

室内场景下的行驶路径会有很多突发和偶然性的事故。比如，穿梭在医院里的

无人配送车，在往返相同路径时，路径上可能存在不同的障碍物，和高精地图上的

信息不能完全相符。

(4) 相同区域场景频繁变化时的定位

例如商场里中央空地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活动场地，所占区域面积不完全相同。

(5) 光照对摄像头的影响

过明或过暗的光照，可能导致摄像头对周围环境的误判，从而影响定位。

表 3-6 室内场景列表

室内场景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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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商场 GPS信号弱或无GPS

商场灯光变化 影响摄像头感知

商场室内空地举办活动

带来的频繁场景变换

同一块区域场景频繁

变化

无人小车通过电梯上下

移动

1）电梯内无信号；

2）不同楼层的判断

室内大厅玻璃幕墙
对摄像头和雷达的判

断造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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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的玻璃栏杆
对摄像头和雷达的判

断造成干扰

3.3.2.3.2 地下停车场场景中相对定位功能测试需求

自动驾驶汽车在地下停车场的定位特点是：不能完全依赖传统的 GPS，更多需

要靠视觉和地图去做定位。其次，只要知道局部的、高精度的相对位置就足够了。

比如车与车道线的距离，车与周边的建筑，周边车辆的距离这些情况，重要的是高

精度的相对位置，并不需要完整的实时动态位置。

停车场中的测试场景主要为低速行驶的场景，主要功能包括自动泊车、自动驶出等

等。由于室内停车场卫星定位信号弱或无法获得；需要在坡道，甚至在不同楼层间

移动；以及在停车场内不同区域间场景特征高度一致缺少显著特征，都给自动驾驶

在停车场内的定位带来一定的挑战。我们根据在停车场中自动驾驶车辆可能面临的

预期功能安全问题，提出了以下停车场测试场景：

表 3-7地下停车场测试场景列表

地下停车场场景细分

平面移动 平行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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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移动 垂直车位

平面移动 斜列车位

平面移动 立体车库

平面移动 残疾人车位

平面移动 充电桩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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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移动 微型车车位

高度空间移动
斜坡行驶（直线单

行、直线双行）

高度空间移动 螺旋上行或下行

高度空间移动 出入口管理系统

平面移动

不同车辆入口

（P+R通道、

社会车辆通道、

出租车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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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移动
场景高度一致，缺

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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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人机交互 HMI技术及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测试需求

4.1 现有人机交互技术

随着车辆智能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人机交互（HMI）的便捷性与智能性大幅提

升，人与车之间的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的“对话”完成信息的传递与功能的执行，显著

提升了驾驶体验与驾驶安全。目前智能汽车涉及的人机交互从交互形式上主要分为

视觉交互、听觉交互、触觉交互等。针对不同的交互形式，系统对于人员的错误引

导、人员的误用或误操作会引发不同的后果，带来各种预期功能安全范畴的问题。

图 4-1 人机交互类型

4.1.1 车内交互

4.1.1.1 触控交互

显示器从仅向用户输出可视信息到成为一种交互界面装置主要是归因于触控功

能与显示器的一体化模式，触控式交互技术能让人们通过触摸就能直接与屏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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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让人们不用或进行很少的训练就能有更为便捷的使用体验。触控交互需要某

种实体承载，用户需要通过接触实体设备发出指令。当前触控交互主要以触屏交互

为主，即驾驶员在中控屏幕上通过手势触控操作。

4.1.1.1.1 触控式交互输入

触控式交互的触发交互模式不尽相同，目前应用较广的包括基于电阻、电容、红外

光学和声波的触控交互技术。这些技术都是通过测量人员触碰屏幕带来信号参数的

变化，从而计算出触碰屏幕的位置。具体的信号涉及电压、电流、红外光强以及超

声波。由于各项技术触发原理不尽相同，因此具有不同的优势，以及可能产生预期

功能安全风险的不同缺陷，如表 4-1所示：

表 4-2触控技术优缺点分析

触控技术 优点 缺点

电阻式触控技术
价格低廉，设备不易损，适用范

围广泛。

只能判断一个控制点，仅适用于

简单动作的判断。

电容式触控技术
可以多点触控，适用于复杂动作

的判断。

屏幕成本较高，戴手套时或使用

其他物体无法使用屏幕。

红外触控技术
支持多点触控，可用任何可阻挡

光线的物体来触控。

分辨率较低，易受环境干扰且对

光照环境因素比较敏感。

表面声波触控技术
支持多点触控，可用任何可阻挡

光线的物体来触控。

屏幕需要定期维护，屏表面有脏

污等会导致功能不可用。

在当前车载屏幕技术的应用中，主要以电阻式触摸屏和电容式触摸屏为主，其

中电容式触摸屏应用更广泛。至于红外触控技术和表面声波技术，它们的特性决定

不适用于手机，车载屏幕等小设备上，红外的触摸屏需要加灯管，表面声波的触摸

屏需要安装声波发射和接收设备，应用在小设备上不仅占地方，也会增加成本，所

以主要应用在大屏幕的自助设备上。

4.1.1.1.2 触控式交互输出

触控交互受限于交互方式，存在着一些独特的问题。如触控交互没有明显的物

理反馈，这无形中增加了驾驶员感知负荷。为解决这样的问题，奥迪在 A8车型上

应用了触觉反馈技术，即驾驶员需要施加 2.5 N的力才可以触发操作，同时有一个

力的反馈，提示驾驶员触发成功。另一方面，触摸操作受困于著名的“胖手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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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于手指本身的柔软，以及手指点击时对于屏幕显示内容的遮挡，在触屏上点击

时往往难以精确地控制落点的位置，造成输入信号的粒度远远低于交互元素的响应

粒度。因用户输入检测错误，如漏检或错检、用户指令辨识错误，如未能理解用户

操作或对用户操作意图理解错误等，发出的错误相应或错误信息提示。

4.1.1.2 声控交互

声控交互是通过让机器具备理解有声语言的能力，完成人与机器的信息交换，

最终达成用户目标的人机交互方式。

根据语音系统在国内汽车中所依托的硬件设备来看，主要有以下应用：

前装应用：汽车厂商提供的支持语音交互的车机系统；车厂开发的车机系统目

前可以实现音乐播放、天气查询、开启导航等娱乐与信息层面的操作，还可以调节

车内环境：如空调开启/关闭，风速调整等，甚至涉及到部分机械功能：如打开/关闭

天窗，打开/关闭车窗等；目前 OEM推出的语音交互系统包括：上汽和阿里合作推

出的斑马系统，吉利推出的 GKUI车机交互系统，蔚来推出的 NOMI人工智能系统，

小鹏语音助手小 P等。

APP in the car: 互联网制造商提供的运行在车机系统上的应用程序;最具代表性

的为苹果公司推出的 CarPlay以及 Google 推出的 Android auto，这些应用程序并没

有直接安装在车载系统上，而是在移动设备上运行并投影到车载屏幕上，界面以及

交互根据驾驶环境、驾驶员状态进行优化设计。

后装：车载智能硬件，如百度公司推出的 CoDriver智能语音副驾，以智能语言

为人机交互方式，可以提供语音交互、电话、音乐和导航四大功能。

声控交互通过语音与车辆进行交流，车内人员借此实现对某些功能的控制；表

4-3列举出一些声控交互的特点：

表 4-4 声控特点

声控交互 特点 描述

优势

解放双手

在驾驶过程中，用语音指令代替触控/手势指令，不消

耗视觉感知资源，驾驶员无需将视线从前方道路上移

开，增强了驾驶时的安全性。

易学习性
声音是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交流方式，不同年龄段、不同

能力技术水平，应用我们的直觉就可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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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性

当执行的任务比较简单时，语音输入比打字输入更快速、

简单，在语音识别准确率高的情况下，用户可以完全相

信语音，无需再用视觉方式来给用户安全感。

低复杂度

声控交互可以直接解决用户的最终目标，而不像 GUI 界

面有不同的层级关系，用户达成目标时需要一系列操作

并且经历很多页面之间的切换。

劣势

场景局限
不适合在嘈杂环境中进行，对隐私要求比较高的任务不

适合使用语音交互，对人员发音要求较高。

效率低（输出

大量信息时）

语音信息必须一句接一句的输出，人与系统交互时通常

调动短时记忆，能记住的信息在 15s左右；在进行多步

骤、多选项任务时，系统还没有说完选项，用户可能已

忘记前面内容。

可以看出，声控交互较好地解放了驾驶员的双手，操作简单，但是对于驾驶员

口音以及外界噪声的抗干扰能力较差。

4.1.1.3 动作交互

基于动作进行识别的人机交互技术通过对动作捕获系统获得的关键部位的位置

进行计算、处理，分析出用户的动作行为并将其转化为输入指令，实现用户与计算

机之间的交互。动作交互包括手势，头姿态，身体姿态等人机交互方式

4.1.1.3.1 基于手势

随着车载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普及，当前已逐渐开始流行车载手势感应技术。基

于手势识别的人机交互，是利用摄像头采集和获取手势局部图像特征，通过手部追

踪技术来操作交互界面上的虚拟物体，是一个识别和控制的过程。

宝马于 2015年 9月实现手势识别量产，包括宝马 5系、7系等车型（可选装）。

宝马的手势系统主要可以用来接听电话，控制音量、地图等，预设了 6种手势控制

动作。此外，宝马的手势控制还预留了一个自定义的手势控制动作，用户可以通过

食指和中指空中点击来进行个性化手势控制的设定，比如“引导至家庭住址”“开关静

音”“最近使用的菜单”或者“历史通话”等。

如下图所示，操作音量控制功能，则需要驾驶员在指定位置用食指“画圈”，顺

时针画圈是放大音量，逆时针画圈是减小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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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手势控制音量

目前世界上实现三维手势识别主要有 3 种硬件实现方式—光飞时间(Time of

Flight）、结构光(Structure Light）、多角成像(Multi-camera）。

ToF全称为飞行时间(Time of Flight)，是一种通过计算光线的传播时间来测量距

离的技术。根据距离的不同来判断出不同手指的具体位置，从而判断出具体的手势，

再对应到相应的控制命令之上。利用 ToF技术进行手势控制，需要一个 3D摄像头

进行配合，摄像头的用处是监控并识别手势变化。摄像头内置有红外 LED光发射装

置与接收装置，根据光线发射与接收之间的时间差来分析出手势的变化。最终得到

的数据会传递给车载系统的控制单元，由控制单元调出与识别出的手势相对应的功

能。

结构光技术基本原理与 ToF技术类似，所不同之处在于其采用的是具有点、线

或者面等模式图案的光。其基本原理为：首先激光发射器将结构光投射至前方的人

体表面，再使用红外传感器接收人体反射的结构光图案。然后，处理芯片根据接收

图案在摄像机上的位置和形变程度来计算物体人体的空间信息。结合三角测距原理，

再进行深度计算，即可进行三维物体的识别。

多角成像技术的基本原理是使用 2个或以上的摄像头同时摄取图像，通过比对

这些不同摄像头在同一时刻获得的图像的差别，通过算法来计算信息，进行多角三

维成像。

三种技术的优势和缺陷如表 4-5所示：

表 4-6 三种技术优劣势对比

现有技术 优势 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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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飞时间(Time of Flight） 简单，无需视觉计算 感光芯片成本过高

结构光(Structure Light） 计算复杂，识别准确度较低

多角成像(Multi-camera）
硬件要求最低，不需要任何

额外的特殊设备

技术上难以实现，成熟度

低，完全依赖于计算机视觉

算法

基于手势的动作交互使得驾驶人坐在车中，只需通过简单的手、臂动作，就能

完成对车内信息娱乐系统的调节和控制。虽然手势控制很容易吸引众人眼球，但真

正的用户体验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旦手势控制效果不理想，就会让

驾驶人更加分心，从而增加造成事故的概率；如果关联操作对于车内距离的判断不

够准确，也会导致控制目标的判断错误，譬如是只想把音量调低几格，却不小心打

开了刮水器；同一目标物的不同指令动作间需要建立明显区隔，起止动作的设置也

存在复杂的逻辑关系。因此，未来想要让手势控制技术在更多的车型上普及，似乎

还需要提高精度及平滑度，真正实现让驾驶人更安全、更方便开车的目的。

4.1.1.3.2 基于头姿态

头部姿态估计技术利用摄像头进行视频数据的采集，通过对图像文件的处理和

分析，获取人体的头部姿态参数。通过分析人的状态和行为，发现潜在的问题，尤

其应用于疲劳驾驶。

对驾驶员的头部进行实时的监控，准确估计姿态是疲劳驾驶检测中非常重要的

环节。驾驶员正常驾驶时，头部靠在头枕上，但并非完全紧靠，头部与座椅头枕会

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舒适的驾驶姿态；当驾驶员产生疲劳时，驾驶员容易产生长

时间的低头或者往后仰等姿态，即头部向前倾或者头部位置紧靠座椅头枕。除了头

部的姿势，还会结合脸部检测。人脸检测目前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基于深度神经网络

的学习方法, 此外，还有基于传统的肤色分割、模板匹配、概率统计、马尔可夫随

机域等方法。

ADAS系统属于高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要求驾驶员在整个驾驶过程中处于在

环控制，因此系统需要实时掌控驾驶员是否在环。驾驶员状态检测系统通过安装在

车内的环境感知传感器，对驾驶员进行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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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驾驶员状态检测系统

通过安装的摄像头实时监控驾驶员的头部姿态、头部位置和人脸面部表情等属

于非接触式监控。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头部姿态估计和人脸面部识别能够有较强的

适应性，不容易受到道路环境和天气因素的影响。业界普遍采用或参考美国国家高

速公路管理局 NHTSA的评估方法 PERCLOS P80。这类方法检测准确性高、成本低、

舒适感较高，最重要的是具备量产能力，逐渐成为行业参照的主流方法。

4.1.1.4 眼动交互

眼动（Eye Movement），即眼球的运动。早期，研究者们发现人们阅读过程中

的视线除了进行注视和平滑扫视外，还存在一系列短暂的跳动和停顿。这一发现使

得人们开始进行眼动行为的相关研究和探索，在眼动交互过程中，需要基于基本的

眼动形式，设计相应的眼动人机交互方式或策略，使视线具有一定的触发意图，从

而执行对应的控制指令。利用眼动跟踪技术记录人的眼球运动数据及其对应的视觉

注意行为，获取用户当前的视觉注意焦点等时-空参数，对用户视觉感知和认知活动

进行分析推理，进而为人机交互提供数据输入和控制输出。

常用的几种眼动交互方式分析如表 4-7所示：

表 4-8 眼动交互方式

常见的交互方式 交互方式定义

驻留时间触发

驻留时间触发多用于控制图形界面或定位鼠标光标等，是一

种较为流行的眼动交互方式，它也能够反映用户有意识的控

制意图，以更好地完成交互

平滑追随运动 平滑追随运动是一种连续反馈的状态，眼睛捕捉运动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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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将目标运动速度、方向、角度等信息反馈给大脑，再

控制眼球跟随目标物体发生相对运动

眨眼

眨眼是人在自然状态下的一种生理行为，是无意识的，正常

情况下，普通人每一次眨眼的时长约为 200-400 ms，平均每

分钟眨眼 10-20次

眼势

眼势被定义为一系列有序的视线行程，每一个行程是两个固

定注视点或注视区域的有意的视线移动。因此，眼势作为一

种新的眼动交互方式，可以反映人的有意识触发意图

为了开展基于眼动跟踪的人机交互研究，首先需要对眼动行为进行特征分析与

参数化，常用的参数包括注视点数目、注视点持续时间、眼跳长度及其派生的其他

各种度量参数。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眼动计算的精度和效率，对人的感知和认知状态进行深

入理解，构建“驾驶员在环”的智能人机交互框架，实现用户主导的自动化系统、基

于人机共生的 AI系统。目前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眼动交互的工作主要包括：

（1）基于群智感知的眼动计算与分析

利用人的短时记忆特性建立注视点回忆和自我报告机制，通过众包技术在群智

环境下实现用户注视点回忆任务的发布和大量数据的快速获取，进而基于大数据技

术实现感知的任务推荐和误差校正，有效提高注视点计算精度。在此基础上开展视

觉显著性模型性能的高效优化，以及视觉设计和用户界面的在线评估等应用，不仅

可以保证和实际眼动装置相当的计算精度，还能显著提高效率、降低软硬件和人力

成本。

（2）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眼动跟踪

传统的眼动跟踪算法主要基于眼部图像特征建立与坐标空间的映射模型，但这

种算法依赖人工经验进行显式特征提取，且对外部光照条件、用户头部运动等外在

因素敏感，计算复杂度高、稳定性低。为此，研究人员提出基于外观模型的计算方

法，通过搜集大量不同用户及外在因素下的眼部图片，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等机器学

习算法自动提取隐式特征，并建立与外在坐标空间之间的映射模型，虽然计算精确

度还有待提高，但计算过程简单、效率高，易于在互联网、移动端等环境进行轻量

级的部署，实现面向电子阅读、手机游戏、广告推送等方面的便捷智能交互应用。

（3）眼动数据与脑电数据融合的智能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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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互任务执行过程中，记录由视觉注意行为引起的眼动和脑电数据，提取这

些数据的特征并进行参数化。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降噪处理和插补遗失数据，并

挖掘视觉分布的模式和知识，生成高层的交互语义，以此对眼动和脑电数据进行时

空同步处理和序列分析。通过训练人工神经网络，研究眼动和脑电数据与心理认知

负荷之间的量化映射关系，进而依托隐式的自适应用户界面，降低用户认知负荷，

提高交互效率，在网上课堂、汽车安全驾驶、医疗影像分析等方面提供智能辅助支

撑，促进相关产业的创新实践。

4.1.1.5 智能识别

脑机交互（Brain Computer Interaction，BCI）是一门融合了神经科学、心理认

知学、生物医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的交叉领域。一个完整的 BCI 系统由脑

电信号采集、脑电信号预处理、脑电信号识别、控制输出反馈信息等几个部分组成，

是一种使用人的脑部活动作为输入来选择计算机上所需输出的设备。获得人的大脑

活动作为数字输入的一种方法是使用表面电极和脑电图（EEG）放大器。BCI的概

念由 Vidal提出的人提出对大脑活动刺激的一致反应（称为诱发电位）可以用来传

达信息或意图，然后可以用来控制其他设备。

由于大脑数据是不稳定的，因此对数据分析人员来说，这是巨大的挑战。它的

特点是判断不不确定性以及受试者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通常，信号是高维的，只

有很少的样本可用于将模型拟合到数据，造成最后信噪比非常低。

4.1.2 车外交互

当高级别自动驾驶汽车投入使用之后，驾驶员的主要任务将不再是驾驶相关的

任务，而是办公、娱乐等非驾驶任务；驾驶员的主要注意力将不再用于关注道路的

情况，因此驾驶员将不能再通过传统的眼神、手势、汽车灯光等交流方式与道路中

的行人进行交流。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动驾驶汽车将不得不通过汽车外部人机交互

界面将必要的信息传递给道路中的行人，道路中的行人基于他们对界面显示信息内

容的识别和理解，采取相应的行动。车外人机交互界面的设计对于改善自动驾驶汽

车与行人之间的沟通将变得格外重要，因此通过自动驾驶汽车车外人机交互界面的

设计研究与实践，为行人提供可用的汽车车外人机交互界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已经有许多研究通过外部人机界面研究车辆与行人和其他道路用户的交

互。通过外部交互接口进行通信可以提高行人在穿越街道时的感知安全性和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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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车辆显示出通过外部人机交互让步的意图。此外，外部人机交互可以减少行人

在自动驾驶车辆放弃通行权的情况下穿过街道所需的时间。

除了外部人机交互的潜力，未来仍有挑战需要探索和解决。目前，外部人机交

互没有明确的标准或最低要求。需要回答的开放性问题包括:“外部人机交互应该用

哪种媒介？“、“外部人机交互应该是什么颜色？”或“外部人机交互应该安装在哪

里？”。此外，研究人员讨论了外部人机交互是否应该通知其他人类道路使用者关于

自动驾驶汽车的意图。

无人驾驶汽车与行人的交互现阶段处于概念性的研发阶段，并没有实际地应用，

对此方面进行研究的公司也比较少。现阶段主要的交互以视觉交互和听觉交互为主，

视觉交互除了要考虑各情况下展示的信息内容外，还应考虑车速对行人视觉的影响。

同样地，听觉交互除了考虑发出的信息内容外，声音的大小以及不同道路环境的干

扰也是要研究的方向。未来无人驾驶或许会出现更先进的与行人交互方式，但无论

是采取什么样的交互方式，汽车所发出的信息要保证能为行人所识别及理解。车与

行人自然地交互是未来无人驾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无人驾驶不应只考虑驾驶员的

需求，将道路上所有人员包括行人、交警的需求考虑在内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4.1.2.1 外部警示

要检验汽车如何替代驾驶员与行人进行交互，尤其在当下频繁使用非正式交流

策略的复杂城市环境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的外部人机

界面（eHMI）的应用。eHMI应向其他交通参与者提供信息，以提高自动驾驶汽车

与行人之间的沟通。

Mahadevan，Somanath 和 Sharlin 比较了不同的 eHMI 模型，包括 LED 灯和显

示器，以传达车辆的感知和意图。例如，显示器上显示动画面孔和移动的眼睛传达

了车辆对行人的感知， Chang等人提出了类似的想法，通过驾驶汽车的紫色指示灯

指示车辆即将启动。Mahadevan的发现表明，参与者发现传达意图的线索比那些感

知的线索更重要。

Böckle，Brenden提出了一种 eHMI，该 eHMI通过使用不同的颜色和轻微的运

动来传达汽车开始驾驶或停止，以及下一刻的意图。例如，黄色闪烁的 LED灯传达

了车辆保持驾驶的意图。在了解了信号的含义之后，与没有参与 eHMI的情况相比，

当 eHMI提供有关车辆意图的信息时，交通参与者会感到过马路更安全，更舒适。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369847819305479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36984781930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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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参与者报告说，eHMI帮助他们更便捷有效的过马路，而一些参与者则

表现的更加犹豫，会等待直到 eHMI模型的车辆完全停止行驶。哈比波维奇提出了

类似的 eHMI概念。固定在前挡风玻璃上的 LED灯条通过稳定的灯光显示驾驶意图

情况，以及通过灯光运动开始行驶的意图。这些显示在驾驶交通情况下被有序激活。

在一系列实车研究中对这种 eHMI概念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在遇到自动驾

驶车辆时，与行人交流车辆的意图有助于产生积极的体验，感知的安全性和平静感。

4.1.2.2 灯条与屏幕交互

在人类世界中，司机与外界有着大量的无需言语的互动。行人过马路的安全感

往往来自与驾驶员的眼神交流或挥手动作，人为驾驶时，很容易实现与车外行人的

交流，比如，在并线时、在穿越马路时向别人挥手致意。而当路面上无人驾驶的比

例上升时，驾驶员与行人的交流就显得尤为困难，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参与到这种

无声交流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汽车没有手臂，因此它们需要另外一种方式与

外界互动，并适时调整“自己”以更好的适应人类司机的行为举止。无人驾驶阶段，

驾驶员对路面的注意力不那么高，那么为保障行人的安全感，驾驶员与行人的交互

转化为车与行人的交互是一种必然趋势。

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以及人类行为的不可预知性，是自动驾驶汽车要与行人建立

沟通的根本原因。所以，如何让行人知道一辆车是否正处于自动驾驶模式中也是有

必要的。而这，也是自动驾驶汽车与行人建立沟通的前提。自动驾驶汽车灯带的使

用，考虑到了人们对于信号灯的信赖，同时安装起来比较简单，大规模推行起来也

比较方便可行。另一方面，它也将普通汽车与自动驾驶汽车区分开来，方便其他交

通参与者对其进行识别，是一种有效提升自动驾驶行车安全的方法。围绕以上问题，

车企和自动驾驶公司提出了多种可能的交互方案。

2018年 7月，Drive.ai正式在德州推出无人驾驶打车服务，亮橙色的车身颜色

以及遍布全身的“Self-Driving Vehicle”字样，让行人看到它的第一眼，就知道这是一

辆特别的车。此外，Drive.ai 还推出一种使用文本或者类似 Emoji表情的 LED标识，

通过在车顶显示相关文本或者表情信息，可以更好得辅助汽车与行人沟通。Semcon

也在研发一种叫做 The Smiling Car的概念汽车，汽车前端布置有一块显示屏，显示

屏以显示微笑的图案告知行人可以通过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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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车外行人交互

但是，车辆使用视觉表情方式传递信号，对于视觉障碍患者具有局限性。其次，

发光灯条不仅要保证在白天足够亮，能够让行人注意得到，还要确保在夜间不能太

亮，以免对人的视线造成很大的困扰，影响他人正常通勤。奔驰推出的 Digital Light

大灯技术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当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检测到行人横穿公路时，其

能够自动施加制动，然后将虚拟的斑马线投射到前方道路上，以此示意行人先行。

Waymo申请了一项“可与行人沟通”的无人驾驶技术专利，描述了利用电子显示屏向

行人显示交通标志信号，同时发出例如“安全行驶”的声音提醒，甚至通过安装电子

眼或机械手臂向行人示意。

图 4-5 车外行人交互

自动驾驶汽车在向行人传递信号时，无论是使用照明、文字还是声音语言，他

们都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汽车上新的颜色外衣、不同语言的隔阂、各种灯条发光的

含义等诸多问题，是需要人类自己去学习、适应的。

捷豹路虎提出的“虚拟眼睛”概念将一双“LED眼睛”安装在车上，以此来进行交

互。当行人从它面前经过时，这双眼睛可以跟随行人移动的步伐，与行人进行“眼神

交流”，让行人知道其已经注意到他们了。“虚拟眼睛”概念的可贵之处在于，眼神的

交流是没有阻碍的、全球通用的，免去了行人进行学习和适应的麻烦。好的交互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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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语言，应该是让车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车。而拟人化的设计语言，可能

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福特做的三色灯条视觉语言测试则更为完善一些。福特在其 Transit Connect货

车顶上安装了一个灯条，该灯条可以闪烁白、紫和蓝绿三种颜色的灯光，以此来提

示行人该车目前的状态以及下一步的行动。目前福特正积极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和汽

车工程师协会磋商，呼吁其他汽车公司一同建立起行业标准，更好的传达自动驾驶

汽车的意图。

驭势科技“城市移动空间”概念车的车外人机交互界面设计由位于车前面的显示

屏和位于车顶的灯带两个部分组成；显示屏屏幕可以显示四种模式：等待、欢迎、

加速、停车让行人通过；灯带也可以显示相对应的四种模式：蓝色灯带显示车辆处

于等待模式，呼吸灯带显示车辆处于欢迎模式，滚动灯带显示车辆处于加速模式，

闪烁灯带显示车辆处于停止让行人通过模式。

图 4-6 车外灯光交互

戴姆勒的汽车照明部门和德州仪器的开发部门共同在研发高分辨率大灯技术，

其中数字投影灯光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将每个前照灯都变成了“高清投影仪”。它能

提供更好的照明、更精细的区域分辨率以及显示对驾驶员的额外指导信息。梅赛德

斯近日使用了 S500车型定制化了一辆配备有传感器、灯和方向扬声器的“自动驾驶

汽车”，可以与人行道和道路上的人们交流。这家汽车制造商在车顶安装了四个半圆

形的吊舱，上面装有绿松石 LED 光源，在挡风玻璃和背光的顶部同样装有绿松石

LED 灯条。梅赛德斯之所以选择绿松石 LED 光源，是因为它在交通领域没有出现

在其他地方，公司希望推动这种颜色成为车于行人交流的标准。当小部分灯条照亮

时，汽车处于自动驾驶模式。前灯可以让在前方人行横道上的人知道“有人”看着她，

然后用程序显示来明确她可以过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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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外部设备交互

在 2020年 CES展会上，大陆集团展示了用户如何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方便

地进行接驳车预定并保留座位。当他们等待乘车时，可以在应用程序中追踪 到车辆

的当前位置。当车辆到达上客点时，会向用户显示个性化的欢迎信息。 乘客将在一

块大显示屏上看到完整的行驶信息、可使用的本地服务以及以动态时间轴形式汇总

的车辆通知。

车与行人通讯技术 V2P借助于智能手机或智能穿戴设备检测行人位置、方向、

速度，并通过短波通讯技术，获取周围车辆的位置、方向及速度，若系统计算后认

为两者或多者保持原有状态继续运动会发生碰撞，则会在手机屏幕上弹出警告消息。

同时车辆在接收到相关信息后，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也会通过声音、图像提示驾驶员

前方的危险。

V2P已经在多个应用场景中用于提升车辆的安全性。（1）道路行人预警。行人

穿越道路时，道路行驶车辆与人进行信号交互，当检测到具有碰撞隐患时，车辆会

收到图片和声音提示驾驶员，同样行人收到手机屏幕图像或声音提示，这项技术非

常实用，因为目前手机“低头党”非常多，过马路时经常有人只顾盯着手机屏幕，无

暇顾及周边环境。（2）倒车预警。行人经过正在经过倒车出库的汽车时，由于驾驶

员视觉盲区未能及时发现周边的人群（尤其是玩耍的儿童），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这与借助全景影像进行泊车功能类似。

澳洲第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Telstra)与澳洲智能网联汽车暨智能型运输系

统(C-ITS)开发商 Cohda Wireless 合作，透过澳洲电信 4G 移动通讯网路，成功测试

Cohda 的防撞(Collision Avoidance)技术，在可能发生碰撞时对车辆、行人或自行车

骑士发出警示，将有助于道路安全及自动驾驶技术发展。

根据 Traffic Technology Today网站报导，在测试展示中，车辆直接与行人及自

行车骑士的智能型手机互动，提供车辆驾驶人碰撞侦测(Collision Detection)预警，并

透过安装于手机的 App向行人或自行车骑士发出警讯。

测试证实，道路安全可透过一般智能型手机及移动通讯技术获得改善，并能拯

救生命。这同时也是澳洲首次成功在 4G网络进行车辆对行人(V2P)的通讯技术测试，

是在澳洲道路实现全自动驾驶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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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近日在底特律演示了两项安全技术，分别是 V2P（车对行人）及 V2M（车

对骑车者）技术，目前这两项技术正处于试验阶段。该技术基于专用短波通讯

（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DSRC）方式进行信息交换，防止车辆与

行人和骑车者之间发生碰撞。

4.1.2.4 交通系统交互

每个人在最初学开车的时候都会从最简单的交通规则开始学起，其中之一就是

“红灯停，绿灯行”。自动驾驶汽车也需要学习这一简单规则。此外，它还要学习在

各类驾驶环境下精准识别交通标志和信号灯并对其做出正确的反应。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软件借助深度神经网络（DNN）的组合来检测交通标志及

信号灯并将其分类。具体而言，利用 DNN 进行交叉路口、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志

的检测。然后，利用 DNN将根据交通信号灯的形状（例如实心与箭头）和状态（即

颜色：红色，黄色，绿色）进行分类；同时，DNN将会识别交通标志的类型。总的

来说，这三种 DNN 构成了感知等待条件软件的核心，旨在检测自动驾驶汽车需要

减速停车等待的交通状况。

另外，作为一种先进的车用无线通讯技术，C-V2X车路协同（Cellular Vehicle to

Everything，基于蜂窝网络的车联网技术），是实现自动驾驶与智慧交通的关键技术。

配备 C-V2X的车辆就像安装了“顺风耳”、“千里眼”，能够让车辆与车辆之间以及车

辆周围的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帮助车主准确及时获取前方道路信息状况，从而

提升驾驶安全、保障道路畅通。

在 5G时代，C-V2X能够支持一系列先进的安全服务，包括非常精确的定位和

测距，基于摄像机和传感器的动态地图数据，和非常低的延迟。由于 5G 将能够在

一个小区域内支持非常大量的连接，单个车辆将能够捕捉更多关于其周围环境的数

据。最终，C-V2X将在部署全自动汽车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将改变人们的出行方

式。

http://www.elecfans.com/tags/%E8%87%AA%E5%8A%A8%E9%A9%BE%E9%A9%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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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常见人员误用/误操作

图 4-7 人员误用类型

4.2.1 车内人员

4.2.1.1 非故意操作

SOTIF规范和分析方法对于 ADAS和自动驾驶应用非常重要。

除了 ISO/PAS21448 之外，各个组织（例如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也同样在设法解决自主性所带来的新问题。在 2017年 9月 12日，NHTSA

为自动驾驶系统颁布了新的联邦指导准则，即“安全愿景 2.0”，该准则并非监管性准

则，其中涵盖了三级到五级自动驾驶的安全要素，并以软件开发、验证和确认为侧

重点。该准则还为 ADS安全要素提供了指导，并涵盖了系统安全、操作设计领域（公

路类型、地理区域、速度范围和其他约束）、物体和事件检测与响应（防撞能力）、

重新接管或最低风险条件、验证方法和网络安全。

在美国，除了 NHTSA指导以外，国家立法机关和州长办公室也在积极推动无

人驾驶立法。自从内华达州在 2011年批准了第一批自动驾驶汽车以来，已陆续有二

十个州通过了涉及自动驾驶汽车的类似法律。还有至少十几个州已经颁布了这方面

的法律，五个州的州长已经绕过了立法过程而直接颁布了涉及自动驾驶汽车的行政

命令。

国际形势也同样如火如荼。各国的规则尽管不尽相同，但大都以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UNECE)的《道路交通公约》（俗称《维也纳道路交通公约》）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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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8年 11月举办的全球道路交通安全论坛上，多个国家首次在这份协议中达成

共识，并获得了 36个国家的签名和 75个参与国的批准，包括欧洲的大多数国家、

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以及美洲、亚洲、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未签署这份协议的

主要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

在2016年3月，UNECE迎来了自动化汽车技术部署监管工作的里程碑并对1968

年的规则进行了修订，允许使用自动驾驶技术将驾驶责任交给行驶中的车辆，但前

提是驾驶员可以操控或关闭这些技术。

大多数法律对于安全的定义都模棱两可，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第 1298号法案

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法案声称其目标是“...[制定]适当的规则，以确保在本州

以安全的方式对自动驾驶车辆执行测试和操作。”除了确保人类驾驶员能够在必要时

接管车辆以外，该法案对于“安全的方式”定义并未提供明确的指导。该法律声称“自

动驾驶汽车应当允许操作员以多种方式控制车辆，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制动器、加速

踏板或方向盘进行控制，还应在停止使用自动驾驶技术后提醒操作员。”

这就要求驾驶员需要重新接管动态驾驶任务，但前提是驾驶员了解所有的危险

状况并能够在被迫重新接管时将车辆恢复到安全状态。但由于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

而引发的事故已经占据非常高的比例，而且这样的驾驶员不太可能在遇到危险时做

好了接管车辆的准备，此种实际情况对 SOTIF中关于驾驶员误用的情况的考虑提出

更高的要求。

又比如，在具备车道保持功能的车方向盘上卡一瓶矿泉水，导致系统不能探测

到驾驶员脱手，而此时，驾驶员双手就可以永久脱离方向盘实现自动驾驶，这其实

已经超出了系统的操作范围了。这种情况就属于由于驾驶员的错误使用（misuse）

而导致的潜在安全风险

UNECE通过的 ALKS 法规范围仅限于最多八座（加驾驶员）且功能实现最大

速度 60km/h的乘用车。在不超过 60km/h的行驶速度下，自动驾驶功能可控制车辆

在类似高速公路的道路上横向和纵向运动，这意味着无需驾驶员操控即可令车辆保

持在车道上行驶。当系统处于 SAE L3 自动驾驶状态时，驾驶员不再需要将手放在

方向盘上或其他操控以保持专注。也正因为此，该法规界定了大量涉及监控驾驶员

行为的条款，并要求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驾驶员在收到 ALKS 的提示后能在规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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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收回控制权。ALKS 法规的核心要素和创新之举是人机界面，以及要求系统监

控驾驶员。

SAE自动驾驶分类较低级别中的大部分辅助功能都是“故障防护”系统，这意味

着一旦发生故障，系统将会进入安全模式。在 L0、L1 自动驾驶功能的情况下，系

统依靠驾驶员对车辆继续进行安全操作。

在当前的 L2和 L3系统中，我们期望系统能够具备更高级的可用性，能够识别

故障并以降低性能的模式继续运行，仅在部分情况下依赖驾驶员。

当出现故障时，切换到人类驾驶员是 L0至 L3系统的一个关键部分。要实现从

自动驾驶系统到人类驾驶员的切换，需要进行大量研究工作。在非紧急情况下，完

成切换所需时间从 2至 26秒不等，如果驾驶员收到切换请求时正在进行其他任务，

所需的时间会更长。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自动驾驶时，高速行驶下的速度超过每秒 25米。在最快的反

应时间下，车辆需要行驶半个足球场的路程才能完成切换，在最慢的反应时间下，

车辆则需要行驶将近 6个足球场的路程才能完成切换。

在紧急情况下，驾驶员的反应会比较慢，并且人类驾驶员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

策，造成交通事故。

关于提醒防止驾驶员误操作重要一环的 HMI，对 L3 来说，需要告知司机和车

的状态，是否健康。待接管的时候，可以通过 HMI提示司机，然后还要检查这个司

机是否确实接管了。对于自主泊车系统，它可能是代表车外面，也有可能是后台的

运行中心。比如联系不到车主，它会请示运行中心。HMI的设计应能够使驾驶员能

够正确的理解接管请求，并能监测驾驶员的行为，不能因为人机界面设计差，导致

驾驶员误用自动驾驶功能。

4.2.1.2 故意操作

由操作员误用引起的危险。故意误用被视为安保话题，不在安全标准的范围内。

无意误用也在范围之内，误用的性质决定了适用于哪种安全标准。随着自动驾驶技

术的发展和自动驾驶级别的增加，自动驾驶汽车车载显示将会朝着大尺寸、高分辨

率、创新的外形设计、多方位布局等方向发展。当乘车人员对自动驾驶车辆的人机

交互界面及功能还没有全面充分的了解时，好奇与疑惑总是充满整个体验过程。自

动驾驶汽车在正常行驶过程中，由于驾驶员或者同车乘客因为自己的好奇心触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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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显示屏上的侧撞预警功能导致侧撞预警功能关闭，车辆侧面物体出现情况

时(例如过于靠近的汽车)自动驾驶汽车可能检测不到，进而与车辆旁边的物体发生

碰撞。

以 CoPilot接管为例，当遇到需要接管的场景时，搭载 CoPilot系统的自动驾驶

车会给出 3次接管请求。第一次请求提醒短而轻巧，随之仪表盘上也会亮起接管方

向盘的蓝色警示灯，此时方向盘上亮起的仍然是自动驾驶模式下的蓝色光圈。随着

出口的临近，车辆给出了第二次请求，给出短而急促的提示音同时，仪表盘和方向

盘警示灯也随之变黄。第三次请求会有多声音警报音，交互的警示颜色也由黄变红。

当驾驶人员过于依赖自动驾驶系统，错误地以为车辆自动行驶过程中不需要任何人

工操作，只需要设置好目的地，汽车就可以自行完成导航、启动、行驶、停靠，甚

至还能做到紧急避让等操作，最终使车辆自行停靠在目的地而忽略了三次接管请求

提醒，自动驾驶车辆就会自行制动降下车速从而造成交通风险。

自动驾驶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因为驾驶员对自动驾驶汽车的自动驾驶技术不够

充分信任，当驾驶人员看到左侧车道的车突然向我们的车道移动后，自主接管与自

动驾驶车辆进行人机交互控制了车辆并把车驶入正确车道。驾驶员注意力集中在前

面的汽车上时，其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则在注意着周围每个物体的位置、方向和速

度。此外，自动驾驶技术正确地预测了前方车辆和后方车辆的下一步行进方向。不

幸的是，驾驶员并未看到另一辆车刚刚从本车后面开到右车道并超过。结果本车的

右后保险杠与后车碰撞。

图 4-8 接管场景

总结为场景，故意的误用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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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好奇心驱使故意地的通过 HMI屏幕开启/关闭自动驾驶功能，此项可通

过合理的 HMI设计避免轻易地被干扰

（2）故意不听从接管指令，此项可通过对驾驶员稍作惩罚如方向盘震动，安全

带震动和蜂鸣声来保证接管

（3）故意地在危险路况接管车辆，当感知到风险时驾驶员偏向于相信自己的操

控，可能会导致对危险的控制程度不足，导致危害。如已发展为高级别自动驾驶，

此项通过系统判断自身可信度，在可信度高于阈值的区间屏蔽驾驶员干预。

（注意，如此设计，需大量数据论证在高于系统可信度阈值系统的安全程度比

人操作高）

4.2.1.3 无法操作

无法操作分为三种交互方式讨论，如下：

4.2.1.3.1 当使用触控交互进行车内人机交互

当使用触控交互进行车内人机交互，车辆控制面板是电容屏表面涂有透明电导

层 ITO，触摸电容屏是通过感应电势差确定触摸位置的，当驾驶员手上汗液过多的

时候影响屏幕感应系统正常工作。自动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当自动驾驶汽车遇到

将发生碰撞的安全风险时需要接管，此时使用触控交互进行指令操作，由于驾驶员

过于紧张使得手指汗液过多导致屏幕感应系统失灵，驾驶员通过触摸屏幕无法打开

相应功能。

4.2.1.3.2 当使用声控交互进行车内人机交互

当使用声控交互进行车内人机交互，自动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当使用声控交

互进行指令操作，由于环境噪声,驾驶员地方方言口音较重或语速较快等因素带来的

语音识别错误以及语义分析的不充分等原因,自动驾驶交互系统在理解用户交互意

图时出现偏差,语音识别系统无法准确识别驾驶员指令意图，使得自动驾驶系统对要

反馈的内容出现错误,造成人机交互进程的断裂，无法打开相应自动驾驶功能。

4.2.1.3.3 当使用动作交互进行车内人机交互

当使用动作交互进行车内人机交互，自动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当动作识别是

基于双目立体成像技术的时候，双目立体视觉相机对环境光照强度比较敏感，且比

较依赖图像本身的特征，因此在光照不足或光照过于强烈、缺乏纹理等情况下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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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到有效鲁棒的特征，从而导致匹配误差增大甚至匹配失败。驾驶员使用动作交

互进行指令操作时，由于此时遇到太阳的强光或者夜晚突然出现的强光导致驾驶员

的动作无法被双目相机准确识别，无法顺利进行人机交互。

4.2.2 车外人员/车辆

4.2.2.1 非故意操作

4.2.2.1.1 分类

4.2.2.1.1.1 基于通信的非故意误用

对于车外人员/车辆的非故意误用，多存在无线通信交互。当前，车辆与外部人

员/车辆/设备的交互，可用的无线连接方式包括车载射频通信、蓝牙、近场通信 NFC

以及移动通信（包含 wifi）等。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种连接方式下的车载功能

日益增多，为人们的驾车生活带来无穷乐趣。

车载射频通信是指车辆与外部设备之间的通过 433M、315M等高频段载波开展

通信，主要用于车载钥匙信息、胎压信息等传送，是车辆与外部设备的传统交互方

式。这类应用已非常成熟，因此本章节中不再讨论它们的误用问题。

蓝牙交互的典型功能有两种，一是用于“车主身份识别”，尤其是对于手机端电

子钥匙（虚拟钥匙，例如共享车辆的使用场景），通过手机 APP（蓝牙连接）与车

辆交互，可实现迎宾模式开启，车辆自动解锁/启动，以及个性化模式的自动下载等

功能。二是用于“自主泊车的人工监控/干预”，尤其是在高等级的自主泊车场景，驾

驶员离车后使用手机 APP（蓝牙连接）启动车辆自主泊车功能，并实时监控泊车过

程，在必要时通过手机 APP（蓝牙连接）进行干预（例如紧急终止泊车）。

近场通信（NFC）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交互方式，其最大的特点是能在短距离

内实现大数据量的快速交互，保密性强，耗电量低。使用近场通信的典型功能包括

车主身份识别、移动支付等。当车辆处于相对无线信号弱或外界干扰强等的环境时，

使用手机 APP（NFC）仍能实现车主识别、移动支付的功能，弥补了其他通信方式

的弱点。

移动通信交互是指借助无线数据网络服务商提供的数据通道，实现车辆与外部

设备的交互，这里典型的功能包括车载Wifi数据连接，车载模块的远程刷新，Ｖ2X

交互等。在高等级的自动驾驶车辆上，基于 5G技术的车辆外部设备交互能力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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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的，它可进一步支撑包括车载地图动态更新、车载功能自动更新、行人可穿

戴设备的交互等先进功能，帮助自动驾驶车辆更为安全的开展工作。典型的车辆外

部设备交互功能汇总如表 4-5所示。

表 4-9车辆外部设备交互的连接方式及典型功能应用

通信方式 典型功能 典型功能细分

蓝牙
车主身份识别 车辆解锁，迎宾模式开启，个性化模式开启

自主泊车的人工监控 启动或终止无人自主泊车功能

NFC 车主身份识别
车辆解锁，个性化模式开启

移动支付

移动通信

车载Wifi数据通道 车载地图动态更新

远程刷新 车载功能更新/修复

V2X交互 行人可穿戴设备通过移动通信网络与车辆进行交互

4.2.2.1.1.2 无通信交互的非故意误用

当不存在通信交互时，可考虑对自动驾驶车辆行为的非故意干扰，如自动泊车

路径的侵入、自动驾驶车辆间或自动驾驶与非自动驾驶车辆间的行为影响等。对于

此类误用，由于与车辆的控制操作不直接相关，属于外部干扰，可包含在前述相关

场景库中。

4.2.2.1.2 典型的潜在误用场景

针对上述的功能应用，对典型的误用场景开展细化研究，识别该场景下的利害

相关者、驾驶员与车辆交互过程和驾驶环境条件，进一步分析典型的潜在误用场景。

将分析结果汇总如表 2所示，车辆外部设备交互的误用场景大致分为四类：共享车

辆场景、自主泊车场景、自动驾驶场景以及远程刷新场景。

在共享车辆场景下，车辆与外部交互的异常可能导致车辆误识别车主，进而误

启动其他车主的个性化模式。此时如果其他车主将警告音的音量调得很低，或者关

闭部分驾驶辅助功能，或者关闭自动驾驶的座椅震动提示，则对车辆当前驾驶员会

产生潜在危害，例如无法及时获取警告信息，或者误认为驾驶辅助功能开启而没有

及时采取主动措施，导致潜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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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主泊车场景下，车辆与外部交互的异常可能导致车辆误识别来自车主的确

认信号，车辆未能及时终止泊车功能，而是继续按照错误的方向运动，导致外部非

机动车或行人受到碰撞，产生危害。

在自动驾驶场景下，车辆与外部交互的异常可能导致车载地图更新错误，使车

辆无法获取准确的道路参数信息，没有及时进行减速（例如前方经过弯道）；亦或

者车辆与行人可穿戴设备的交互错误，没能预测即将与行人交汇的路线等。这些情

况下，非预期的紧急制动虽然能帮助及时缓解碰撞危害，但会给驾驶员及车内乘客

带来不舒适的驾乘体验，同时也会让非机动车/行人也会感到恐慌，感受度不佳。

在远程刷新场景下，车辆与外部交互的异常可能导致车载功能自动刷新失败，

部分功能优化甚至是功能修复没有及时更新到车载模块，无法满足驾驶员预期的功

能表现。

表 4-10 典型的误用场景细化说明

场景分类 典型的误用场景细化说明

共享车辆场景

车外其他人员非预期控制本车的个性化模式，例如：调低警告

音的音量，开启/关闭部分驾驶辅助功能、关闭座椅震动提示

等，导致本车出现危害风险

自主泊车场景

自主泊车场景下，系统误识别来自遥控或场段的控制信号，继

续控制车辆运动；

遥控泊车人员未尽到监控职责等，导致碰撞危害发生

高速自动驾驶场景
地图信息更新错误、陈旧；GPS定位信息偏差、丢失等；V2X
信息有误等，导致自动驾驶路径规划风险

远程刷新 OTA场景
车辆 OTA过程中，刷新版本错误、意外终止、数据出错等，

驾驶员误以为更新成功，继续开启自动驾驶功能

4.3 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人机交互功能测试需求

4.3.1.1 故意操作

针对车外人员或车辆对于行车功能的误用或误操作的故意操作行为，同样能够

造成危害误用场景，由于车外行人/车辆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不能非常准确的预判，

故对典型的故意操作行为进行整理总结如表 4-11所示：

表 4-12 驾驶员故意操作行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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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接口-eHMI外部交互

操

作

区

功

能

区

功

能

细

分

潜在误用场景
利害

相关者

误用

原因

驾驶员与

系统的交

互

环境

条件

衍生的危险误

用场景

外

部

交

互

外

部

警

示

喇

叭

在经过人行道且前

方有行人通过时，

使用喇叭警示车外

行人/车辆注意，但

车外行人 /车辆并

不在意，故意继续

通行。

车外行人

/车辆

故意

操作

驾驶员在

手动驾驶

低速 车辆与车外行

人 /车辆发生

碰撞，但危险

程 度 可 能 较

低。

在自动驾驶场景

中，需要提示其他

道路参与者时，自

动驾驶系统正确使

用喇叭警示交通参

与者，但车外行人/
车辆并不在意，故

意按自己意愿行

驶。

车外行人

/车辆

故意

操作

驾驶员在

使用自动

驾驶功能

高速 车辆与车外行

人 /车辆发生

高速碰撞，危

险程度较高。

转

向

车

灯

在城市道路中行

驶，由于驾驶需要

车辆进行正确的转

向灯提示，进行变

道行为，但外车道

中的行人 /车辆并

不在意车辆的变道

意图，故意继续行

驶甚至加速行驶。

车外行人

/车辆

故意

操作

驾驶员在

手动驾驶

低速 车辆与车外行

人 /车辆发生

低速碰撞，危

险程度较高。

在高速道路中开启

自动驾驶功能行

驶，由于驾驶需要

车辆进行正确的转

向灯提示，进行变

道行为，但外车道

车外车辆 故意

操作

驾驶员在

使用自动

驾驶功能

高速 车辆与其他车

辆发生高速碰

撞，危险程度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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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车辆并不在意

车辆的变道意图，

故意继续行驶甚至

加速行驶。

双

闪

灯

车辆在停车场或较

窄的城市道路中，

由于车辆故障停在

停车场或路边，并

正确打开双闪灯，

但车外行人 /车辆

并不在意，故意继

续行驶。

车外行人

/车辆

故意

操作

车辆发生

故障

停车 其他行人 /车
辆与该车发生

碰撞，但危险

程度较低。

外

部

照

明

前

车

灯

车辆在夜晚的乡村

道路中会车，车辆

由远光灯变为近光

灯，并提示对向来

车，但对向车辆不

关闭远光灯继续行

驶，导致本车驾驶

员视线障碍，影响

驾驶。

车外车辆 故意

操作

驾驶员在

手动驾驶

夜

晚，

会车

车辆与其他车

辆发生碰撞，

危 险 程 度 较

高。

外

部

警

示

后

刹

车

灯

车辆在城市道路中

正常中速跟车，前

车突然毫无警示的

突然急刹车，由于

车辆无法及时制

动，发生碰撞。

车外车辆 故意

操作

驾驶员在

手动驾驶

跟车 车辆与其他车

辆发生碰撞，

危 险 程 度 较

高。

4.3.2 车内交互场景测试需求

4.3.2.1 建立车内触控交互场景并测试防止人误用的能力

对车内触控交互场景基本分成两个类别，一种是基于大屏的屏幕触控，另一种

是基于物理按钮触控。基于屏幕的触控的问题，在于需要人眼确认，没有触觉反馈，

并且存在 “胖手指问题”，在开车的过程中因为驾驶员需要监控前方道路，在屏幕上

停留的时间较短，容易出现“误触发”，另外的系统反应是否及时也是评价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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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车内人机交互功能测试内容列表

触控交互

场景分类
局限性

针对性测试场景单元

设计举例
测试目的

屏幕触控

没有触觉反馈，并且

存在 “胖手指问题”，
容易出现“误触发”。

触控设置;
导航界面;
音乐界面;

空调控制界面;
视频娱乐界面;
座椅加热界面;
功能 Resetl;
网络设置;
蓝牙设置;

测试方法：

戴着手套点击图标

同时点击多个图标

连续点击多个图标

验证屏幕识别的准确性

验证处理速度

验证“胖手指问题”
验证误触发

考察误用之后的对应能力

物理按键

触控

误触发

灵敏度不符合预期

触控设置：

AD功能开启/关闭;
速度设定;
雨刮挡位;
油门踏板;
制动踏板;

座椅调节开关;
灯光挡位;

方向盘硬开关;
门锁开关;

车窗升降开关;

测试方法：

连续反复测试

考察系统是否会产生误触

发，以及灵敏度问题，误用

之后的对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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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上述触控的局限性与各种功能运行相结合，即可生成大量的测试场景案

例。测试手段包括：台架测试、实车封闭环境测试，主观测试等多个维度开展触控

交互的场景测试。

4.3.2.2 建立车内声控交互场景并测试防止人误用的能力

从目前的汽车应用来看，车内的声控交互场景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车

内人员主动进行声控交互，主要体现在车内人员对车辆的语音控制和交互，例如语

音控制车窗打开/关闭，语音控制空调打开、风量调节等；另一方面是车辆对驾驶员

的声控提示，比如智能驾驶接管蜂鸣、音响提醒，车辆部件异常蜂鸣提醒等。

测试策划中，应针对两种主要的声控交互场景所实现的功能，开发测试用例，

例如表 4-14所示：

表 4-15 车辆内部声控交互场景及测试用例设计

声控交互

场景分类
功能应用

针对性测试场景单元设计举

例
测试目的

语音控制

语音控制车

窗关闭

车内多人聊天情景（例如地下

车库）；测试人员应用发音相

近话术作为 U语音输入；

车窗打开，车外人员输入语音

控制指令；

非驾驶员输入语音指令时多

个驾驶员的主观感受测试。

考察系统对交互方式

局限性的监测和应对

能力

考察系统对人员误用

的监测和应对能力；

考察驾驶员对系统反

应的抗扰和应对能力；

语音控制空

调打开

语音控制方

向盘加热

声控提醒

智能驾驶接

管声音提醒

多个驾驶员对接管提醒的主

观感受测试；

故障注入测试：测试发出智能

驾驶接管提醒，以及车辆部件

异常的条件及合理性

驾驶员不接管时系统的反应

测试

考察系统对人员误用

的监测和应对能力

考察系统对交互方式

局限性的监测和应对

能力

考察系统声控交互的

设计合理性

车辆部件异

常提醒

基于对声控交互功能的理解，全面梳理声控交互相关功能和场景，从 HIL测试、

实车测试、主观测试等多个维度开展声控交互的场景测试。因为实际车辆应用过程

中声控交互发生的场景非常广泛，在具体的测试中，不仅需要单场景测试，还需要

开展多场景组合，以及长时里程测试，多人主观测试等方面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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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建立车内动作交互场景并测试防止人误用的能力

对车辆外部设备交互的误用测试，应基于动作交互实现的三种技术方案特点，

针对性设计测试场景单元。驾驶员与自动驾驶车辆间的动作交互技术方案的实现方

式—光飞时间(Time of Flight）、结构光(Structure Light）、多角成像(Multi-camera），

需对这些方式及其实现原理的局限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员误用可能性开展深入分析。

下表中给出了光飞时间、结构光和多角成像三种技术方案的局限性分析，并列

出了典型的针对性测试场景单元设计举例。由表可知，光飞时间技术具有分辨率很

低，测量精度不佳的局限性；结构光技术受限于主动投射的原理，对光线的抗干扰

能力较差；而多角成像技术过于依赖图像特征匹配，需要较高的车载智能计算基础

平台算力并且对光线的抗干扰能力不足。基于这些技术特点，针对性的设计自动驾

驶车内人机交互测试场景单元，将有助于更好地考察车载系统对交互方式局限性以

及对人员误用的监测能力，并考察系统的应对能力。

表 4-16 防止人员误用能力测试列表

现有技术 局限因素
针对性测试场景单元设计举

例
测试目的

光飞时间技

术

TOF

分辨率很低，测量精度不

如结构光、多角成像两种

方案

驾驶员手势或者肢体动作表

现不清晰（例如动作过快、

动作不标准）；

考察系统对交互方式原

理技术局限性的监测和

应对能力

结构光技术

受限于主动投射的原理，

非常容易受到强光和光滑

平面（如镜子）的影响，

室外基本不能使用。

光线变强的场景（例如夕阳

迎面照进车里或夜里对面突

然出现的强光）；

镜面物体的存在（比如驾驶

员的手表镜面和眼镜镜面的

反光）

考察系统对交互方式原

理技术局限性的监测和

应对能力和考察系统对

人员误用的监测和应对

能力

多角成像技

术

过于依赖图像特征匹配

（后期计算），需要很高

的计算资源。在光照较暗、

过度曝光或者场景本身缺

少纹理的情况下，很难进

行特征提取匹配。

较少的计算资源（车载芯片

算力不够）；

进入光线较暗的场景（例如

行驶进入隧道或地下停车

场）

考察系统对交互方式原

理技术局限性的监测和

应对能力

车内动作交互场景技术方案的局限性分析和典型针对性测试场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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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上表中的硬件技术局限性与各种功能运行相结合，衍生出一套丰富的车

内动作交互测试场景库，场景之间的转移便是触发事件。测试手段包括：驾驶员在

环测试（DIL）、整车在环测试（VIL）。利用动态驾驶员模拟器（驾舱）、环境视

听模拟设备及相关人车检测设备重现“人-车-环境”在实际车辆驾驶中的相互作用的

新型测试系统，完成静态、动态工况下人机交互动作交互（上表中的场景库）功能

的测试。

图 4-9 HMI功能测试示意图

对于车载 HMI 系统传感器硬件本身的故障失效则属于功能安全的失效类测试

范围，不属于本文预期功能安全的考虑范畴。

4.3.2.4 建立车内眼动交互场景并测试防止人误用的能力

人的眼动主要分为两类：有意识的运动和无意识的运动。最常规的眼球运动属

于无意识动作，它们是直觉性自发的运动。比如浏览、看路、跟随移动的物体等。

根据人体的自然眼睛典型动作——扫视、注视和眨眼，我们为眼动交互系统定义了 4

种基本动作：扫视、凝视、眨眼和移动。

（1）扫视：当驾驶员在驾驶行为中观察路况时，他们的眼睛注视位置会时不时

落在 HUD 上的热点区域中。在此情况下，以微弱的闪烁作为反馈，但它不会启动

任何操作。

（2）凝视：当用户短暂的凝视热点区域，功能被激活，并且另一个反馈将提供

给用户，告知他们现在可以控制音乐。

（3）眨眼：执行相应的命令。

（4）移动：允许用户用眼移动控制 HUD 上的对象移动，如调整音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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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眼动交互模式研究，我们认为眼动机制和交互界面是人车直觉性交互的关

键因素。原型测试期间使用驾驶模拟器模拟驾驶环境，并使用电脑播放操作界面，

利用高清摄像机拍摄记录全过程，以便后续的用户分析，便于操作的原型改进。

观察法和主观过程记录：测试过程全程视频记录并且由辅助测试人员主观

记录被试表现。主试者负责测试流程，辅助测试人员根据主观观察记录测试过程、

话语、误操作以及记录主观言论。

有声思维研究方法：被试者在操作的同时被要求描述他们的动作。主试者

播放相应的界面原型配合被试者操作并且提供给被试者相应的反馈。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被试者的交互流程、操作过程和他们的误操作，找到原型设计

中的问题点。

4.3.2.5 建立车内智能识别场景并测试防止人误用的能力

脑电信号是脑皮质树突细胞放电表现的结果，脑电信号有不同的采集形式。第

一种为接触式，即使用湿电极或干电极，将电极放置在标准采集位置上来对脑电信

号进行采集。使用湿电极要在在脑电信号采集之前，在电极上涂抹电极膏，保证电

极和头皮接触良好且充分。电极的后端需要 AD 芯片进行模数转换和放大器对微弱

信号进行放大。

设计系统的采集芯片采用 TI 公司的 ADS1299，ADS1299 具有八路采集通道，

能够实现同步并行采集，转换数据位数为 24 位，在转换之前设置了内部可编程的

增益放大器，ADS1299 采集电路提供内部电源作为基准并提供板载振荡器作为芯片

时钟，组装有 EEG 信号应用所需的所有常用特性。

用标准情感数据库 DEAP和实验诱发的脑电数据进行特征选择以及根据选择的

特征进行情感分类器的训练，并验证分类器的分类效果，证明目标情绪与其他情绪

之间可分。而且希望能够找到将实验者的愉悦度这一维度上的情绪连续划分的依据，

即一个指标体现实验者的愉悦程度。

情绪的诱发试验参考了 DEAP 数据库的情绪诱发方案，并使用相同的 MV作

为情绪诱发素材进行个体情绪的效果验证，按照低愉悦度和高愉悦度的情绪分为两

类，并附加了使用 VR 设备进行紧张、恐惧情绪诱发的实验，来进行情绪诱发。通

过使用 VR 设备观看汽车行驶时的视频来模拟自动驾驶环境，进行验证，汽车行驶

视频来源于汽车自动驾驶汽车行驶时在其内部拍摄的视频，并特意选择几段自动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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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汽车和汽车在行驶时发生车祸时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作为测试，采集汽车发生事故

之前乘客的脑电信号，作为情绪分类中不愉悦的视频诱发材料，与其他汽车行驶时

的视频一同组成为无人驾驶汽车乘坐人情绪感知的分类器训练数据。由于汽车发生

事故之前的视频片段较短，所以将几段汽车发生事故时采集的视频放在一起作为实

际诱发情绪的脑电特征研究。将自动驾驶汽车发生车祸时的数据作为目标情绪的脑

电数据，将这些数据与其他情绪的数据进行分类器训练得到的准确率作为无人驾驶

车辆乘坐人情绪识别技术的评价。

4.3.3 车外交互场景测试需求

4.3.3.1 建立车外外部警示场景并测试防止外部误用的能力

本项测试意在考察车辆自动驾驶系统在发生外部警示误用时，自动驾驶系统的

预期功能安全措施的有效性。

4.3.3.1.1 测试场景

测试道路为一条长直道，直道长度不小于 XXm。如图 4-10所示：

图 4-10 测试场景示意图

4.3.3.1.2 测试方法

试验开始时，试验车辆（VUT）在长直道路激活系统，以 80km/h的车速行驶，

前方测试车辆（VT）以 60km/h的车速行驶，此时两车相距约 30m，试验车辆发生

变道超车行为，但此时试验车辆的自动驾驶系统发生外部警示误用，误用形式如表

4-17所示。

4.3.3.1.3 外部警示误用

表 4-17 外部警示误用形式表

序号 警示功能 误用场景



102

1 喇叭
在该自动驾驶场景中，需要提示前车本车有变道超车意图，但

未能有效使用喇叭提示前车

2 前车灯
在该自动驾驶场景中，需要提示前车本车有变道超车意图，但

未能有效使用前车灯提示前车

4.3.3.1.4 试验退出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试验退出：

(1) 单次试验，外部警示功能误用后，自动驾驶系统能够成功变道超车；

(2) 单次试验，外部警示功能误用后，自动驾驶车辆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3) 单次试验，外部警示功能误用后，在两辆车即将发生碰撞时，自动驾驶

系统进行制动，避免车辆碰撞。

4.3.3.1.5 得分条件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该测试场景得分：

(1) 单次试验，外部警示功能误用后，自动驾驶系统能够成功变道超车；

(2) 单次试验，外部警示功能误用后，在两辆车即将发生碰撞时，自动驾驶

系统进行制动，避免车辆碰撞。

4.3.3.2 建立车辆表情交互场景并测试防止外部误用的能力

自动驾驶车辆表情交互场景用于测试车辆的表情是否会造成车辆外部交通要素

（行人、其他车辆、交警等）的误解或忽略，以及对于自动驾驶车辆的表情的反馈，

主要应用在路权有争议和车辆有安全隐患的场景。

测试场景应具备以下测试能力：

表 4-18 测试场景需具备的测试能力

序号 测试场景 测试能力

1 十字路口等待行人的表情

测试表情会不会被误解

测试其他交通者的反馈是否正常

测试系统对其他交通参与者反馈的

处理能力。

2 十字路口示意其他行人/车辆通过的表情

3 遇到行人横穿时示意行人先行的表情

4 车辆泊出时示意其他道路参与者的表情

5 车辆泊入时示意其他道路参与者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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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车辆发生非致命故障的表情

7 车辆发生致命故障的表情

8 车辆倒车时的表情

9 车辆整车行驶的表情

通过将上述表情理解的局限性与各种功能运行相结合，即可生成大量的测试场

景案例。需要考虑表情在不同环境的影响。

车辆灯条灯带和智能车灯交互场景并测试防止外部误用的能力车辆灯条灯带交

互场景用于测试车辆灯条灯带是否会造成车辆外部交通要素（行人、其他车辆、交

警等）的误解或忽略，以及对于自动驾驶车辆的表情的反馈。

测试场景应具备以下测试能力：

表 4-19 灯条灯带交互场景及测试能力

序号 测试能力 作用

1
模拟白天日照光

线场景

通过模拟各种常见太阳光线角度和强度，测试车辆灯条灯带不同

含义的灯光颜色是否没有明显的色差以及灯光颜色之间区别是否

依旧清晰。

2 模拟雾天场景
通过模拟各种浓度的雾天，测试车辆灯条灯带的灯光颜色在雾天

的穿透能力以及灯光是否没有明显色差。

3
模拟近距离接触

场景

通过模拟车辆与其他要素近距离交互，测试车辆灯条灯带的灯光

颜色是否会造成炫目、刺眼等不良反应。

4 模拟交通灯场景

通过模拟车辆近距离位于交通灯附近的场景，测试车辆灯条灯带

是否会影响汽车车辆对交通灯等观察，以及是否会导致其他交通

要素忽略交通灯。

5
模拟夜间行车场

景

通过模拟车辆夜间行驶，测试测试车辆灯条灯带在夜间灯光的影

响下，是否没有明显的色差以及灯光颜色之间区别是否依旧清晰。

6
模拟出租车车顶

广告灯牌场景

通过模拟同时具有车辆灯条灯带和车顶广告牌的出租车场景，测

试车顶广告灯牌是否会影响车辆灯条灯带的灯光颜色，以及是否

导致其他交通要素忽略车辆灯条灯带。

7
模拟救护车、消

防车、警车场景

通过模拟同时具有车辆灯条灯带和车顶灯的救护车、消防车、警

车场景，测试车顶灯是否会影响车辆灯条灯带的灯光颜色，以及

是否导致其他交通要素忽略车辆灯条灯带。

车辆智能灯光交互场景主要包括：1）智能远光灯防误用测试场景；2）智能转

向灯防误用测试场景。



104

智能远光灯防误用测试场景主要用于测试夜间会车时，车辆是否有防止驾驶员

误用远光灯功能。远光灯防误用测试场景模拟各种车辆会车场景，车辆通过摄像头、

雷达等感知要素检查到前方有车辆交互，而驾驶员误用远光灯时，车辆是否能够提

示/警告驾驶员。测试场景应具备以下能力：

表 4-20 灯光交互场景及测试内容

序号 模拟能力 作用

1 夜间模拟能力
用于建立测试场景的夜间特征，包括：夜间时刻（傍晚、

夜晚、凌晨），环境灯光等。

2 道路模拟能力
用于建立测试场景的道路特征，包括：城市道路，高速公

路，国道，乡村道路等。

3 会车特征模拟能力
用于建立测试场景的会车特征，包括：直道会车，弯道会

车，相邻会车，隔道会车等。

转向灯防误用测试场景主要用于测试车辆转向或变道时，车辆是否有防止驾驶

员误用转向灯功能。转向灯防误用测试场景模拟各种车辆转向/变道场景，检查当驾

驶员误用转向灯时，车辆是否能够提示/警告驾驶员。测试场景应测试以下几种情况：

表 4-21 转向灯误用测试场景列表

序号 测试场景

1 车辆左转时，驾驶员误用右转向灯；

2 车辆右转时，驾驶员误用左转向灯；

3 车辆转向时，驾驶员未使用转向灯；

4 车辆未转向时，驾驶员使用转向灯；

4.3.3.3 建立车辆与手持电子设备交互场景并测试防止外部误用的能力

对车辆外部设备交互的误用测试，应基于无线通信的特点，针对性设计测试场

景单元。如表 1所汇总的，车辆与外部设备的交互主要通过蓝牙、NFC和移动通信

等方式，需对这些方式的局限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员误用可能性开展深入分析。

表 3给出了蓝牙、NFC 和移动通信等三种方式的局限性分析，并给出了典型的

针对性测试场景单元设计举例。从表 3可得，蓝牙通信具有穿透性较差的局限性，

同时对蓝牙发送/接收方需要一定电量储备要求，NFC通信对距离的敏感性较强，而

移动通信对无线信号的抗干扰性较差。基于这些特点，针对性的设计测试场景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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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助于更好地考察系统对交互方式局限性以及对人员误用的监测能力，并考察系

统得应对能力。

表 4-22 车辆外部设备交互方式的局限性分析和典型针对性测试场景设计

无线通信方式 局限性 针对测试场景单元设计举例 测试目的

蓝牙

穿透性较差

封闭式场景（例如地下车库）；

人员遮挡（例如双手紧握、背

对、控制器置于口袋中等）

考察系统对交互方式

局限性的监测和应对

能力

需要蓝牙发送

方具备电量

低电量的蓝牙发生器（例如模

拟车主手机电量很低时使用

蓝牙与车端交互，或者交互中

车主手机突然失去供电）

考察系统对人员误用

的监测和应对能力

NFC
对距离敏感性

较强（必须近

距离交互）

数据交互中的距离变化（例如

模拟车主快速的靠近又快速

的远离车端 NFC）

考察系统对人员误用

的监测和应对能力

移动通信
无线信号抗干

扰性较差

潜在信号盲区（例如模拟车主

驾驶车辆进入人群密集区域、

地下二层及以下车库、高压传

输基站区域等）

考察系统对交互方式

局限性的监测和应对

能力

通过将上述通信局限性与各种功能运行相结合，即可生成大量的测试场景案例。

测试手段包括：台架测试、实车封闭环境测试，实车开放环境测试（里程累积

测试）等。考虑到真实环境中车辆与外部设备的交互是没有限制的，可以随时随地

发生，因此在具体的测试中，可以对每个测试场景单元依次测试，也可以将不同的

测试单元进行组合测试。

当然，对于通信本身，还应有一些通用类测试场景单元设计，例如信号延时、

出错、重复、时序错误等，这些均属于功能安全的失效类测试范围，这里就不再重

复提及了。

4.3.3.4 建立车辆与交通系统交互场景并测试防止外部误用的能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在人们对车辆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车辆增加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会引来各种各样的交通问题。因此，现在国家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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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V2X）技术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提供给智能网联汽车

全面高效的网联化交互技术，有效提高交通效率与减少交通事故发生。

现阶段 V2X主要包括四大交互场景，一是车与车通信场景（V2V），可以让道

路行驶的多个车辆即时通信，交互车辆位置，车辆状态信息等;二是车与路通信场景

(V2I)，主要用于车路通信，为智能网联汽车提供红绿灯、道路标志等交通信息；三

是车与人通信场景（V2P），主要用于弱势交通参与者的检测；四是车与云通信场

景(V2N),主要用于车与云端数据的交互。

为了提高智能网联汽车在各个场景下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等，需要考虑在不

同交通系统交互场景下，外部误用对智能网联汽车的影响。因此基于车辆交通系统

交互场景典型应用功能，建立车辆交通系统交互误用场景，显得尤为重要。详见表

4-23、表 4-24。

表 4-25 车辆交通系统交互场景典型应用功能

交互场景 典型功能 典型功能细分

车-车 车辆间信息交互

本车接收道路上其他车辆的位置信息（经纬度、高程、

方位角等）

本车接收道路上其他车辆的车辆状态信息（变道状态-转
向灯、制动状态-制动灯、故障车辆信息等）

本车接收道路上特殊车辆的信息（救护车、消防车、警

车等）

本车发送本车的位置信息（经纬度、高程、方位角等）

给道路上其他车辆

本车发送本车的车辆状态信息（变道状态-转向灯、制动

状态-制动灯、故障车辆信息等）给道路上其他车辆

车-路 车路间信息交互

本车接收交通信号灯信息

本车接收道路标志信息（限速标志、车道标志等）

本车接收道路拥堵信息

本车接收交通事故信息

本车接收道路施工信息

本车接收前方桥梁、隧道等信息

本车接收弱势交通参与者的信息（位置、手势等）

本车发送本车的交通事故信息给路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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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人 车人间信息交互

本车接收穿戴了移动通信设备的行人的信息（位置、手

势等）本车发送本车的警示信息（喇叭、语音等声音警

示，灯光、显示屏等视觉警示）给行人

车-云 车云间信息交互

本车接收云端地图的更新

本车接收云端控制指令信息（车辆一键紧急停止功能、

远程锁车功能等）

本车发送本车状态信息（位置，制动系统、传动系统等

车辆功能系统状态，自动驾驶系统状态，车载通信终端

状态，事故信息等）给云端

OTA升级（智能网联系统、车辆功能系统等）

本车接收道路拥堵信息

表 4-26 典型的误用场景

场景分类 典型的误用场景 衍生的危险误用场景

车-车

车载终端功能失效（硬件、软件问题、本

车制动系统等车辆功能系统故障）

高架路段场景下，车辆未能有效识别其他

车辆位置信息状态等

在交通流密集区域，存在信号拥塞、遮挡

或干扰，车辆与其他车辆的通信不稳定或

中断

在金属建筑物体、高压传输基站等通信易

受影响区域，存在信号遮挡或干扰，车辆

与其他车辆的通信不稳定或中断

基于不同导航系统的数据精度（北斗与

GPS）可能导致定位数据差异

车辆误触发功能性信号（灯光、制动等）

车辆发出故障信息，但仍然正常甚至高速

行驶

特殊车辆在非紧急任务下，误触或故意打

开车辆警报装置

特殊车辆紧急情况下闯红灯

车辆无法接收到有效的其他车

辆的实时信息，增加交通意外

的风险

车辆信息可能出现异常，造成

碰撞风险

车辆信息可能出现异常，造成

碰撞风险

车辆信息可能出现异常，造成

碰撞风险

车辆信息可能出现异常，造成

碰撞风险

车辆信息可能出现异常，造成

碰撞风险

车辆信息可能出现异常，造成

碰撞风险

车辆信息可能出现异常，扰乱

交通秩序

可能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车-路

本车的车载终端功能失效（硬件、软件问

题、交通事故引起的车辆故障），会导致

无法正常接收信号灯、标志等道路的实时

信息

本车高速工况下，本车与路侧终端的通信

不稳定或中断

本车无法接收到有效的道路实

时信息，增加交通意外的风险

可能造成碰撞风险

可能造成碰撞风险

可能造成碰撞风险

可能造成碰撞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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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流密集区域，存在信号拥塞、遮挡

或干扰，本车与路侧终端之间的通信不稳

定或中断

在金属建筑物体、高压传输基站等通信易

受影响区域，存在信号遮挡或干扰，本车

与路侧终端之间的通信不稳定或中断

本车处于路侧终端信号传输的盲区，本车

与路侧终端的通信不稳定或中断

路侧终端、路侧感知设备及交通信号机功

能失效（硬件、软件问题）

路侧终端与路侧感知设备或交通信号机之

间的交互不稳定或中断

大雨、大雪等恶劣天气下，车载终端与路

侧终端之间的通信不稳定或中断

可能造成碰撞风险

可能造成碰撞风险

可能造成碰撞风险

车-人

行人穿戴的动通信设备功能失效（关闭、

故障）

行人未穿戴移动通信设备

在交通流密集区域，存在信号拥塞、遮挡

或干扰，本车与穿戴移动通信设备行人之

间的通信不稳定或中断

在金属建筑物体、高压传输基站等通信易

受影响区域，存在信号遮挡或干扰，本车

与穿戴移动通信设备行人之间的通信不稳

定或中断

本车发送本车的警示信息（声音警示、触

觉警示、视觉警示）给行人，行人不在意，

继续通行

本车未能有效地发送本车的警示信息（声

音警示、触觉警示、视觉警示）给行人

大雨、大雪等恶劣天气下，车载终端与路

侧终端之间的通信不稳定或中断

本车接收不到行人的状态信

息，可能碰撞行人

本车接收不到行人的状态信

息，可能碰撞行人

本车接收不到行人的状态信

息，可能碰撞行人

本车接收不到稳定、准确的行

人状态信息，可能碰撞行人

可能碰撞行人

可能碰撞行人

可能碰撞行人

车-云

云端功能失效（硬件、软件问题）

在交通流密集区域，存在信号拥塞、遮挡

或干扰，本车与云端的通信不稳定或中断

在金属建筑物体、高压传输基站等通信易

受影响区域，存在信号遮挡或干扰，本车

与云端的通信不稳定或中断

本车高速工况下，本车与云端的通信不稳

定或中断

本车车载终端功能失效（硬件、软件问题、

本车制动系统等车辆功能系统故障）

大雨、大雪等恶劣天气下，车载终端与路

车地图更新错误、陈旧，GPS
定位信息偏差、丢失等；本车

未能接收到有效的控制指令；

本车未能发送有效的本车状态

信息给云端；本车 OTA未能有

效升级；本车未能接收到有效

的道路拥堵信息。可能造成碰

撞风险；车辆失控；影响交通

通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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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终端之间的通信不稳定或中断

测试手段包括：硬件在环测试（HIL），实车封闭场地测试，实车开放道路测

试等。

硬件在环（HIL）是基于真实的车载终端、路侧终端等车联网设备，联合 PC端

设备模拟的真实交通场景，实现智能网联系统的闭环集成测试, 来完成典型的误用

场景测试用例；实车测试是基于真实的车载终端、路侧终端等车联网系统，在真实

的交通场景下完成典型的误用场景测试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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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车辆决策技术及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测试需求

决策系统是自动驾驶汽车的大脑，为下层的运动规划与控制提供安全、高效、

类人的驾驶行为指令。智能驾驶系统能根据车辆周边环境信息、交通信息、自车运

动状态信息、驾驶员信息等作出合理的交通行为决策，是车辆行驶安全的关键。因

此本章对智能驾驶相关的决策方法进行研究与分析，明确现有智能决策算法的功能

局限，梳理面向预期功能安全需求的智能驾驶决策功能的测试需求。

5.1 现有决策技术

现有决策技术主要有基于经验规则的决策技术、基于数据驱动的决策技术、基

于效用函数的决策技术，以及考虑交互性、不确定性的决策技术等。

5.1.1 基于经验规则的决策技术

基于经验规则的决策技术依据人工驾驶经验，针对不同驾驶场景提取出相应的

驾驶行为决策规则。规则可以是确定规则，也可以是模糊规则。代表性方法主要有

状态机法、决策树法等。这类决策技术简单易行、便于调试，广泛应用于自动驾驶

决策系统。

状态机法定义了不同的驾驶状态库，并描述了状态之间的转移关系，在实际应

用中根据驾驶状态的转移反应式地生成驾驶行为决策，该方法主要包括有限状态机

法和层次状态机法。有限状态机法由状态、事件、状态转移构成，其状态库确定了

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状态，其事件作为引发状态转移的输入条件。状态可以是车辆

启动、车道保持、变道、超车、十字路口，塞车，上下高架，上下匝道，停车等。

为了解决过多驾驶状态导致的复杂且难以调试的有限状态机结构，层次状态机法将

状态分为高层次状态和低层次状态，通过层次化结构限制了状态机的频繁且无规律

地跳转，比如设计十字路口为高层次状态，左转、直行、右转为低层次状态，通过

分层的结构高效地完成驾驶任务。类似状态机法，决策树模型也是基于当前驾驶状

态反应式地进行驾驶行为决策，不同的是，决策树模型将驾驶状态和转移逻辑固化

到了树形结构中，通过自顶向下的“轮询”机制进行驾驶行为决策。

5.1.2 基于数据驱动的决策技术

与基于经验规则的决策技术一样，基于数据驱动的决策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训

练出驾驶行为决策规则，不同的是，该方法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对采集到的驾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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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自主学习，从而得到环境到驾驶行为或控制指令的映射规则，避免了繁琐的人

工提取经验规则的工作，主要以神经网络方法为代表。

神经网络方法通过监督学习自动训练得到驾驶场景特征到驾驶行为的映射关系。

神经网络的输入通常是人工提取的驾驶场景特征，如车辆间相对位置和相对速度、

道路几何构型等，输出则是期望的驾驶行为，如车道保持、变道、超车等。近年来，

深度学习被大量应用到自动驾驶的决策系统中，通过训练卷积神经网络，自动得到

摄像头感知图像像素到车辆运动控制指令之间“端到端”的映射关系，以模仿人类驾

驶员直觉式的驾驶行为，实现自动驾驶汽车的自主行驶。神经网络的输入通常是摄

像头图像，输出则是车辆纵横向控制指令，如转向指令、加减速指令等。深度学习

避免了人工提取场景特征这一繁琐任务。

5.1.3 基于效用函数的决策技术

基于经验规则和基于数据驱动的决策技术无法主动定量地评估驾驶决策的优劣

程度，而基于效用函数的决策技术根据最大效用理论，定义了用于评价不同驾驶行

为价值的效用函数，依据选择指标（或优化方法）在多个备选方案（或受约束可行

域）中提取使效用函数值最大的驾驶行为作为最优的驾驶决策。在自动驾驶决策方

面，效用函数的设计依据人工专家经验，通常考虑了安全性、舒适性、高效性、驾

驶任务完成度等。代表性方法包括传统的多指标决策方法，以及近年来被广泛应用

的强化学习算法等。

多指标决策方法利用评价和优化算法从候选驾驶行为库中选择最优的驾驶行为，

效用函数的设计可以面向确定的驾驶行为，也可以面向反映驾驶行为的候选驾驶轨

迹。近年来，强化学习方法被广泛应用到自动驾驶决策任务中。强化学习提供了一

种以自学习方式解决顺序决策问题的框架。基于强化学习的方法以试错的形式不断

自主地与环境进行交互，以学习获得最优或接近最优的驾驶策略，其本质也是一个

寻优的过程，其中效用函数往往以回报函数的形式体现。该方法不需要太多的模型

信息，且不依赖于人类驾驶员自身的驾驶数据。为了避免强化学习中对场景特征的

人工经验性地提取，实现直觉式的强化学习，结合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的深度强化

学习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到自动驾驶行为决策。深度学习具有较强的从图像、视频等

原始数据中学习特征的能力和模式匹配的泛化能力，而强化学习具有较好的基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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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征的决策能力。因此，在自动驾驶决策这一需要特征表示和决策学习的任务中，

深度强化学习算法是非常有效的。

5.1.4 考虑不确定性和交互性的决策技术

自动驾驶决策本质上是一个与周围交通参与者交互、博弈的过程。一方面，实

际交通环境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交互环境，自动驾驶汽车在实际道路环境下面临着

观察的不确定性和动作的不确定性。部分可观测马尔科夫决策模型为不确定交互环

境下的自动驾驶汽车行为决策问题提供了通用的数学框架，该方法利用周围交通参

与者的直接观察变量，如位置、速度等，直接构造状态空间，并以概率的方式描述

不确定性，提高了鲁棒性。另一方面，在交互决策过程中考虑周围交通车驾驶意图、

风格，以及对主车驾驶行为的反应等尤为重要。博弈论为考虑交互性的自动驾驶汽

车行为决策提供了通用的框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处理决策者之间的冲突和合作，

建立了一个精确地描述不同驾驶员之间交互行为的模型。在一个独立的博弈中，博

弈论为每个参与博弈的驾驶员制定各自策略的收益函数，最终不同驾驶员的决策共

同收敛于其各自策略的均衡，以共同最大化他们各自的回报，使博弈中每个驾驶员

进行合作决策。实际环境下，自动驾驶汽车与周围交通参与者的交互不确定性和博

弈往往同时存在，基于部分可观测马尔科夫决策和博弈论结合的决策方法也被广泛

应用。

5.2 决策功能局限

目前决策方法主要有：基于经验规则、基于数据驱动、基于效用函数，以及考

虑交互性、不确定性的决策方法等。各方法决策功能局限见下表。

表 5-1 决策方法及其功能局限

基于经验规则

确定规则

高质量、海量人工经验难获取；

工况难以遍历、逻辑难以完善，针对不同场景鲁棒

性、适应性差；

难以处理不确定性。

模糊规则 严重依赖于人工经验，且场景适应性不足。

状态机
难以完全覆盖车辆可能遇到的所有工况，通常会忽

略可能导致决策错误的环境细节；

由于状态切割划分条件导致车辆行为不连贯；

行为规则库触发条件易重叠从而造成系统失效；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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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深度遍历不足导致系统决策正确率难以提升，

对复杂工况处理及算法性能的提升存在瓶颈。

基于数据驱动

监督学习

神经网络

深度学习

海量数据难以分类和贴标签；

决策效果严重依赖数据数量和质量，样本不足、数

据质量差、网络结构不合理等会导致过学习、欠学

习等问题；

算法决策结果可解释性差，模型修正难度大；

学习算法不具备场景遍历广度优势，不同场景所需

采用的学习模型可能完全不同。

基于效用函数

评价算法 指标的选取与权重系数的确定严重依赖于人工经

验，场景适应性不足。优化算法

强化学习

从零开始学习，效率低，解释性和预测性差；

随机尝试，不考虑先验知识，训练周期冗长；

试错一般只针对仿真环境，与真实环境相差较大；

奖励难以合理设定，易产生预期外的结果，且最合

理的奖励也不能避免局部最优。

深度强化学习

采样效率低，需要海量样本；

不稳定，结果难以重现；

端到端方法于训练数据较为依赖，决策网络可解释

性与可调整性较差。

考虑不确定性、

交互性

部分可观测

马尔科夫

概率分布难以确定；

运算量随状态维度的增加而急速增加。

博弈论
如何处理驾驶员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智性是难点；

玩家数量增加时，计算复杂度激增。

社会心理学
各个交通参与对象的性格、习惯、处事态度不同，

通过心理学进行行为意图分析是难点。

5.3 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决策功能测试需求

根据本章节 5.2的决策功能局限分析，本节梳理面向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的

运行设计域（ODD）内部的决策功能测试和面向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的运行设计

域边界的决策功能测试需求，用于指导智能驾驶系统决策功能安全性测试流程和测

试用例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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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建立综合多种类型典型场景的场景库并测试车辆决策功能对不同场景的鲁

棒性、适应性

采用基于场景的测试思路，考虑决策算法对不同场景可能存在不同的处理能力，

而自动驾驶汽车实际运行的场景不会只局限于一种类型，因此需测试决策算法对多

种场景的综合适应能力。

在实际测试时，需提前建立比较完善的决策预期功能安全场景库以供测试，其

中场景库考虑因素及其范围根据实际测试车辆的运行设计域（ODD）确定边界，所

建场景库中主要包含了“已知安全”和“已知危险”的场景，前者适当选取，主要用于

验证决策算法的合规性与鲁棒性，后者作为测试的重点用于测试决策算法对危险场

景的处理能力；“未知场景”由于不能提前考虑到，因此暂不列入决策场景库中。

可采取元素提取、划分与匹配的方法建立该场景库。具体需要考虑如下场景元

素：

(1) 道路类型，如直道、弯道、十字路口、T口、汇入口/车道合流、汇出口

/车道分流等。不同道路类型下车辆面临的周围环境及可采取的动作空间并不同，

因此需分别考虑。

(2) 场景中其他交通参与者类型，如机动车、行人、飘散物、动物、非机动

车等。不同类型交通参与者的形状大小、运动模式、防撞能力、事故成本等均

不同，对应到决策算法中应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或奖励权重，因此需分别考虑。

另外还需考虑单车场景，即在周围没有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情况下，自车决策模

块是否会产生驶出道路边界、超出自车性能边界或乘员可承受边界等的决策结

果。

(3) 场景中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位置，如机动车可能在自车同向的同车道前后、

左右车道前中后等位置或自车反向位置等，行人主要在两侧人行道或十字路口

等位置出现，周围交通参与者在不同位置对自车产生的威胁及对决策算法的能

力要求不同，因此需分别考虑。

(4) 场景中其他交通参与者的运动模式，如直行、（左/右）换道、（左/右）

转向、调头、静止、倒车等，不同类型的运动结合不同位置会对自车决策算法

提出不同的要求，因此分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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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因素，如道路坡度、周边设施、特殊区域（如施工）、车道数量等，

需要结合自车决策算法ODD以及实际情况等进行测试场景组合。

注 1：在实际进行元素匹配确定场景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不同元素之间组合的

合理性、对应场景是否会对决策算法的预期功能安全性产生影响等因素。

注 2：由于决策功能包含路线规划、行为选择、轨迹规划等功能，在场景库设

置中暂不考虑自车运动因素，在实际测试过程中自车运动由决策功能模块输出，用

于测试该模块的决策性能。

注 3：该场景库主要用于验证决策算法对多种场景的适应性和鲁棒性，因此主

要包含相对常规、简单的典型场景，对于存在高复杂性、高不确定性、高交互性、

高动态性等特点的场景另单独进行测试（见以下各节）。

对于本节测试，主要目标为测试车辆对多种场景的综合适应能力与鲁棒性，因

此测试指标主要采用统计性指标，如仅考虑因车辆决策功能预期功能安全问题导致

的百公里/百小时测试的事故率/干预率/通过率等，为排除其他模块问题或决策功能

安全等问题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可进行前过滤（测试前尽量保证其他模块工作正常，

在仿真等环境中可直接设置相应模块的输出正常）和后过滤（测试后通过原因分析，

对因为其他问题导致的事故进行筛选去除，主要考虑实车测试等无法保证其他模块

完美工作以及决策模块功能安全不能完全保证的情况）等处理。此外，可进行事故

场景聚类等分析确定事故高发场景或典型场景簇，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或算法改进。

结合 GAMMA、MEM、ALARP等风险接受原则与中国实际的社会、道路、事故发

生等情况制定符合中国特定的风险接受阈值，与测试分析结果比较作为是否测试通

过标准制定的依据。

另外，对于单个事故高发场景或典型场景，可进行算法实时性、输出结果最优

性等指标的分析。

5.3.2 建立高复杂度场景并测试车辆决策功能对复杂场景的处理能力

决策算法可能在简单常规场景下表现良好，但随着场景复杂度的上升，基于经

验规则的决策技术可能会产生规则复杂性不足或规则冲突等问题；基于数据驱动的

决策技术可能会出现所需训练数据量呈指数级上升和欠拟合等问题；基于效用函数

的决策技术可能会出现次优解数量大幅增加、求解空间复杂化和最优解求解困难等

问题；同时，上述算法都可能面临实时性的挑战。因此，高复杂性场景对决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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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较大挑战，需要建立具有高复杂度的场景，测试决策模块在该场景下的处理

能力。

主要考虑以下方面的高复杂度场景：

(1) 高复杂度的道路，如城市立交桥、多出口环岛、多出口交叉口、复杂道

路施工等。

(2) 周围交通参与者数量多，如城市上下班高峰时车流量大、超市商场等人

流量多的场景。

(3) 周围交通参与者运动模式复杂，一方面，单个交通参与者可能具有比较

复杂的运动（如车辆可能来回变道、行人可能具有复杂的运动等）；另一方面，

多个交通参与者可能具有各不相同的运动模式，从而导致场景的综合复杂度较

高。

(4) 复杂的交通标志、标线、规则限制，考虑车辆在实际运行时需要在遵守

一定交通规则的情况下进行决策，因此需要建立可能具有复杂交通标志、标线

或者多种其他规则同时限制的场景，进而测试决策功能在该场景下满足规则且

保证预期功能安全的能力。

(5) 其他可能导致场景复杂度上升的因素。

(6) 以上因素的组合。

对于此类场景，决策算法需要保证实时性、求解最优性或相对较优性等，避免

因出现预期功能安全问题而导致安全事故，基于此可建立相应的测试评价指标。

5.3.3 建立高不确定性场景并测试车辆决策功能对不确定性场景的处理能力

实际的驾驶场景存在行人意图的不确定性、周围环境的部分可观测性、感知和

预测算法输入不确定性等因素对自动驾驶决策功能产生了较大的挑战，需要其具备

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考虑建立高度不确定性的场景来测试车辆决策功能，主要考

虑如下输入的不确定性来源：

(1) 周围交通参与者的不确定性，主要考虑如行人、骑行者、其他人类驾驶

员高度不确定性意图导致了其行为的随机性，进而导致预测困难和决策安全挑

战。

(2) 环境的部分可观测性，考虑传感器感知局限和布置方案、环境遮挡、部

分非表象信息不可直接观测等，自车对周围环境存在仅部分可观测的潜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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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而对决策产生了挑战，可能导致相应的预期功能安

全问题。

(3) 感知和预测算法的不确定性，一些感知和预测算法在输出结果的同时能

够输出相应的不确定性信息（如以概率分布形式来表征感知或预测结果），这

些信息可能需要传递到决策算法进行进一步处理，故而对决策算法产生了挑战

和影响。

(4) 其他不确定性来源

(5) 以上因素组合

基于以上不确定性来源建立相应的高不确定性决策预期功能安全场景，测试在

场景下决策功能的表现。

5.3.4 建立高交互性场景并测试车辆决策功能对交互性场景的处理能力

自车在行驶过程中需要实现与周围交通参与者的交互，尤其是在场景较复杂、

周围交通参与者较多且相互目标、利益存在冲突的时候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博弈等交

互考虑。需建立高交互性场景来测试车辆决策功能在该场景下的表现，可考虑以下

几类场景：

(1) 换道超车场景，如自车前方有车，右车道前方有空位，如果换道至右车

道可提高自车车速，但右后方有另一辆车可能会加速占据前方位置，此时便存

在车辆交互博弈的问题。

(2) 十字路口场景，如右转时遇行人准备过马路；在无信号十字路口则需要

面临更多的交互，如自车与左车道车辆同时准备过路口等。

(3) 人流量大或行人交通规则薄弱的地方，可能存在行人横穿马路等情况，

此时便需要考察车辆交互决策的能力。

(4) 其他高交互性场景。

注：此交互场景测试与前文车外交互场景测试主要区别在于此处重点测试车辆

决策算法在交互场景下制定安全策略的能力，不考察通过 eHMI技术对车辆安全的

提高（但可在已采取相应 eHMI技术的前提下进行决策算法的测试）。

5.3.5 测试车辆决策功能对新场景的泛化能力

上述几类场景的建立基于场景库建设人员之前对自动驾驶决策算法的理解和经

验，所考虑到的场景也均属于“已知安全”和“已知危险”的场景，但对自动驾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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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而言还有相当一部分场景属于“未知”的，尤其是“未知危险”场景会对决策算法

造成挑战。对于此类场景，主要考虑以下两种方式来测试车辆自动驾驶决策功能对

其的适应性。

第一类方法是人工设置算法泛化能力测试实验。类似于数据集中训练集、验证

集、测试集划分，将已知场景形成的场景库划分为用于训练的和测试的场景库（注

意划分依据，两类场景库需要有一些本质性的区别，从而对泛化能力实现保守估计），

对同一种算法模型（主要考虑基于数据的决策）在训练场景数据集上进行充分训练

后在测试场景数据集上进行测试，以评估算法的泛化性能，如果在测试集上性能足

够好（如几乎不出现预期功能安全问题）则说明算法泛化性足够好，可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此决策模型在实际“未知场景”上的泛化能力。

第二类方法是通过“确认”措施来进行“未知场景”的遍历，此方法需要通过长期

车辆测试、现场情况分析与经验总结等方式进行，当达到一定累计测试量且无预期

功能安全问题暴露或导致危险时则说明测试通过。

此外，路测等“确认”措施可用于场景库的迭代，初始时场景库中未能覆盖到“未

知场景”，但通过路测积累与经验更新等方式可实现场景库的迭代更新，减少“未知

场景”比例并增加“已知场景”比例，不断提高决策预期功能安全场景库的覆盖率。

5.3.6 采用合理的测试方式和分配方案

本节提出对测试方式及其分配的需求，需要采用的测试方式包括仿真、试验场

测试与现场测试，并根据场景特点与测试需求、成本选用合适的测试方式。

(1)仿真：该测试方法在成本节约、测试效率、安全保障等方面均具有明显

的优势，因此一般不要求传感器及动力学模型等有高保真度且可搭建仿真场景

的测试主要采用仿真方式进行。在仿真中，对测试空间进行扫描，以寻找关键

用例或包含它们的区域。后续可通过试验场和现场试验对仿真测试的有效性等

进行验证。

(2)试验场测试：主要涉及预选测试（如认证测试）、与驾驶动力学和真实

传感器性能相关性高的测试、在现场测试中几乎看不到的稀有场景测试等。

(3)现场测试：主要涉及路测等，用于验证决策算法有足够的场景覆盖率和

泛化能力，同时可发现意外(如新的场景、新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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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车辆控制技术及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测试需求

车辆运动控制是自动驾驶汽车实现智能驾驶的关键，控制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

到车辆的行驶安全性，以及周围利益相关者，如周围车辆、行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因此本章对智能驾驶相关的控制方法进行研究与分析，明确现有智能驾驶控制算法

的功能局限，梳理面向预期功能安全需求的智能驾驶控制方法的测试需求。

6.1 现有控制技术

自动驾驶系统的控制模块相当于人的手脚，用于执行决策，实现横向（转向）、

纵向（油门/刹车）驾驶操作控制。

6.1.1 横向控制算法

在控制算法的开发中，往往会根据需求在常规工况下将纵向和横向分别解耦，

分别进行控制，而横向控制算法的主要目的是在跟踪轨迹的位姿偏差时有较好的性

能，高性能的横向控制算法，能够保证车辆安全不驶出车道，或与相邻车道的汽车

相撞。

根据是否对车辆动力学建模可将横向控制算法分为无模型的横向控制方法和基

于模型的横向控制方法，更具体的，基于模型的横向控制方法可以分为基于车辆运

动学模型的控制方法和基于车辆动力学模型的控制方法。

6.1.1.1 无模型的控制方法

传统的 PID 控制，将车辆当前的路径跟踪偏差作为输入量，对跟踪偏差进行比

例(Proportion)、积分(Integration)和微分(Differentiation)控制得到转向控制量。然而，

该算法没有考虑车辆的动力学特性和运动学特性，使得车辆在较大变化的车辆速度

和轨迹曲率下鲁棒性较差，难以满足车辆在较高车速行驶时的控制需求。

6.1.1.2 基于车辆运动学模型的控制方法

基于车辆运动学模型的控制方法主要考虑了车辆的运动学约束对车辆控制的影

响。车辆的运动学模型通常可以简化为两轮的自行车模型，其假设车辆的前后轮均

为刚体，没有侧向滑动，因此只沿着车轮滚动方向前进。

6.1.1.2.1 纯跟踪控制算法（Pure Pursuit）

纯跟踪控制算法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基于车辆模型和与道路之间的几何关系的横

向控制方法，最早由 R.Wallace 在 1985年提出。由于该方法对外界的鲁棒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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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DARPA Grand Challenge 和 DARPAUrban Challenge 在内的三辆无人车均采

用该控制算法对车辆进行横向控制，展现了很好的控制效果。

该算法的思想是基于当前车辆后轮中心位置，在参考路径上向前方一段的距离

匹配一个预瞄点，假设车辆后轮中心点可以按照一定的转弯半径行驶抵达该预瞄点，

然后根据预瞄距离、转弯半径、车辆坐标系下预瞄点的朝向角之间的几何关系来确

定前轮转角。

6.1.1.2.2 前轮反馈控制（Front wheel feedback）

前轮反馈控制是一种基于偏差反馈的控制策略，其核心思想是利用前轮中心的

路径跟踪偏差量对方向盘转向控制量进行计算。前轮反馈控制算法在变曲率路径且

路径连续可导的的条件下，可以满足局部指数收敛特性。但是其缺点也很明显即不

适用于倒车、以及自动泊车等场景。

6.1.1.2.3 后轮反馈控制算法（Rear wheel feedback）

后轮反馈是利用后轮中心的跟踪偏差来进行转向控制量计算的方法，根据运动

学模型及车辆后轮与参考路径的几何关系，结合李雅普诺夫稳定性控制理论，能够

得到合适的前轮转角。

近年来，一些先进的非线性控制算法以及优化算法也都在基于车辆运动学模型

的横向控制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基于车辆运动学模型的方法忽略了车辆的

动力学特性，因此在车速过快或者曲率变化率过大的情况下该算法无法满足车辆的

稳定性控制要求。

6.1.1.3 基于车辆动力学模型的横向控制

车辆二自由度线性动力学模型目前在车辆横向控制方面获得了广泛应用。虽然

车辆的动力学模型复杂，但在合理的特定的低速以及小角度转角工况下，其动态特

性能够转化为线性的模型，这为横向控制器的设计提供了便利。目前线性二次型调

节器（LQR）和模型预测控制（MPC）的应用比较广泛。

6.1.1.3.1 线性二次型调节器（LQR）

线性二次型调节器横向控制算法以参考道路与车辆本身的状态偏差作为反馈输

入，构建了适用于 LQR算法的状态调节的问题，结合前馈控制方法在实现稳定跟踪

的同时消除静态跟踪误差。LQR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优化理论的控制算法，通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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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量和状态量的权重矩阵，获取最优反馈增益，从而实现稳定的、高性能的横向

跟踪控制。

6.1.1.3.2 模型预测控制（MPC）

近年来，模型预测控制在自动驾驶领域大展拳脚，其在处理多约束问题上优势

突出。在车辆的横向控制中，MPC算法能够在最大转角约束，最大转角速率约束等

条件下，求解出预测时域内的一个最优控制序列，并将第一个控制量作用于系统，

如此往复迭代，实现车辆的横向稳定跟踪控制。目前百度 Apollo的横向控制算法基

于该方法实现，有比较理想的控制效果。

6.1.2 纵向控制

车辆的纵向控制主要有：定速巡航控制、自适应巡航控制、紧急制动控制等。

6.1.2.1 定速巡航（CRUISE CONTROL SYSTEM，CCC）

定速巡航目前是一种很成熟的纵向控制技术，主要是针对高速工况。其工作原

理为巡航系统根据设定速度与轮速传感器的测量速度进行比较，并将该偏差输入到

系统的控制单元，从而计算出相对应的油门开度/喷油量/驱动力矩以达到设定的速度。

一种基于查表，将期望的加速度转化为所需的节气门开度或制动轮缸的制动压力，

并设计反馈控制器，保证车辆能够准确地跟踪期望车速的定速巡航系统得到广泛应

用。

6.1.2.2 自适应巡航（Adaptive cruise control，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拓展了传统巡航系统的功能，是一种基于传感器识别技术的的

智能巡航控制系统，可同时实现速度控制（定速巡航）和距离控制（车距控制）。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安装在车辆前部的车距传感器（雷达）持续扫描车辆前方道路，

同时轮速传感器采集车速信号。当与前车之间的距离过小时，ACC控制单元可以通

过与制动防抱死系统、发动机控制系统或电动车 VCU协调动作，使车轮适当制动，

并使发动机或电动车 VCU的输出功率下降，以使车辆与前方车辆始终保持安全距离。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在控制车辆制动时，通常会将制动减速度限制在不影响舒适的

程度，当需要更大的减速度时，ACC控制单元会发出声光信号通知驾驶者主动采取

制动操作。当与前车之间的距离增加到安全距离时，ACC控制单元控制车辆按照设

定的车速行驶。ACC系统目前主要根据使用速度区段进行分类，分为基本 ACC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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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速 ACC。基本 ACC速度工作在 30 km/h～160 km/h支持的最高速度的有限速度范

围内，全速 ACC工作在 0 km/h～160 km/h支持的最高速度的范围内。

6.1.2.3 紧急制动系统 AEB

主动刹车系统是一种防碰撞的紧急控制系统，当自车检测到一定范围内的前方

障碍物时，会主动启动自动刹车系统，以防止车辆撞击到障碍物，保证行车安全，

AEB系统以防抱死系统的功能为基础，通常基于逻辑模块对防抱死系统发送信号，

以实现防碰撞功能。

6.1.3 横纵向协同控制

单独的横向或者纵向控制目前已经不能够满足更高级别智能车的需求，尤其是

在复杂交通场景下，纵横向协调控制的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6.1.3.1 横向控制和纵向控制的分布式控制

分布式控制的结构简单，将车辆的横向控制和纵向控制考虑为两个独立的控制

系统，但与此同时，由于横纵向运动的耦合关系，导致系统的鲁棒性弱。

6.1.3.2 横纵向集成的协同控制

车辆的横纵向集成的协同控制是指将车辆的横向动力学模型和纵向动力学模型

集成在同一个控制框架下，即只有一个控制器，不同于横纵向分布式控制的方法，

集成控制能够根据道路信息协调地分配控制量，具有较强的鲁棒性。目前，MPC是

解决该问题的研究热点，而且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的研究成果，随着计算单元等硬件

性能的提升，算力的增强，MPC在这一领域将展现出更突出的优势。

6.2 控制功能局限

6.2.1 大曲率工况下，车辆动力学模型不足以表征车辆动态特性的局限

目前针对车辆的横纵向控制，一般是基于线性二自由度自行车模型进行控制器

设计，而该模型是在假设小转角条件下的一种近似模型，当跟踪的目标曲线具有大

曲率的特征，自行车模型并不适用，另外由于关键参数辨识或者状态估计出现错误，

也将会导致大的跟踪偏差，存在危险。

表 6-1 控制功能局限列表 1

控

控

潜在局限场

景

利害相

关者
环境条件 衍生场景 场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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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功

能

局

限

道路曲率大

驾驶

员、乘

客及其

他交通

参与者

高架桥行驶

高架桥有较多环形

路口，道路曲率较

大

转盘

在多路口的交叉路

段，通常会有转盘

引导车流，这种路

况曲率较大

山区的环山

路

山区的环山路类似

一个螺旋场，道路

曲率大，这种工况

下跟踪非常危险

U型车道 车道曲率过大

在车辆的横向跟踪控制中，对于道路曲率的要求很高，须满足平滑性、以及小

曲率的要求。在横向控制中，对于大曲率目标路径曲线的精准跟踪是目前亟待解决

的问题。

6.2.2 地面附着率低条件下，车辆控制局限性

冰雪路面以及雨后的路面都比较湿滑，给车辆的横向控制、纵向控制带来了挑

战，如横向控制中，低附着率的地面可能无法提供侧向力，导致横向跟踪无法收敛

到规划的路径曲线，有可能出现碰撞或者驶出车道等后果。对于纵向控制来说，附

着率低的地面无法提供足够的刹车距离，由此可能会导致车辆追尾，相撞。

表 6-2 控制功能局限列表 1

控

制

功

能

局

限

潜在局限场景 利害相关者 环境条件 场景图片

附着率低的地面

驾驶员、乘客及

其他交通参与

者

冰雪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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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路面

砂石路面

6.3 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控制功能测试需求

根据本章节 6.1所述控制方法以及 6.2对现有控制方法的局限分析，本节梳理面

向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的控制功能测试需求，用于指导智能驾驶系统控制模块控

制功能安全性测试流程和测试用例的设计。

6.3.1 针对智能驾驶系统运行设计域内部的不同场景的控制功能测试

6.3.1.1 纵向控制能力测试

本章节将基于 PID、级联 PID、MPC、模糊算法等算法的纵向控制模块视为黑

盒，通过改变车辆行驶环境，测试其对运行设计域内的各场景的适应能力，并梳理

纵向控制能力测试需求如下，但测试需求不局限于以下描述的测试内容。

表 6-3 纵向控制能力测试

序号 测试内容 备注

1

一般场景中，在系统 ODD范围内，改变道路情况，如改变道横向坡

度、纵向坡度、道路曲率等，测试控制算法对车辆纵向控制的精度、

平稳性等。

2

一般场景中，在系统 ODD范围内，改变驱动或制动系统的响应延迟

时间、驱动或制动系统的执行偏差等，测试控制算法对车辆纵向控制

的精度、平稳性等。

3
一般场景中，在系统 ODD范围内，改变道路路面情况，如改变道路

附着率等，测试控制算法对车辆纵向控制的精度、平稳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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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自车不同的运行状态，并添加侧向力干扰，

测试控制算法对车辆纵向控制的精度、平稳性等。

5 上述场景组合形成的复合场景

6.3.1.2 横向控制能力测试

本章节将基于 LQR、MPC等算法的横向控制模块视为黑盒，通过改变车辆行驶

环境，测试其对运行设计域内的各场景的适应能力，并梳理横向控制能力测试需求

如下，但测试需求不局限于以下描述的测试内容。

表 6-4 横向控制能力测试

序号 测试内容 备注

1
一般场景中，在系统 ODD范围内，改变道路情况，如改变道横向坡

度、纵向坡度、道路曲率等，测试控制算法对车辆横向控制的精度、

平稳性等。

2
一般场景中，在系统 ODD范围内，改变转向系统的响应延迟时间、

执行偏差等，测试横向控制算法对车辆横向控制的精度、平稳性等。

3
一般场景中，在系统 ODD范围内，改变驱动或制动系统的响应延迟

时间、执行偏差等，测试横向控制算法对车辆横向控制的精度、平稳

性等。

4
一般场景中，在系统 ODD范围内，改变道路路面情况，如改变道路

附着率等，测试控制算法对车辆横向控制的精度、平稳性等。

5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自车不同的运行状态，并添加侧向力干扰，

测试控制算法对车辆横向控制的精度、平稳性等。

6 上述场景组合形成的复合场景

6.3.1.3 横纵向协同控制测试

本章节将横纵向控制模块视为黑盒，通过改变车辆行驶环境，测试其对运行设

计域内的各场景的适应能力，并梳理横纵向协同控制能力测试需求如下，但测试需

求不局限于以下描述的测试内容。

表 6-5 横纵向控制能力测试

序号 测试内容 备注

1 一般场景中，在系统 ODD范围内，改变道路情况，如改变道路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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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纵向坡度等，测试横纵向协同控制算法对车辆状态控制的精度、

平稳性等。

2
一般场景中，在系统 ODD范围内，改变转向系统的响应延迟时间、

执行偏差等，测试横纵向协同控制算法对车辆状态控制的精度、平稳

性等。

3
一般场景中，在系统 ODD范围内，改变驱动或制动系统的响应延迟

时间、执行偏差等，测试横纵向协同控制算法对车辆状态控制的精度、

平稳性等。

4
一般场景中，在系统 ODD范围内，改变道路路面情况，如改变道路

附着率等，测试横纵向协同控制算法对车辆状态控制的精度、平稳性

等。

5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自车不同的运行状态，并添加纵向或侧向

力干扰，测试横纵向协同控制算法对车辆状态控制的精度、平稳性等。

6 上述场景组合形成的复合场景

6.3.2 针对智能驾驶系统运行设计域边界的不同场景的控制功能测试

运行设计域边界的控制功能测试主要用于测试智能驾驶系统在运行设计域边界

场景中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同时可为系统设计人员修改或完善系统方案等活动提供

参考。

6.3.2.1 运行设计域边界的不同场景的纵向控制能力测试

本章节通过设置系统 ODD 边界场景，测试车辆纵向运动控制算法对运行设计

域边界各场景的适应能力，并梳理纵向控制能力测试需求如下，但测试需求不局限

于以下描述的测试内容。

表 6-6 运行设计域边界的不同场景的纵向控制能力测试

序号 测试内容 备注

1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允许的极限道路情况，如最大道路横向坡

度、最大纵向坡度、最大道路曲率等，测试控制算法对车辆纵向控制

的精度、平稳性等。

2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驱动或制动系统的最大响应延迟时间、驱

动或制动系统的最大执行偏差等，测试控制算法对车辆纵向控制的精

度、平稳性等。

3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极限道路路面情况，如设最小道路附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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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测试控制算法对车辆纵向控制的精度、平稳性等。

4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不同的力干扰，如添加允许的最大侧向力

干扰，测试控制算法对车辆纵向控制的精度、平稳性等。

5 上述场景组合形成的复合场景

6.3.2.2 运行设计域边界的不同场景的横向控制能力测试

本章节通过设置系统 ODD 边界场景，测试车辆横向运动控制算法对运行设计

域边界各场景的适应能力，并梳理横向控制能力测试需求如下，但测试需求不局限

于以下描述的测试内容。

表 6-7 运行设计域边界的不同场景的横向控制能力测试

序号 测试内容 备注

1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允许的极限道路情况，如最大道路横向坡

度、最大纵向坡度、最大道路曲率等，测试控制算法对车辆横向控制

的精度、平稳性等。

2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转向系统的最大响应延迟时间、最大执行

偏差等，测试横向控制算法对车辆横向控制的精度、平稳性等。

3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驱动或制动系统的最大响应延迟时间、最

大执行偏差等，测试横向控制算法对车辆横向控制的精度、平稳性等。

4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道路路面极限情况，如设置最小道路附着

率等，测试控制算法对车辆横向控制的精度、平稳性等。

5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不同的力干扰，如添加允许的最大侧向力

干扰，测试控制算法对车辆横向控制的精度、平稳性等。

6 上述场景组合形成的复合场景

6.3.2.3 运行设计域边界的不同场景的横纵向协同控制测试

本章节通过设置系统 ODD 边界场景，测试车辆横纵向协同控制算法对运行设

计域边界各场景的适应能力，并梳理横纵向协同控制能力测试需求如下，但测试需

求不局限于以下描述的测试内容。

表 6-8运行设计域边界的不同场景的横纵向协同控制能力测试

序号 测试内容 备注

1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允许的极限道路情况，如设置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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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道路横向坡度、最大纵向坡度等，测试横纵向协同控制算法对车

辆状态控制的精度、平稳性等。

2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转向系统的最大响应延迟时间、最大

执行偏差等，测试横纵向协同控制算法对车辆状态控制的精度、平稳

性等。

3 在系统ODD范围内，设置驱动或制动系统的最大响应延迟时间、

最大执行偏差等，测试横纵向协同控制算法对车辆状态控制的精度、

平稳性等。

4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极限道路路面情况，如设置允许的最

小道路附着率等，测试横纵向协同控制算法对车辆状态控制的精度、

平稳性等。

5 在系统 ODD范围内，设置自车不同的运行状态，并添加允许的

最大纵向或侧向力干扰，测试横纵向协同控制算法对车辆状态控制的

精度、平稳性等。

6 上述场景组合形成的复合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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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库初步建设

随着自动驾驶等级的提高，以及上述智能驾驶设备功能局限、算法缺陷、人员

误用等问题的梳理，传统汽车的测试工具或测试方法已不能满足自动驾驶汽车测试

的需求，为实现智能驾驶系统或相关产品的安全性，需要添加新的测试内容以及应

用新的相关技术，因此本章对用于测试的关键内容之一——场景库进行分析与研究。

7.1 面向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库的意义

基于场景的虚拟测试方法虽然不能解决产品开发与测试全部问题，但可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测试效率、降低测试成本，短期发现产品缺陷，辅助设计人员提出完善

方案，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提高产品安全性，降低产品开发成本。

因此，本章节针对上述章节智能驾驶系统现有局限或不足等问题，对面向智能

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的通用场景框架及其架构进行初步设计，用户或测试人员可

基于该通用场景框架与架构，综合具体测试需求，生成具体的预期功能安全测试仿

真场景，并使测试人员通过大规模仿真与测试，将预期功能安全的 Unknown-Unsafe

区域缩小，使之成为 Known-Unsafe 或 Known-Safe。

7.2 面向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需求的场景分析

根据本报告第 2~6章，各功能模块功能局限，分析 SOTIF 场景需满足的测试需

求，依据测试需求，梳理 SOTIF场景需具有的功能及需包含的元素。

7.2.1 感知功能测试需求

7.2.1.1 行人感知

7.2.1.1.1 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的一般行人感知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信息延迟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

雷达等对不同运动速度、不同运动方向、不同距离、不同体型、不同颜色行人的状

态感知。

注：不同环境指，智能驾驶系统或产品运行设计域 ODD内所包含的所有环境，

如不同天气、温度、湿度、光照强度、光照角度、不同程度的降雨、不同程度的降

雪、不同程度的雾或霾、环境中存在的电磁波或机械波等。

注：不同道路指，智能驾驶系统或产品运行设计域 ODD内所包含的所有道路，

如不同曲率或形状的城市道路、不同曲率或形状的高速道路、不同曲率或形状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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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道路、不同曲率或形状的停车场等，包含交通设施，如交通灯、交通指示标志、

交通引导线、因事故或维修而搁置的临时障碍等，也包含道路上的交通参与者，如

行人、车辆、动物、其他移动物体等。

注：信息延迟指：①传感器设备信息延迟，如相机信息延迟、毫米波雷达信息

延迟、激光雷达信息延迟；②定位信息延迟；③感知结果延迟，如对物体类型、状

态等信息的延迟等。

7.2.1.1.2 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的特殊姿态行人感知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信息延迟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

雷达等对弯腰、半蹲、深蹲、躺卧等姿态行人的状态感知，如是否感知或识别，及

感知与识别后的类型、位置等状态。

7.2.1.1.3 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的特殊外形的行人感知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信息延迟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

雷达等对携带物体，如行李箱、手提包、食物、雨伞、货箱等行人的状态感知

7.2.1.2 周围车辆感知

7.2.1.2.1 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的一般车辆感知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信息延迟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

雷达等对不同运动速度、不同运动方向、不同距离、不同体积、不同轮廓或尺寸、

不同颜色车辆的感知，感知结果可以包括：车辆的大小、类型、位置、移动速度、

移动方向等。

7.2.1.2.2 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的特殊姿态车辆感知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信息延迟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

雷达等对侧倾、仰卧或因交通事故侧翻或倒置等姿态车辆的感知。

7.2.1.2.3 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的特殊外形车辆感知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信息延迟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

雷达等对因装载物导致外轮廓发生实质变化的车辆的状态感知，如后备箱搁置自行

车等物体导致后备箱打开的车辆、因货物导致外轮廓变化的皮卡车、因交通事故碰

撞变形的车辆、运输大体型动物或者植物等导致车辆外部轮廓线发生变化的车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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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4 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的特殊交通工具的感知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信息延迟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

雷达等对自行车、电瓶车、三轮车、摩托车、拖拉机等特殊交通工具的感知。

7.2.1.3 道路交通标线的感知

7.2.1.3.1 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的一般车道线感知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信息延时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等对车道边

界实线、车道边界虚线、交通指示线等的感知。以及感知系统的错误检测，如将车

辙线、道路接缝错误检测为道路标识线。

7.2.1.3.2 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的磨损或被遮掩车道线感知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信息延时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等对部分被

油污、积水、冰雪等覆盖或不同程度磨损的车道线的感知。

7.2.1.4 道路交通标志的感知

7.2.1.4.1 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的交通灯状态的感知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传感器信息延时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等对

周围环境交通信号灯位置及状态的感知。

7.2.1.4.2 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的交通指示标志的感知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信息延时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等对限速标

志、限重标志、禁行标志等的识别。

7.2.1.4.3 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的交通实物的感知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信息延时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等对减速带、

锥形桶、水马、警示柱、限高杆等的识别。

7.2.1.5 其他物体感知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信息延时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

雷达等对动物、散落物等的感知。

7.2.2 定位功能测试需求

目前暂不对绝对定位功能进行虚拟测试，可先对相对定位进行测试，比如 LKA

系统的自车与车道相对定位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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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1 相对定位功能测试

7.2.2.1.1 基于车道线检测的车与道路相对定位测试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信息延时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等对自车与

车道线的相对位置定位。

7.2.2.1.2 基于相机、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的车-车、车-人、车-其他交通参与

者等相对位置定位测试

不同环境中、不同道路上、信息延时情况下，基于相机或激光雷达或毫米波雷

达等对自车与其他交通参与者，如周车、非机动车、行人、其他物体的相对位置定

位。

7.2.3 决策功能测试需求

7.2.3.1 智能驾驶系统正常状态下的决策功能测试

一般环境中，一般道路上，感知功能、定位功能、执行功能、通信功能、人机

交互功能、车辆行驶状态等正常时，智能驾驶系统决策功能的测试。

紧急情况下，如前方车辆突然并线、前方车辆突然制动、前方突然出现非机动

车、行人或其他物体、车道变少、前方临时施工等，感知功能、定位功能、执行功

能、通信功能、人机交互功能、车辆行驶状态等正常状态时，智能驾驶系统决策功

能的测试。

7.2.3.2 智能驾驶系统异常状态下的决策功能测试

一般环境中，或特殊道路上，感知功能、或定位功能、或执行功能、或通信功

能、车辆运动状态、人机交互系统等异常时，智能驾驶系统决策功能的测试。

紧急环境中，如前方车辆突然并线、前方车辆突然制动、前方突然出现非机动

车、行人或其他物体、车道变少、前方临时施工等，感知功能、定位功能、执行功

能、通信功能、人机交互功能、车辆行驶状态等异常状态时，智能驾驶系统决策功

能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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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人机交互功能测试需求

7.2.4.1 车内人机交互功能测试 iHMI

7.2.4.1.1 驾驶员正常状态时车内人机交互功能测试 iHMI

（1）一般环境中，驾驶员正常状态时的人机交互功能测试。

（2）感知功能不足、或决策功能不足、或控制功能不足、或执行功能不足、或

通信功能不足、或车辆状态异常等紧急工况下，驾驶员正常状态时的人机交互功能

测试。

7.2.4.1.2 驾驶员异常状态时车内人机交互功能测试 iHMI

（1）一般环境中，驾驶员异常状态时的人机交互功能测试。

（2）感知功能不足、或决策功能不足、或控制功能不足、或执行功能不足、或

通信功能不足等的紧急工况下，驾驶员异常状态时的人机交互功能测试。

7.2.4.2 车外人机交互功能测试 eHMI

（1）一般环境中，驾驶系统状态正常时，与外界车辆及行人等的交互功能测试。

（2）智能驾驶系统状态异常时，与外界车辆、行人等的交互功能测试。

7.2.5 控制功能测试需求

（1）不同环境、不同道路上，车辆运动状态正常时，智能驾驶系统对车辆控制

功能的测试。

（2）不同环境、不同道路上，车辆运动状态异常时，智能驾驶系统对车辆控制

功能的测试。

7.2.6 执行功能测试需求

（1）一般环境、普通道路上，其他功能正常，执行延迟或执行不足对车辆安全

行驶的影响。

（2）如事故多发路段、或事故多发时间段等危险环境、或特殊道路上，其他功

能正常，执行延迟或执行不足对车辆安全行驶的影响。

注：执行延迟包含但不局限于：转向控制延迟、制动延迟、加速延迟等；

注：执行不足包含但不局限于：实际转向控制力矩相比期望转向力矩过小或过

大；实际转向角度相比期望转向角度过小或过大；实际转向角加速度相比期望转向

角加速度过小或过大；实际制动力相比期望制动力过小或过大；实际制动减速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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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期望制动减速度过小或过大；实际速度相比期望速度过小或过大；实际加速度相

比期望加速度过大或过小等。

7.2.7 综合测试需求

对章节 7.1.1~7.1.6所述情形的组合测试。

7.3 面向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的设计

7.3.1 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框架

德国 Pegasus项目的场景分类体系将场景分为 6层，如下图所示：

Level 1：道路，包含道路几何和拓扑结构；

Level 2：交通设施，包含施工障碍、交通标识、交通诱导；

Level 3：短暂的变化，包括施工现场几何或拓扑结构的临时覆盖；

Level 4：目标物体，动态、可移动、交互、操作；

Level 5：环境条件，如天气、光照等，对其它的层次有影响；

Level 6：信息层，如 V2X信息、高精地图等；

图 7-1 Pegasus场景表述

基于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对 SOTIF场景的需求，并参考 Pegasus项目提出的场景

框架，设计智能驾驶车辆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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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智能驾驶 SOTIF场景框架

分层 名称 内容 备注

Layer 7 自车状态

包含：移动平台（车）；车载设备，如感知设备、

定位设备、计算设备、通信设备等；车载人员，如

驾驶员、乘客、动物等

Layer 6 通信信息
包含车-车、车-路、车-人、车-云、车-网等之间的

通信信息；智慧道路路侧设备发出的信息等

Layer 5 气候环境 天气状态、光照、温度、湿度、电磁波、机械波等

Layer 4 交通参与者 与交通相关的车辆、行人、动物、其他移动物体等

Layer 3
道路和设施

临时改变

因施工、交通事故引起而设置的交通提示设备；因

天气等因素导致的路面积水、积雪、覆冰、油污等

Layer 2 交通设施

道路基础设施，如交通灯、路灯、指示牌、引导线

等；智慧交通设施：如交通状况提示设备、路侧监

控设备、路侧信息收集或发送设备等

Layer 1 道路 道路几何、拓扑关系、表面材质、道路等级等信息

图 7-2 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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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 道路

7.3.1.1.1 道路几何

道路几何设计是道路的外形设计，以保证行车安全、迅速、经济和舒适，同时

满足道路与环境协调和美观的要求。

道路几何设计结构是根据不同国家道路建设的道路技术标准来定义的。中国道

路几何的主要设计要素包括道路平面设计、纵断面设计、横断面设计、道路平面交

叉口设计、立体交叉口设计以及城市道路公交设施和排水设计，其中具体要素设计

分类可查看我国现行的《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J011-94),《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J01-88)1995年版和《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

7.3.1.1.2 道路等级

公路根据交通特性及控制干扰的能力分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

级公路及四级公路五个技术等级。城市道路可划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

支路。

7.3.1.1.3 道路表面

路面是用坚硬材料铺筑与路基上供汽车直接行驶的层状结构物。根据路面的力

学特性，可把路面分为沥青路面、水泥路面与其他路面，按其使用品质、材料组成

和结构强度可有高级、次高级、中级、低级之分。

各级路面所具有的面层类型及其所使用的公路等级如下：

表 7-2 道路表面等级及划分

公路等级 采用的路面等级 面层类型

高速，一、二级公路 高级路面
沥青混凝土

水泥混凝土

二、三级公路 次高级路面

沥青灌入式

沥青碎石

沥青表面处理

四级公路 中级路面

碎、砾石（泥结或级配）

半整齐石块

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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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公路 低级路面
粒料加固土

其他当地材料加固或改善土

7.3.1.1.4 道路标线

道路交通标线是由标划于路面上的各种线条、箭头、文字、立面标记、突起路

标和轮廓标等所构成的交通安全设施。它的作用是管制和引导交通。可以与标志配

合使用，也可单独使用。

（1）道路交通标线按设置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类：

a） 纵向标线 沿道路行车方向设置的标线；

b） 横向标线 与道路行车方向成角度设置的标线；

c） 其他标线 字符标记或其他形式标线。

（2）道路交通标线按功能可分为以下三类：

a） 指示标线 指示车行道、行车方向、路面边缘、人行道等设施的标线。

b） 禁止标线 告示道路交通的遵行、禁止、限制等特殊规定，车辆驾驶人及

行人需严格遵守的标线。

c） 警告标线 促使车辆驾驶人及行人了解道路上的特殊情况，提高警觉，准

备防范应变措施的标线。

（3）道路交通标线按型态可分为以下四类：

a） 线条 标划于路面、缘石或立面上的实线或虚线。

b） 字符标记 标划于路面上的文字、数字及各种图形符号。

c） 突起路标 安装于路面上用于标示车道分界、边缘、分合流、弯道、危险

路段、路宽变化、路面障碍物位置的反光或不反光体。

d） 路边丝轮廓标 安装于道路两侧，用以指示道路的方向、车行道边界轮廓

的反光柱（或片）。

（4）道路交通标线的标划区分如下：

a） 白色虚线 划于路段中时，用以分隔同向行驶的交通流或作为行车安全距

离识别线；划于路口时，用以引导车辆行进。

b） 白色实线 划于路段中时，用以分隔同向行驶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或指

示车行道的边缘；设于路口时，可用作导向车道线或停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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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黄色虚线 划于路段中时，用以分隔对向行驶的交通流。划于路侧或缘石

上时，用以禁止车辆长时在路边停放。

d） 黄色实线 划于路段中时，用以分隔对向行驶的交通流；划于路侧或缘石

上时，用以禁止车辆长时或临时在路边停放。

e） 双白虚线 划于路口时，作为减速让行线；设于路段中时，作为行车方向

随时间改变之可变车道线。

f） 双黄实线 划于路段中时，用以分隔对向行驶的交通流。

g） 黄色虚实线 划于路段中时，用以分隔对向行驶的交通流。黄色实线一侧

禁止车辆超车、跨越或回转，黄色虚线一侧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准许车辆超车、

跨越或回转。

h） 双白实线 划于路口时，作为停车让行线。

7.3.1.2 交通设施

7.3.1.2.1 基础交通设施

(1) 交通灯

包含交叉路口交通通行指示灯，特殊路口禁止通行指示灯等。

(2) 指示牌

包含限速、限高、限重指示牌，禁止鸣笛、禁止停车等指示牌。

(3) 栅栏

(4) 减速带

(5) 防护栏

(6) 安全岛

(7) 公交站

(8) 环形岛

(9) ……

7.3.1.2.2 智慧交通设施

7.3.1.2.2.1 交通状况信息板

交通状况信息板包含：用于交通通行状态显示的信息提示板、用于公交车到站

提示的信息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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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2.2.2 路侧监视系统

路侧监视系统包含但不局限于：用于道路状态监测的传感器如相机、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达等；用于信息处理的路侧计算设备或单元等；用于交通信息提示的设备，

如显示屏、声音或语音提示设备等；用于超视距或盲区显示的路侧信息收集、处理、

显示等设备。

7.3.1.3 道路临时改变

7.3.1.3.1 标准交通事件导致的道路临时改变

标准交通事件导致的道路临时改变包含但不局限于：因道路维修、施工等引起

的道路变化；因搁置标准交通标志或设施导致的道路临时改变

7.3.1.3.2 非标准交通事件导致的道路临时改变

非标准交通事件导致的道路临时改变包含但不局限于：因路面积水、覆雪、覆

冰、油污、涂鸦等导致的道路临时改变；因周围物体如树木、电线杆等倾斜或橫倒

导致的道路临时改变等。

7.3.1.4 交通参与者

7.3.1.4.1 车辆

车辆包含但不局限于：普通车辆，如公交车、汽车、自行车、电动车等；特殊

功能车辆，如警车、消防车、急救车、罐车等；具备地域特色的特殊车辆；具有特

殊姿态的车辆，比如倾斜、侧翻、仰卧等车辆；特殊外形车辆，如因载货、或载物

等导致外形发生变化的车辆。

7.3.1.4.2 行人

行人包含但不局限于：普通行人；因携带物体而导致表面发生变化的行人；非

正常的行人，如穿特殊服装导致外形发生变化、跌倒、佝偻、残疾等的行人等。

7.3.1.4.3 动物

包含普通动物，同时包含具有地域特色的动物。

7.3.1.4.4 其他移动物体

包含道路清洁机器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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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5 环境

(1) 温度

(2) 湿度

(3) 光照

(4) 电磁波

(5) 机械波

(6) 风速

(7) 降雨量/降雪量

(8) 雾/霾

(9) ……

7.3.1.6 信息

7.3.1.6.1 V2X信息

V2X信息包含但不局限于：V-V车对车发出的通信信息；V-P车对人发出的通

信信息；V-I车对道路通信信息；V-N车对网络发送的信息；V-C车对云端发送的信

息等

7.3.1.6.2 智慧道路信息

智慧道路信息包含但不局限于：路侧感知设备获取的信息，如路侧相机获取的

道路图像信息，激光雷达获取的点云信息等；路侧处理设备输出的信息，如路侧处

理单元得到的行人信息、车辆信息等；路侧交通辅助设备输出的信息，如当前风速

信息、道路湿滑提示信息、行驶速度建议信息、感知盲区有行人通过、陡坡、连续

急弯、落石、动物出没的提示信息等。

7.3.1.7 智能驾驶车辆

7.3.1.7.1 移动平台（车辆）

移动平台即车辆或特殊移动平台，包含所有用于传统车辆实现驾驶功能的系统、

设备及部件，包含：车身、驱动系统、传动系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悬挂系统、

轮胎等。

车身包含但不局限于：车门、车窗、车灯（如转向灯、远光灯、近光灯等）、

喇叭、雨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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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系统包含但不局限于：发动机、油门踏板，油门踏板开度传感器等。

传动系统包含但不局限于：离合器、传动轴、变速器等。

制动系统包含但不局限于：控制器、制动回路、制动踏板、制动踏板开度传感

器等。

转向系统包含但不局限于：转向盘，转向柱，转向电机、控制器、转向传感器

等。

悬挂系统包含但不局限于：悬挂弹簧、减震器等。

轮胎包含：轮胎、轮辋、轮速传感器、胎压传感器等。

7.3.1.7.2 车载设备

7.3.1.7.2.1 感知设备

感知设备包含但不局限于：车载相机、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超声传感器等。

相机可有：单目相机、双目相机、环视相机、夜视相机、红外相机等。

7.3.1.7.2.2 定位设备

定位设备包含但不局限于：全球定位系统 GPS、实现与 GPS 组合定位的 IMU

等设备。

7.3.1.7.2.3 通信设备

通信设备包含但不局限于：V2X、OBU、T-BOX等设备。

7.3.1.7.2.4 计算设备

计算设备包含但不局限于：车载计算平台、工业控制计算机等。

7.3.1.7.3 车内人员

7.3.1.7.3.1 驾驶员

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受外界实时交通状态影响，同时也受自身

特性影响，如驾驶员性格、驾驶水平、疲劳状态、情绪等。因此车内驾驶员信息包

括但不局限于：驾驶员的属性，如性别、年龄、驾驶技术水平、驾驶风格等；驾驶

员的操作输入，即对驾驶员操作产生影响的因素，如交通规则、交通指示灯的状态、

交通标志、周围物体运动状态、智能驾驶系统通过人机交互设备发出的信息、车辆

运动状态、车辆各系统或设备工作状态等；驾驶员的操作输出，包含但不局限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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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控制输出、制动控制输出、驱动控制输出、雨刷操作输出、车灯操作输出、喇叭

操作输出、针对人机交互系统的输出。

注：针对 L5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或园区无人货物运输或配送车辆的预期功能安

全场景，可将本小节进行裁剪，得到适用的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

7.3.1.7.3.2 乘客

车内乘客包含但不局限于：乘客属性，如性别、年龄、体重等；操作输出，如

对车门的操作等。

注：针对货物运输或配送车辆的预期功能安全场景，可将本小节进行裁剪，得

到适用的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

7.3.1.7.3.3 其他物体

其他物体包含但不局限于：携带物、动物、婴儿等。

7.3.1.8 参考标准简述 0F0F

1

7.3.1.8.1 OpenDrive

OpenDRIVE是MSC 2006年起发布的开源和用于仿真的高精地图级的道路模型

标准，标准定义了静态场景的描述方法，用来描述复杂路网的逻辑关系和宏观特性。

OpenDRIVE 采用了应用较广泛的 XML格式语法，在符合 XML 格式基本框架的前

提下，Open-DRIVE 标准对需要描述的地图、道路以及建筑物等进行了定义，用户

可对于该节点进行扩充。道路信息描述，主要包含参考线、车道线、道路横向与纵

向坡度、侧面形状、路网的联结与路口信息、相邻车道信息、路面信息和铁路信息

等大类以及更多的多级子类信息。

7.3.1.8.2 OpenCRG（Open Curved Regular Grid）

Open Curved Regular Grid（简称 OpenCRG），2008年起发布的用于描述道路路

面微观特性和不平度的开源数据格式，专注道路表面的物理特性描述，广泛应用于

解决或研究轮胎和地面接触时的力学相关问题。OpenCRG允许在仿真软件中对道路

路面进行真实 3D渲染，包括路面的摩擦系数和灰度等信息。OpenCRG通过弯曲的

1 https://www.cnblogs.com/butterflybay/p/12825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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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状分割，实现对道路的高精度描述，同时，OpenCRG支持与 OpenDRIVE 格式

静态场景和动力学模型的交互。

7.3.1.8.3 OpenScenario

OpenSCENARIO标准定义的内容主要覆盖动态场景描述，包括主车的位置与速

度等信息，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信息。目前，OpenSCENARIO主要发布了 V1.0和

V2.0 Concept两个版本。V1.0中，动态场景信息被描述于 XML 格式的数据中。该

版本定义了“事件板”式的动态场景信息描述方式，包括故事、活动、顺序、动作、

事件和行动六个环节，而车辆速度、位置、加速度等一系列主要信息将被分类写入

基于 XML格式的“事件板”中。在 OpenSCENARIO V2.0中，逻辑场景的概念被广泛

应用。所有输入的动态场景被整理成一系列不可再分的基本动作，如循线行驶、加

速、减速等；再通过组合各基本动作，形成较复杂的逻辑场景，如左侧超车，右前

方车辆并线等。这些基本逻辑场景仅对场景中的动作进行归纳和分类，使用者需结

合实际情况将原始数据填入对应动作条目内。OpenSCENARIO V2.0使海量数据的

标准化处理成为可能，有利于将采集得到的原始数据转换成标准化、有逻辑、易归

纳的动态场景文件。两版标准计划于 2022年实现版本合并。

7.3.1.8.4 OSI(Open Simulation Interface)

随着自动化驱动功能复杂性的迅速增加，对测试和开发方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虚拟环境中测试提供了完全可控和可重复的环境条件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OSI

定义了通用接口，以确保单个组件(环境模拟、传感器模型、逻辑模型和功能)的模

块化、可集成性和互换性。

在 OSI的传感器相关仿真交互界面中，主要包括基于所要呈现场景的真实信息

和相应传感器中所呈现的信息两部分内容。此外，OSI标准还将添加车辆动力学模

型相关接口内容，并解决传感器数据传输问题和 OSI与其他 OpenX系列标准的交互

问题。

7.3.1.8.5 OpenLabel

OpenLABEL 标准主要关注数据标注相关问题。目前该项目刚启动，拟关注的

内容包括如何将相应的数据标签分配给已采集的原始数据，如何为带有目标物标签

的场景文件标注标签，如何为逻辑场景标注标签等。据了解，该项目组的工作将从

https://opensimulationinterface.github.io/osi-documentation/open-simulation-interface/READ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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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与目标物的区别、目标标注、场景标注等方面加以分工，深入研究标注方法和

标注格式。

7.3.1.9 第 1层—道路描述

可参考 OpenDrive 或其他标准，对定义道路格式或对道路进行描述，可参考

OpenCRG对道路表面材质及相关特性进行描述。

7.3.1.10 第 2层—交通设施描述

基本道路交通设施元素，可参考 OpenDrive 或其他标准，对交通设施进行定义

或描述，可根据区域特性，添加适当的交通设施或修改交通设施的属性、特性等参

数。

智慧道路交通设施元素，可参考 OSI或其他标准，对智慧交通设施进行定义或

描述。

7.3.1.11 第 3层—临时改变描述

可参考 OpenDrive或其他标准，对交通设施进行定义或描述，可根据区域特性，

添加适当的物体表述道路临时改变，比如寒冷地区道路表面的积雪、湿热地区道路

表面的积水、阔叶林带道路表面的堆积落叶、带有区域文化色彩的路面涂鸦等。

7.3.1.12 第 4层—交通参与者描述

可参考 OpenScenario或其他标准，对交通参与者，如行人、车辆、动物等物体

进行定义或描述，可根据区域差异性，添加适当的交通参与物，如特殊载人或载物

的运载设备、区域性动物等。

7.3.1.13 第 5层—环境描述

可参考天气、温度、湿度、光照、电磁波、机械波等相关标准，对环境进行量

化定义或表示。

7.3.1.14 第 6层—信息描述

可参考 OSI与 OpenLable或其他标准，定义或描述场景中的所有信息，包含但

不局限于：

（1）智能驾驶车辆对外发布的信息，如 V2V、V2I、V2C、V2N、V2P等；

（2）路侧设备收集及对外发布的信息，如传感信息、感知结果信息、交通提示

或引导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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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状态信息，如交通灯状态等；

（4）智能交通云控平台或云服务平台等，通过网络发出的交通控制或交通引导

信息等。

7.3.1.15 第 7层—智能驾驶描述

可参考车辆工程等相关领域、车辆相关标准等，对车辆或运载平台进行定义或

描述。

可参考 OSI或其他标准，对车载设备进行定义或描述。

可参考人因工程学等相关领域理论、HMI相关标准等，对驾驶员与机器交互行

为进行定义或描述。

7.4 面向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的实现

可以采用多个维度对智能驾驶功能测试的场景进行分类，本节按照场景的抽象

程度、测试的功能类别以及智能驾驶水平三个维度，对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

场景的分类进行描述。

7.4.1 按照抽象程度分类的场景

可以将场景划分为三个抽象级别：功能场景（Functional scenarios）、逻辑场景

（Logical scenarios）和具体场景（Concrete scenarios）：

7.4.1.1 功能场景

功能场景是场景表述的最抽象级别，是通过语义描述的操作场景，通过语言场

景符号来描述域内的实体以及实体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制定一个术语表，这个术语

表包括不同实体的术语和这些实体的关系短语。为了生成一致的功能场景，术语表

的所有术语必须是明确的，其来源可以是实际的标准和法规，如道路交通规则。功

能场景的详细程度取决于实际的开发阶段和正在开发的项目。

7.4.1.2 逻辑场景

逻辑场景以状态空间呈现操作场景。通过定义状态空间内变量的参数范围，可

以表达实体特征和实体间的关系。参数范围可以选择用概率分布来确定。此外，不

同参数的关系可以通过相关性或数值条件来确定。逻辑场景应包含该场景的形式标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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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3 具体场景

具体场景以状态空间详细描述了操作场景。通过确定状态空间中每个参数的具

体值来明确描述实体和实体间的关系。对于每一个具有连续取值范围的逻辑场景，

都可以派生出任意数量的具体场景。为保证生成具体场景的效率，应选择有代表性

的离散值进行组合。必须强调的是，只有具体场景可以直接转化为测试用例。要将

具体场景转换成测试用例，需要增加被测对象的预期行为表现，以及对相关测试设

施的需求。而被测对象的预期行为则可以从操作场景、逻辑场景或项目定义中导出。

图 7-3 功能场景和逻辑场景表述

7.4.2 按照功能类别分类的场景

7.4.2.1 感知功能局限下的智能车辆安全驾驶能力测试场景

当感知设备选型、参数以及感知算法确定后，通过改变场景中的道路因素或环

境因素，测试感知功能局限下的智能车辆安全驾驶能力。

如改变环境中的光照、降雨量、降雪量，或改变物体表面材质或颜色，测试不

同场景下，基于相机进行周围环境感知的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驾驶能力，或安全机

制的有效性。

如改变道路临时改变层的油污、积雪、积水等，测试不同场景下，基于相机进

行车道线检测的如车道保持系统等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驾驶能力，或安全机制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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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改变物体层的物体表面特征、运动状态等，测试不同场景下，基于相机环境

感知的智能驾驶系统对外界环境的感知能力，以及检测到感知能力不足时采取的安

全机制。

如改变环境中的光照、降雨量、降雪量，或改变物体表面材质或颜色，测试不

同场景下，基于激光雷达进行感知的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驾驶能力，或安全机制的

有效性。

如改变环境中的电磁强度、或改变物体表面材质，测试不同场景下，基于毫米

波雷达进行感知的智能驾驶系统，如 ACC系统的安全驾驶能力，或安全机制的有效

性。

如改变环境中机械波的强度或传播方向，测试不同场景下，基于超声传感器件

进行周围物体感知或避撞的智能驾驶系统，如辅助泊车系统的安全驾驶能力，或安

全机制的有效性。

7.4.2.2 定位功能局限下的智能车辆安全驾驶能力测试场景

改变定位设备输出结果误差或定位结果的不确定性，测试不同仿真场景下，智

能驾驶车辆的安全驾驶能力或安全机制的有效性。

如改变 GPS 设备，或 IMU设备仿真模型输出结果的误差，测试高速、城市道

路、乡村道路等道路条件下的 L3级、L4级、L5级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驾驶能力，

或其安全机制的有效性。

7.4.2.3 通信功能局限下的智能车辆安全驾驶能力测试场景

改变仿真环境中定位设备仿真模型的信息通信延迟时间、丢包率等参数，测试

不同环境、不同工况下，智能驾驶车辆安全驾驶能力或其安全机制的有效性。

7.4.2.4 决策算法不足时的智能车辆安全驾驶能力测试场景

通过改变交通参与者运动状态、交通灯状态等因素，测试智能驾驶系统的决策

功能对不同交通状态或周围环境的适应性。

如改变仿真环境中车辆的运动状态或交通行为，如强制并道、抢行、突然制动

等，形成紧急情形，测试智能驾驶系统决策功能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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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5 人机交互功能局限下的智能车辆安全驾驶能力测试场景

通过人在环仿真技术或虚拟环境中的驾驶员模型等，实施驾驶员错误操作、延

迟操作、不能操作等输入行为，测试人机交互功能局限下智能驾驶车辆的安全驾驶

能力，或针对人机交互功能局限的安全机制的有效性。

通过虚拟环境中的行人与车辆模型等，模拟行人或车辆不理解或忽视人机交互

系统与外界的交互信息，测试车外人机交互功能局限下智能驾驶车辆的安全驾驶能

力，或针对车外人机交互功能局限的安全机制的有效性

7.4.2.6 控制算法局限下的智能车辆安全驾驶能力测试场景

通过改变车辆状态、道路状态等因素，测试智能驾驶系统控制算法的鲁棒性与

自适应性。

如改变道路坡度、附着系数等参数，测试智能驾驶系统控制算法对道路环境变

化的适应性和鲁棒性。

7.4.2.7 执行功能局限下的智能车辆安全驾驶能力测试场景

通过改变车辆转向执行参数、驱动执行参数、制动执行参数等，测试执行能力

局限下，智能驾驶系统的安全驾驶能力，或相应的安全机制的有效性。

如改变转向电机的响应延迟时间、转向角度的执行偏差、驱动响应延迟时间、

驱动执行偏差等，测试执行功能局限下智能驾驶系统安全驾驶能力，或相应的安全

机制的有效性。

7.4.2.8 面向预期功能安全的智能车辆集成功能测试场景

采用概率触发或事件触发的方式，对上述 7.4.2.1~7.4.2.7中的测试进行组合测试。

7.4.3 按照智能等级分类的场景

7.4.3.1 L0级辅助驾驶系统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

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各层元素的状态、输入、输出信息等，产生系统 ODD

范围内与范围边缘的测试场景，测试 L0级辅助驾驶系统预期功能安全驾驶能力、对

应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以及系统实际 OD范围。

如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1层参数，采用不同曲率的道路，测试车道偏

离预警系统 LDWS 功能；或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3层，采用油污、树叶、

积雪、雨水等对车道线进行不同程度的遮挡，测试 LDWS的预警功能；或通过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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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4层，使车辆或其他交通参与者部分遮挡或覆盖车道线，测试

LDWS的预警功能；或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5层，设计不同天气状态、不同光

照、不同降雨/降雪、不同程度的雾/霾，测试感知功能局限下的 LDSW的功能或明

确该系统的量化的使用范围边界；或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7层驾驶员的转

向输入，测试 LDWS 人机交互功能等；或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7层车载设

备信息的延迟等参数，测试 LDWS的车道偏离预警能力及安全机制的有效性等；或

对场景各层的参数进行组合设置与测试，分析 LDWS 系统对不同场景的适应能力。

如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4层交通参与者参数，设置交通参与者不同的

交通行为，形成车辆的突然并道、行人突然从角落冲出、前车突然制动等紧急场景，

测试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AEB的紧急避撞功能；如设置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4层其他

移动物体的参数，如道路上方临时飞行或飘落物的体积、材质、运动速度等参数，

测试 AEB系统错误制动的概率及相关安全机制的有效性。

其他 L0级辅助驾驶系统，可采用上述方式，通过改变场景各层元素或参数，设

计并生成测试场景，对其功能的安全性、安全机制的有效性、系统的量化使用边界

进行测试与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7.4.3.2 L1级辅助驾驶系统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

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各层元素的状态、输入、输出信息等，测试 L1级辅助驾

驶系统预期功能安全驾驶能力、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以及系统实际 OD范围。

如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1层参数，采用不同曲率或坡度的道路，测试

自适应巡航系统 ACC的功能；或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4层，使车辆或其他

交通参与者驶入被测车辆所在车道，测试 ACC的安全行驶功能；或改变预期功能安

全场景第 5层，设计不同降雨、周围环境不同电磁干扰的情况，测试 ACC的功能或

明确该系统的量化的使用范围边界；或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7层驾驶员的

转向输入，测试 ACC人机交互功能等；或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7层车载传感器

信息的延迟参数、或驱动系统驱动能力不足或制动系统制动能力不足等，测试 ACC

系统辅助安全驾驶能力及其安全机制的有效性；或对场景各层的参数进行组合设置

与测试，分析 ACC系统对不同场景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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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L1级辅助驾驶系统，可采用上述方式，通过改变场景各层元素或参数，设

计并生成测试场景，对其功能的安全性、安全机制的有效性、系统的量化使用边界

进行测试与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7.4.3.3 L2级辅助驾驶系统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

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各层元素的状态、输入、输出信息等，测试 L2级辅助驾

驶系统预期功能安全驾驶能力或对应安全机制的有效性。

如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1层参数，采用不同曲率或坡度的道路，测试

交通拥堵辅助系统 TJA的功能；或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4层，使车辆或其

他交通参与者驶入被测车辆所在车道，测试 TJA的安全行驶功能；或通过改变预期

功能安全场景第 5层，设计不同降雨、周围环境不同电磁干扰的情况，测试 TJA的

功能或明确该系统的量化的使用范围边界；或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7层车

载传感器信息的延迟参数、或驱动系统驱动能力不足或制动系统制动能力不足等，

测试 TJA系统辅助安全驾驶能力及其安全机制的有效性；或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

场景第 7层驾驶员操作行为，测试 TJA系统辅助人机交互能力、安全驾驶能力及其

安全机制的有效性；或对场景各层的参数进行组合设置与测试，分析 TJA系统对不

同场景的适应能力。

其他 L2级辅助驾驶系统，可采用上述方式，通过改变场景各层元素或参数，设

计并生成测试场景，对其功能的安全性、安全机制的有效性、系统的量化使用边界

进行测试与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7.4.3.4 L3级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系统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

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各层元素的状态、输入、输出信息等，测试 L3级辅助驾

驶系统预期功能安全驾驶能力、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以及系统实际 OD范围。

如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4层，设置不同的道路使用者不同行为，如行

人横穿马路、行人抢行、道路障碍物等，测试现有园区道路车辆的自动驾驶系统的

功能；或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5层，设计不同降雨、周围环境不同电磁干

扰的情况，测试园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驾驶能力，或明确该系统的量化的使用范

围边界；或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7层车载传感器信息的延迟参数、或驱动系统

驱动能力不足或制动系统制动能力不足等，测试园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驾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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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安全机制的有效性；或对场景各层的参数进行组合设置与测试，分析园区自动

驾驶系统对不同场景的适应能力。

其他 L3级辅助驾驶系统，可采用上述方式，通过改变场景各层元素或参数，设

计并生成测试场景，对其功能的安全性、安全机制的有效性、系统的量化使用边界

进行测试与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7.4.3.5 L4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

在自动驾驶系统运行设计域 ODD 描述范围内，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各层元

素的状态、输入、输出信息等，测试 L4级辅助驾驶系统预期功能安全驾驶能力、安

全机制的有效性，以及系统实际 OD范围。

如在被测系统 ODD 描述范围内，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1层参数，采用不

同曲率或坡度的道路，测试被测系统不同道路的安全行驶功能；或改变预期功能安

全场景第 2层参数，设置不同的交通场景，如高速、城市、公交车站、校区、其他

限速、限行、交叉路口交通灯失效、无交通灯交叉路口等特殊区域、测试被测系统

的不同道路交通设施情形下的驾驶能力；或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3层，设

置临时施工、路面被冰雪或积水覆盖、路面涂鸦等情形，测试被测 L4级系统的安全

驾驶能力；或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4层，设置一般交通场景、紧急交通场

景、边缘交通场景，测试被测 L4级系统的对各种交通场景的适应能力；或改变预期

功能安全场景第 5层，设计不同降雨、周围环境不同电磁干扰的情况，测试被测系

统的安全驾驶功能或明确该系统的量化的使用范围边界；或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

第 6层，设置车辆接收信息的延迟时间、丢包率、正确率等，测试被测系统的驾驶

决策与安全驾驶能力；或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场景第 7层车载传感器信息的延迟参数、

或驱动系统驱动能力不足或制动系统制动能力不足、或驾驶员错误操作、驾驶员延

迟操作、驾驶员不操作等，测试被测系统安全驾驶能力及其安全机制的有效性；或

对场景各层的参数进行组合设置与测试，分析被测系统对不同场景的适应能力。

7.4.3.6 L5级完全自动驾驶系统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

通过改变预期功能安全各层元素的状态、输入、输出信息等，测试 L5级辅助驾

驶系统预期功能安全驾驶能力或对应安全机制的有效性。



152

可参考 7.4.3.5，综合在全天候、全地域道路、交通设施、交通参与者、环境、

通信信息等，改变各层元素或参数，测试 L5级完全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驾驶能力、

系统使用范围边界、安全机制的有效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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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总结与展望

本章基于上述第 1章~第 7章内容，对已有工作进行总结，对后续工作进行展望。

8.1 工作总结

8.1.1 已完成工作

初步完成智能驾驶相关技术，即感知、定位、人机交互、决策、控制等的技术

的方法、水平、应用进行梳理，并分别对目前智能驾驶相关技术的功能局限、算法

缺陷等进行分析，并基于各技术的功能局限，提出测试需求。本报告提出的测试需

求，可为智能驾驶系统测试流程、测试方案、测试内容、测试用例的设计等工作提

供参考。

基于对智能驾驶各项关键技术功能局限分析，对面向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

试的场景库进行研究与分析，并基于现有场景框架，结合预期功能安全测试需求，

初步提出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框架，该框架主要用于指导测试场景架构

的设计与测试用例的设计与生成，同时也可为智能驾驶产品运行设计域的定义、运

行设计域危险分析与风险评估及危害辨识、危险事件触发条件的定义与分析等工作

提供参考。

8.1.2 未完成工作

本报告梳理并分析了现有智能驾驶相关技术的不足与局限，但未能分别给出优

化或性能提升方案。

本报告初步提出了用于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的场景描述框架，框架还未

完善，需进一步对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框架进行补充与细化。

本报告的最终目的为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提供完备的测试场景库，预期

功能安全测试场景框架只是初步工作，后续还有大量工作待研究与完成，如：场景

架构的定义、测试用例场景生成、将智能驾驶 UnKnown-UnSafe区域高效快速地变

为 Known-Unsafe或 Known-Safe区域的大规模测试技术研发等工作。

8.2 工作展望

（1）完善现有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描述框架，并基于完善的场景描

述框架，参考现有相关标准，设计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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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场景元素相关关键技术研究。如高度模拟真实交通场景

的感知系统模型、通信设备模型、人机交互模型、车辆模型、智能体模型等；

（3）预期功能安全测试关键技术研究。如场景自动生成、自动化测试、大规模

测试等技术；

（4）预期功能安全测试有效性评价方法；

（5）智能驾驶预期功能安全评估指标与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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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 4章 人机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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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需求

浙江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电子科技大学、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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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及面向预期功

能安全的测试需求

同济大学、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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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北京航迹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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