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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正在加速下一代汽车产

业变革的到来，智能网联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

向。当前，国内外大部分主机厂都在积极进行 L3级自动驾驶车型的

量产准备，均将2022年前后作为L3级自动驾驶汽车量产的时间节点，

今年部分主机厂已宣称推出了具有 L3级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

车。

2020年，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正式开通，各相关行业单位均在大力推广北斗系统的应用。智能网

联汽车是北斗系统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当前的车载定位和导航功能

已经普遍应用，但高精度车规级定位技术尚未广泛应用，存在多种技

术路线之争，高精度定位方案的技术实现与市场量产之间的矛盾尤为

突出。

从自动驾驶分级可以看出，L3级自动驾驶是自动驾驶技术的分

水岭，L3级之前的自动驾驶系统仍然为辅助功能，对高精度定位非

硬性需求；从 L3级开始标志着进入自动驾驶阶段，车辆的部分控制

权甚至全部控制权会被交给系统，自动驾驶车辆对定位的精度要求必

须达到亚米级甚至厘米级，因此，L3级及以上自动驾驶车辆离不开

安全、稳定、可靠的高精度位置信息。但是，对于 L3级及以上等级

自动驾驶车辆，从环境感知、决策执行到网联通信等诸多环节，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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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技术方案和路线，不确定性和投入风险较大。其中，高精度定

位技术方案的技术实现与市场量产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比如：高精

度卫星定位在车辆整体高精度定位解决方案中所占的重要程度和权

重未知，满足要求的高精度定位综合方案成本与量产车型架构、功能

安全需求暂时不匹配，高精度卫星定位的软硬件部分在不断演进的电

子电气架构中所处的位置尚不确定等。

本白皮书旨在解决 L3级及以上高级别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卫星

定位的相关问题，介绍了当前智能网联汽车主流高精度定位方案，从

主机厂对 L3级及以上自动驾驶车辆高精度卫星定位的指标需求，分

析了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卫星定位技术方案及未来发展趋势，探索了

对功能安全的需求以及与电子电气架构的位置关系，提出了高精度卫

星定位在 L3级及以上自动驾驶量产中的解决方案，介绍了智能网联

汽车卫星定位测试现状，为后续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定位相关标准的

制定及方案选择提供参考，共同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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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发展概况

1.1 全球四大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

是能为地球表面或近地空间任何地点提供全天候定位、导航、授时

（PNT）的空基无线电导航定位系统。2007年，联合国将美国的全球

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 ）、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卫

星导航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LONASS）、欧

盟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Galileo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alileo）以及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确定为全球四大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自主建设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

时、高精度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国家重要时空基础设施。北斗系

统建设按照“三步走”发展战略：2000年，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向中国

提供有源服务；2012年，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无源

服务；2020年，建成北斗三号系统，向全球提供无源服务。计划 2035

年，以北斗系统为核心，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

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 PNT体系。

2020年 6月 23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全球组

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2020年 7月 31日，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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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向世界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标志着北斗

“三步走”发展战略圆满完成，北斗迈进全球服务新时代。北斗三号系

统空间段采用三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合星座，由 24颗地球中圆轨道

卫星（MEO）、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IGSO）和 3颗地球静

止轨道卫星（GEO）组成，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高轨卫星更多，

抗遮挡能力强，尤其在低纬度地区性能优势更为明显。北斗三号系统

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号，能够通过多频信号组合使用等方式提高服

务精度。北斗系统具备导航定位和通信数传两大功能，提供七种服务：

面向全球范围，提供定位导航授时（RNSS）、全球短报文通信（GSMC）

和国际搜救（SAR）三种服务；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提供星基增强

表 1.1-1 北斗系统服务规划

服务类型 信号/频段 播发手段

全球范围

定位导航授时

（RNSS）
B1I、B3I 3GEO+3IGSO+24M

EO
B1C、B2a、B2b 3IGSO+24MEO

全球短报文通信

（GSMC）
上行：L

下行：GSMC-B2b

上行：14MEO
下行：

3IGSO+24MEO

国际搜救（SAR） 上行：UHF
下行：SAR-B2b

上行：6MEO
下行：

3IGSO+24MEO

中国及周

边地区

星基增强（SBAS） BDSBAS-B1C、
BDSBAS-B2a 3GEO

地基增强（GAS） 2G/3G/4G/5G 移动通信网络、互联

网络

精密单点定位（PPP） PPP-B2b 3GEO
区域短报文通信

（RSMC）
上行：L
下行：S 3GEO

注：中国及周边地区即东经 75度至 135度，北纬 10度至 5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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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S）、地基增强（GAS）、精密单点定位（PPP）和区域短报

文通信（RSMC）四种服务。北斗系统服务规划如表 1.1-1所示。

GPS系统由美国国防部负责建设运营，目前在轨服务卫星 32颗，

整个星座由 6 个均匀分布、倾角为 55°的轨道面组成，轨道周期为

11h58min。目前，GPS主要信号为 L1、L2和 L5，其中 L1C和 L5C

为兼容互操作信号。

GLONASS由前苏联设计建设，由 24颗均匀分布在 3个轨道面

上的卫星组成，其轨道高度约为 19,140km，轨道倾角为 64.8°，轨道

周期 11h16min。GLONASS主要采用频分多址信号（FDMA），新一

代 GLONASS将支持码分多址信号（CDMA）。

Galileo由欧盟发起，由欧空局（ESA）和欧洲卫星导航局（GSA）

共同运作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整个星座计划由 30颗（其中 3颗备

用）轨道高度为 23,222km的MEO卫星组成。卫星均匀分布在三个

倾角为 56°的轨道面上，轨道运行周期为 14h05m。目前在轨 26颗，

正常服务 24颗。

卫星导航系统具有高精度、高动态、实时性、连续性、全天候、

全球性等特点，并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

空间段就是部署在太空中的导航卫星星座，向地面连续的广播无线电

导航信号；地面段包括主控站、时间同步/注入站和监测站等若干地

面站，负责监控管理导航卫星；用户段就是用户接收设备包括北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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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芯片、模块、天线等基础产品，以及终端设

备、应用系统与应用服务等。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进入多星座多频模式，GNSS兼容互操作是发

展的趋势。同一颗卫星导航定位芯片可以同时接收多个不同系统和频

点的信号，目前全球在轨卫星超过 130颗，用户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接

收 30颗以上的导航卫星，大大提高了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精度、可

用性和连续性。

1.2 卫星导航定位技术概述

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定位基于动态空中后方距离交会原理。用

户接收设备在某一时刻同时接收三颗以上卫星信号，测量出至三颗卫

星的距离，分别以卫星为球心，距离为半径画球面，三个球面相交得

到两个点，根据地理常识排除一个不合理点即得用户自身位置。由于

用户接收设备和卫星两者间存在时钟误差，会使得卫星和接收设备之

间的测量距离产生误差，实际在解定位方程时可把时钟差当作一个未

知量，因此方程中其实含有四个未知变量（三维位置坐标和时钟差），

所以目前接收设备需要获得 4颗及以上卫星的伪距离测量，才可以求

解出其自身的空间坐标。

基于北斗/GNSS 的应用技术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以提升用户

GNSS接受设备启动效率、GNSS长周期应用连续性可靠性为目标的

辅助定位技术，主要包括辅助 GNSS 技术（A-GNSS）：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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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GPRS/LTE/5G与传统卫星定位，利用全球若干 GNSS观测站搜

集全星座星历信息，并利用 GSM/GPRS/LTE/5G传送卫星辅助信息至

用户以缩减北斗/GNSS接受设备的热启动时间，可实现若干秒首次捕

获 GNSS星历信号；长周期星历技术：利用 GNSS轨道钟差长周期预

报技术，实现 GNSS长周期（一般为 7天）轨道钟差预报，并通过通

信链路传送至导航用户设备，实现在无人区、山区等无

GSM/GPRS/LTE/5G网络信号覆盖环境下的GNSS星历及卫星信号接

收，实现基本定位服务。

二是以提升用户定位精度为目标的高精度应用技术，传统的普通

单点定位的精度在米级甚至十米以上，为提高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精

度，满足用户对高精度定位的需求，出现了高精度卫星定位技术。主

要包括以基于网络 RTK技术的连续运行参考站系统（CORS）为代表

的地基增强技术、以美国广域增强系统（WAAS）为代表的区域星基

增强系统以及基于实时精密单点定位技术（Precise Point Positioning，

PPP）的商业全球星站差分增强技术。

1.2.1差分定位技术

差分定位技术利用两台接收机（一般称为基准站接收机与移动站

接收机）同时观测卫星信号，利用误差的空间相关性（即在一定基线

距离条件下，两台接收机所观测的同一颗卫星其误差基本相同）进行

差分计算，有效地消除或降低两站接收机间的公共误差部分，包括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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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误差、星历误差、电离层误差和对流层误差，从而提高了接收机定

位精度。差分定位技术可分为：伪距差分 RTD（Real Time Differential）

与载波相位差分 RTK（Real Time Kinematic）。

（1）伪距差分技术

伪距差分技术是差分定位方案中使用最成熟的技术。其原理是：

基准站接收机通过卫星信号解码得到伪距测量值，然后再利用基准站

的已知坐标及卫星星历信息，计算出基准站到卫星的真实几何距离，

求出该距离与伪距测量值的差值即伪距测量误差，基准站利用数据链

将此差值发送给移动站接收机，移动站接收机利用此差值修正其伪

距，再进行定位解算，获得其准确位置。此技术可实现亚米级定位精

度。

（2）载波相位差分技术

载波相位差分技术的原理是：基准站和移动站的接收机不断的对

相同的卫星进行监测，并且移动站在接收观测到可视卫星信号的同

时，基准站通过数据链将载波相位测量值实时发送给移动站接收机，

移动站接收机将自身的载波相位测量值与所接收的载波相位测量值

实时进行数据处理，解算出自身的空间坐标，完成高精度定位，载波

相位差分的定位精度可达到厘米级。

1.2.2精密单点定位技术

精密单点定位（PPP）技术由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JPL）Zumb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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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97年提出，在技术的提出与实现为基于实时 PPP的商业全球星

站差分增强技术发展提供了基础。PPP技术集成了 GNSS标准单点定

位和相对定位的技术优点，已发展成为一种新的 GNSS高精度定位方

法。PPP技术仅使用单个接收机即可提供高精度定位，PPP解决方案

依赖于从连续运行参考站（CORS）网络生成的 GNSS卫星时钟和轨

道校正，通过卫星或互联网将其发送给用户，无需地面基站即可获得

分米级或厘米级的实时定位。PPP技术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它较难解决

载波相位整周模糊度，而是使用对它们的估计值，这导致需要较长的

初始化时间来解决任何局部误差，如大气条件、多径和星座几何形状

等，初始化时间一般在 5-30分钟。PPP技术原理示意图如图 1.2-1所

示。

当前较为成熟的为 Trimble公司 RTX、OmniSTAR、英国 Subsea7

公司的VERPOS、美国NavCom公司StarFire系统、NovAtel TerraSTAR

等。

图 1.2-1 PPP技术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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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PPP-RTK技术

PPP-RTK技术综合了 PPP和 RTK技术的优势，是未来高精度卫

星定位技术的发展趋势。PPP-RTK技术基于空间状态域表达（SSR），

利用广域基准站生成高精度轨道、钟差、偏差等信息，利用区域增强

站生成区域大气延迟（电离层、对流层等），通过链路（卫星、互联

网等）提供给用户以实现快速收敛高精度定位。PPP-RTK 提供的高

精度大气延迟改正信息及偏差参数，在用户端可实现瞬时模糊度收敛

及固定，实现与网络 RTK相媲美的定位效果。PPP-RTK技术比标准

PPP缩短了收敛时间，一般在 1-10分钟的范围内，在某些应用中，

甚至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PPP-RTK技术所需的地面基准站点的数

量比 RTK技术要少很多，一般网络 RTK基准站点间距离为 30-60km

左右，PPP-RTK技术所需基准站点间距离约为 100-200km。

近年来，由于对地面基准站点数量建设的要求较低以及具有基于

状态空间表示（SSR）的单向通信优势，PPP-RTK得到越来越多关注。

与此技术路线相近的服务有天宝 RTX Fast、NovAtel TerraSTAR X、

日本 QZSS的 CLAS、Sapcorda SAPA服务。国内公司正按此技术路

线开展服务研发与建设。卫星高精度定位技术演进路线如图 1.2-2所

示。

综上，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经历了三代发展，目前逐步进入第四代：

第一代以标准伪距单点定位（SPP）、伪距差分定位（RTD）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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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卫星高精度定位技术演进

单点定位精度一般为 1-10米。第二代以单站 RTK技术、精密单点定

位技术为代表，精度可实现亚米到厘米级定位。第三代以网络 RTK

技术、精密单点定位技术为代表，可提供局部范围、广域范围分米到

厘米级精密定位。第四代为广域区域统一的精密定位技术，即

PPP-RTK，可实现广域范围、无源、实时高精度定位。

1.3 全球卫星导航产业现状

全球卫星定位导航市场发展迅速，GNSS市场未来十年仍将稳定

增长。从全球来看，包括设备收入、增强服务收入以及与 GNSS直接

相关的增值服务等在内的国际市场保持了良好增长态势，预期未来十

年还将稳定增长。据欧洲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局(GSA)发布《GNSS市

场报告（2019）》显示，2019年全球 GNSS设备总销量超过 17亿台

/套，GNSS 终端社会保有量为 64亿台/套，全球 GNSS市场服务总

收入达到 1500亿欧元。预计 2029年，GNSS设备销量会达到 2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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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套，保有量达到 95亿台/套，设备和服务收入增长到 3244亿欧元，

2019-2029年 CAGR为 8%。亚太地区是 GNSS最具增长活力的市场，

亚太地区的 GNSS终端保有量将达到 51亿台，占全球总量的 53.5%，

产值更是将达到 1060亿欧元，约占全球总产值的 1/3。交通场景占比

达到 55%，主要营收来自于车内导航系统（IVS）和高级驾驶辅助系

统（ADAS）。

1.4 我国卫星导航产业结构与现状

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组网完成，市场规模快速增长。近年来，

北斗卫星定位服务得到快速广泛的应用。自 2011年以来，我国卫星

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产值增长迅速，根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

布的《2020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 3450亿元，较 2018

年增长 14.4%。其中，与卫星导航技术研发和应用直接相关的，包括

芯片、器件、算法、软件、导航数据、终端设备、基础设施等在内的

产业核心产值增速下降明显，同比仅增长 9.1%，为 1166亿元，在总

产值中占比为 33.8%，北斗应用进一步普及，对核心产值的贡献率超

过 80%。同时，据相关产业调研和统计分析，随着“北斗＋”和“＋北

斗”应用的深入推进，由卫星导航衍生带动形成的关联产值继续保持

较高。

目前，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企事业单位数量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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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家左右，从业人员数量超过 50万。截至 2019年底，业内相关

上市公司（含新三板）总数为 46家，上市公司涉及卫星导航与位置

服务的相关产值约占全国总产值的 9％。

目前，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结构趋于成熟，已形成包括

卫星导航基础产品、应用终端、运行服务等较为完整的卫星导航产业

体系，国内产业链自主可控、良性发展的内循环生态已基本形成，正

在从行业应用拓展到大众应用，呈现快速发展局面。

高精度应用是卫星导航系统发展的趋势之一，国内市场需求不断

攀升。我国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应用始于上世纪末，外国厂商向中国

市场推广其成熟的高精度 GPS产品和方案。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和自

主研发，我国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设备已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化，性能

指标与国际水平相当。2019 年，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芯片性能再上

新台阶，22纳米双频定位芯片已具备市场化应用条件，全频一体化

高精度芯片也已经进入投产阶段。国产高精度卫星导航设备的国内市

场份额从不到 10%升至 90%以上，其中国产高精度板卡和天线销量占

比分别达到国内市场总量的 30%和 90%[ 数据来源《2020 中国卫星

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已经主导了国内市场。2019年

国内各类高精度接收机终端销量超过 20万台/套，其中国产高精度接

收机销量已占到 50％以上；高精度天线出货量 31万只，其中国内生

产的天线超过 24.4 万只；高精度相关产品销售收入从 2010 年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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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增长到 2019 年的 74.8亿元人民币，复合增长率达 23.7％，

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大，比如地质灾害监测、驾考驾培、农业拖拉机、

测绘无人家、自动驾驶汽车等。

随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步入快车道，相关关键技术全面

突破，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在应用方面更是遍地开花，除交通、海事、

电力、民政、气象、渔业等传统行业外，北斗应用也走向普通民众生

活，共享单车，双频北斗高精度智能手机等落地产品日益丰富。

二、智能网联汽车定位系统产业发展概况

2.1智能网联汽车定义

当前，以智能化、网联化为重要特征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正蓬勃兴起，人工智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推动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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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产业和出行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

从狭义上讲，智能网联汽车是指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

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车与

X（车、路、人、云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备复杂环境感知、

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等功能，可实现“安全、高效、舒适、节能”行驶，

并最终可实现替代人来操作的新一代汽车。

从广义上讲，智能网联汽车是以车辆为主体和主要节点，融合现

代通信和网络技术，使车辆与外部节点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控制，以

达到车辆安全、有序、高效、节能的新一代多车辆节能汽车。

2.2智能网联汽车分级及产业链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分级从技术层面划分为智能化和网联化两个

方面。智能化是指车辆依靠自身配置的多种传感器（GNSS/IMU、摄

像头、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能够自主感知获取

和分析车辆内外部信息，为驾驶员提供辅助决策或者进行自主决策处

理；网联化是指车辆采用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LTE-V、5G等），

实现车辆位置信息、车速信息、外部信息等车辆信息之间的交互，并

由控制器进行计算，通过决策模块计算后控制车辆按照预先设定的指

令行驶，进一步增强车辆的智能化程度和自动驾驶功能。“智能化+

网联化”融合发展，以系统最终代替人类实现全部自动驾驶任务为终

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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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03月 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推荐性国家标准报批稿，并于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汽车驾驶

自动化分级》将汽车自动驾驶分为六级：0级驾驶自动化（应急辅助）、

1级驾驶自动化（部分驾驶辅助）、2级驾驶自动化（组合驾驶辅助）、

3级驾驶自动化（有条件自动驾驶）、4级驾驶自动化（高度自动驾

驶）和 5级驾驶自动化（完全自动驾驶）。驾驶自动化等级与划分要

素的关系如表 2.2-1所示：

表 2.2-1 智能网联汽车网联化等级

分级 名称
车辆横向和纵

向运动控制

目标和事件

探测与响应

动态驾驶任

务接管

设计运行

条件

0 级 应急辅助 驾驶员 驾驶员及系统 驾驶员 有限制

1 级 部分驾驶辅助 驾驶员和系统 驾驶员及系统 驾驶员 有限制

2 级 组合驾驶辅助 系统 驾驶员及系统 驾驶员 有限制

3 级
有条件自动驾驶 系统 系统

动态驾驶任

务接管用户

（ 接管后成

为驾驶员）

有限制

4 级 高度自动驾驶 系统 系统 系统 有限制

5 级 完全自动驾驶 系统 系统 系统 无限制 a

a排除商业和法规因素等限制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是汽车、电子、信息通信、道路交通运输等行

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智能网联汽车涉及汽车、信息通信、交

通等多领域技术，其技术架构较为复杂，2016年《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技术路线图》提出了“三横两纵”式技术架构。“三横”是指智能网联

汽车主要涉及的车辆关键技术、信息交互关键技术和基础支撑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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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两纵”是指支撑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车载平台和基础设施，基础

设施包括交通设施、通信网络、大数据平台、定位基站等，将逐步向

数字化、智能化、网联化和软件化方向升级，支撑智能网联汽车发展。

2019年以来启动了路线图编制更新，对技术架构进行了完善，在 2020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最新技术架构如图 2.2-1所示。例如，在车辆关键技术中增加了系统

图 2.2-1 智能网联汽车“三横两纵”技术架构

设计技术，具体有电子电气架构、人机交互、计算平台技术；对信息

交互关键技术进行了比较大的更新完善，提出了专用通信与网络技

术、大数据云控基础平台技术、车路协同技术、智能道路技术；在基

础支撑关键技术中补充增加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安全技术，后者包括了

信息安全、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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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的出现带来的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业生

态。随着 ICT技术、大数据、AI、云技术的高速发展，打破了汽车行

业传统的产业链结构，新型科技公司及新的供应商关系不断出现，传

统 Tier1及新型科技公司等供应商们正在积极谋求与车企共同开发的

合作关系，各方跨界合作动作频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之

间正在通过深度合作，优势互补，形成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不

是单纯的采购与供应关系，上下游供应的界限不断模糊。经过几年的

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形态已逐步清晰，形成了上、中、下游的

产业协同关系。其中上游包括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执行控制系统、

通信系统等关键系统，其中，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定位导航（卫

星定位、惯性导航、寻迹定位）等属于复杂环境感知系统；中游包括

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商、智能网联汽车整车制造等环节；下游包括出行

服务、物流服务、数据增值、平台运营等应用服务商。

根据《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 2.0》，到 2025年，PA（部分

自动驾驶）、CA（有条件自动驾驶）级智能网联汽车有望占当年汽

车市场销量超过 50%，HA（高度自动驾驶）级智能网联汽车开始进

入市场，C-V2X终端新车装配率达 50%，网联协同感知在高速公路、

城市道路节点（如交叉路口、匝道口）和封闭园区实现成熟应用，具

备网联协同决策功能的车辆进入市场。在高速公路、专用车道、停车

场等限定场景及园区、港口、矿区等封闭区域实现 HA级智能网联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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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商业化应用。到 2030年，PA、CA级智能网联汽车占当年汽车

市场销量接近 70%，HA级占比超过 20%。到 2035年，高速快速公

路、城市道路的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满足 HA级智能网联汽车运行要

求，各类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广泛运行于中国广大地区。

2.3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各方政策的大力支持。国外方

面，近几年，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出台了促进智能

网联汽车发展的政策法规，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扫除障碍，构建有

利的发展环境。美国交通部发布自动驾驶汽车 1.0-4.0，同时各州出台

政策，允许自动驾驶汽车在加州开放道路展开测试，并远程监控，2020

年发布了面向 2025年的智能交通发展规划。欧洲在智能网联汽车方

面的发展相对比较保守，先后出台了《通往自动化出行之路：欧盟未

来出行战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自动驾驶测试法（草案）》等

政策法规，并依托现有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技术，启动 AdaptIVe研

究项目、Horizon2020计划和 C-ITS战略，布局拥堵辅助、自动泊车、

协同式卡车列队等技术研发。日本在 2018年相继颁布了《自动驾驶

相关制度整备大纲》和《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技术指南》，分别就 L3

级自动驾驶事故责任和 L3/L4级自动驾驶的安全条件做出明文规定，

打造自动驾驶系统零人身事故的社会，国家自动驾驶研发计划（SIP）

持续深入，开展半动态和动态数据的采集和测试，逐步将测试领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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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延伸至社会道路，初步实现基于自动驾驶的物流和驾乘服

务。

我国高度重视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成为关联

众多重点领域协同创新、构建新型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载体，并在塑

造产业生态、推动国家创新、提高交通安全、实现节能减排等方面具

有重大战略意义，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

运输部、科学技术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等部委出台一系列规划及

政策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我国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方面的部

分政策规划如表 2.3-1所示。

表 2.3-1 我国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方面的部分政策规划

时间 政策

2017年 4月 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联合印发《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7年 12月

工信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组织制定《国家车联网产

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系列文件，旨在发挥标准在车联网产生生

态环境构建中的顶层设计和基础引领作用

2018年 5月

工信部、公安部、交通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

测试管理规范（试行）》，是我国各地具体组织开展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2018年 12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

动计划》，提出，将充分发挥政策引领作用，分阶段实现车联网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2020年 4月

工信部印发《2020 年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以推动

标准体系与产业需求对接协同、与技术发展相互支撑，建立国标、

行标、团标协同配套新型标准体系为重点，促进智能网联汽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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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快速发展和应用，充分发挥标准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支撑我国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2020年 2月

发改委正式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指出到 2025年，

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

产品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基本形成。实现有条件自动驾驶的智能

汽车达到规模化生产，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在特定环境

下市场化应用

2020年 7月

交通运输部组织编制《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

交通相关）（征求意见稿）》，推动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

设，为打造自主可控、具有核心技术、开放协同的车联网产业提

供支撑

2020年 10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

提出加强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北斗等卫星导航系统在

高精度定位领域应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汽

车强国建设

2.4智能网联汽车中定位系统的意义与作用

定位系统或称为自定位系统（Localization）在智能网联汽车中不

可或缺，是智能网联汽车感知和决策的基础，其主要解决“我在哪”的

问题。智能网联汽车定位系统在智能网联汽车场景中具有重要意义和

作用：

（1）根据场景以及定位性能的需求不同，智能网联汽车定位方案是

多种多样的。在大多数的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中，通常需要通过多

种技术的融合来实现精准定位，包括 GNSS、无线电（例如蜂窝网、

局域网等）、惯性测量单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MU）、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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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以及高精度地图。其中，GNSS是最基本的定位方法，也是提供初

始绝对位置信息的唯一手段。考虑到 GNSS技术在隧道、高架桥、地

下停车场等遮挡或室内场景的不稳定（或不可用），其应用场景受限

于室外环境。基于其他方式的定位是车辆定位的另一种常见方法，然

而高成本和对环境的敏感性也限制了其应用前景。通常，GNSS等单

一技术难以满足现实复杂环境中车辆高精度定位的要求，无法保证智

能网联汽车定位的稳定性。因此会结合其他一些辅助方法例如蜂窝网

定位、惯导、雷达、摄像头、高精度地图等，通过多源数据融合保障

车辆随时随地的定位精度。

（2）智能网联汽车定位系统有助于高精度地图的绘制和更新。高精

度定位需要有与之匹配的高精度地图才有意义。从定位技术上，对于

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定位，需要有相应的高精度地图进行匹配，以

保证实现厘米级的定位。另外，从车联网业务上，路径规划、车道级

监控和导航，也需要高精度地图与之配合才能实现。因此，为保证高

精度地图数据的鲜度、精度以及信息封堵，需要根据智能网联汽车定

位系统定期进行更新以保证高精度的定位性能和业务需求。

因此，智能网联汽车的导航系统，在高精度地图、高精度定位的

基础上，充分利用高精度地图提供的静态、准静态、甚至动态道路信

息，利用车载传感器获取的动态信息，通过更加智能、精确、丰富信

息的路径规划算法，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实现提供道路指引。智能网联



第 23 页 共 152 页

汽车的不断发展，对导航系统也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1）定位系统

根据智能网联汽车具体的功能要求，需要提供车道级甚至厘米级的高

精度定位；2）地图信息需要更加丰富、精确的道路环境信息，比如

道路中交通元素的形状、位置特征等，以实现辅助环境感知、车道级

路径规划等功能；3）路径规划算法需要规划出高精度、连续的轨迹。

相比于传统导航的米级定位精度，智能网联汽车更需要增加车道级的

路径规划、路口轨迹的连接、辅助环境感知信息的提取等，而以上功

能的实现必然不能缺少定位系统提供的输出定位信息。

2.5智能网联汽车定位系统概述

智能网联汽车定位技术按定位技术原理不同可分为三类：基于

GNSS信号的定位、航迹推算、环境特征匹配。

2.5.1 基于 GNSS信号

基于GNSS信号的定位是指通过接收全球GNSS卫星导航信号来

进行定位。普通 GNSS单点定位精度一般在 5-10米（据测试，实际

普通 GNSS在开阔地带单频单模单点定位精度在 2.5米左右），远远

不能满足 L3级及以上自动驾驶定位要求需求。通过前面 1.2节对高

精度卫星定位技术的分析，为了达到更高的卫星定位精度，目前自动

驾驶普遍采用 RTK 的卫星增强定位技术。该技术方案具有全球覆

盖、全天候全天时可用、定位精度高、使用简便等优点，在空旷无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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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卫星信号好的区域能够实现对车辆的厘米级定位。然而，其在使

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易受电磁环境干扰以及信号遮挡、信

号多径效应、传输网络环境差的影响等，从而影响定位精度和定位系

统的可用性。另外，每个 RTK地面基准站点的覆盖距离约 40km，为

了达到国内大部分面积覆盖需要建立 3000个左右的地面基准站，初

期建设难度及后期维护成本高。

2.5.2 航迹推算

通过惯性测量单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IMU），主要包

含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航迹推算的定位可以测量出运动物体的角速度

和加速度，再对时间的积分得到运动主体移动的距离和方位，从而推

算出当前位置的方法。该技术方案具有自主导航、不受外部依赖、输

出频率高（大于 100Hz），可以提供短时高精度的定位结果的优点。

其缺点是误差会随着时间不断累积，导致位置和姿态的测量结果偏离

实际位置，因此无法用来做长时间的高精度定位，且高性能 IMU价

格昂贵。特别是，在我国部分较长公路的隧道中，会由于长时间接收

不到 GNSS卫星信号，位置误差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越来越大，无法进

行长时间精准定位。

航位推算的另一种常见方式是使用视觉里程计或激光雷达里程

计，对不同数据帧之间的旋转和平移进行估计。视觉里程计是通过车

载摄像头或移动机器人的运动所引起的图像的变化，以逐步估计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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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的过程。其基本假设前提是环境照明充足、 静态场景相对动态

场景较多、有足够的纹理来提取明显的运动、连续帧之间有足够的场

景是重叠的。满足这些假设条件之后才能根据相邻帧图像来估计相机

的运动。视觉里程计主要方法分为特征点法和直接方法。其中，特征

点法视觉里程计以提取图像中的特征点为基础，能够在噪声较大、相

机运动较快时工作，但地图则是稀疏特征点；直接法根据像素的亮度

信息，估计相机的运动，可以不用计算关键点和描述子，避免了特征

的计算时间，也避免了特征的缺失情况。相比于特征点法只能重构稀

疏特征点（稀疏地图），直接法还具有恢复稠密或半稠密结构的能力，

但直接法存在着计算量大、鲁棒性不好的缺陷。视觉里程计通过提取

和匹配两帧图像中的特征点获得相邻帧图像之间的位姿变化，激光里

程计常用的是迭代最近点（Iterative Closest Point，ICP）算法及其衍

生算法以及正态分布变换（Normal Distribution Transform，NDT）算

法等配准算法来确定两帧点云之间的相对位姿关系。由于激光雷达环

境建模精度高，基于激光雷达里程计的航位推算可以获得较高的相对

定位精度。然而，激光里程计航位推算所使用的传感器成本较高，现

阶段无法为商业化的方案所接受。此外，在长时间卫星导航信号不稳

定的情况下，即使融合高精度的惯性导航、激光里程计或视觉里程计，

由于误差累计效应，车辆定位仍会出现很大偏差。

2.5.3 环境特征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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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特征匹配的定位技术通过实时感知测量提取环境特征，并与

预先采集制作的基准数据进行匹配，从而获取确定自动驾驶车辆的当

前位置。在实际的应用中，环境特征的定位系统都需要其它定位系统

辅助给出初始位置，从而实现在限定区域中匹配环境特征，达到降低

计算量、减少特征测量值与预采集基准数据之间可能发生的多重匹

配，实现更优的定位结果匹配的目的。在自动驾驶系统中，常用的环

境匹配的定位方案是基于激光点云匹配的定位方案和基于图像匹配

的定位方案。优点是在没有 GNSS情况下也可以工作，鲁棒性比较好，

缺点是需要预先制作地图基准数据，并且根据环境发生的变化需要定

期更新地图数据。

2.5.4 多传感器融合

综上所述，各种定位技术都有其各自优缺点，在 L3级及以上高

级别自动驾驶技术方案中，为了最大限度的提升系统的安全性，保证

能够覆盖更多的驾驶场景，往往采用多传感器融合定位的方法。

多传感器融合定位，就是把多种不同的定位技术组合在一起，来

达到优势互补、提高稳定性和获取更高精度的定位结果的目的。目前，

常见的智能驾驶感知传感器有 GNSS/INS、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

摄像头、超声波雷达等，不同传感器的原理和作用是不同的，也是不

可代替的。例如，GNSS/INS可感知车辆位置、姿态、可全天候工作，

但是在无 GNSS信号情况下，不能长时间保持高精度；又如，激光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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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测量精度高、分辨率高、测距范围大，但是易受恶劣天气影响、成

本高；此外，毫米波雷达能大范围感知车辆的运行情况，可全天候工

作，不受天气影响，但是部分场景下易受信号干扰，无法准确识别物

体属性；而对于摄像头来说，其成本低、可识别物体属性，但是依赖

光线，易受恶劣天气影响；超声波雷达雨雪环境工作能力强、受气候

环境影响小，但是只适合于近距离探测。

三、已量产的车载卫星定位应用方案

3.1 基于卫星的车载定位技术

3.1.1 卫星定位技术

卫星定位系统可为海陆空领域提供全方位、全天候、全时段、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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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的导航服务，在室外环境下进行卫星定位已经变得非常容易。市

面上的卫星信号接收机很多都支持双星以上甚至四星系统，相比单独

的某一卫星系统，接收机能捕获到的卫星个数大大增加，信号稳定性

也得到显著提升。然而 GNSS 远非完美无缺的定位传感器，因为它

完全依赖于远距离在轨卫星发过来的微弱无线电信号，这意味着一旦

处在无线电信号多路径效应明显或无法到达的环境中 GNSS 是很难

准确定位甚至无法工作的，例如室内、隧道甚至城市峡谷（Urban

canyon）中。另外，卫星信号还极其微弱，而且很容易拥塞，在很多

应用场合这是不能接受的。由于 GNSS 系统在定位准确性、连续性

和更新频率上的局限性，一些卫星增强系统，比如差分 GNSS

（Differential GNSS, DGNSS），实时动态差分（Real-time Kinematic,

RTK）等。

车载卫星导航接收机可以单系统定位，也可以多系统联合定位，

取决于车载卫星导航接收机的配置，早期的车载卫星导航接收机都只

支持 GPS，后来可以同时支持 GPS+BDS，再后来同时支持

GPS+BDS+GLONASS或 GPS+BDS+Galileo，到现在同时支持四大系

统 GPS+BDS+GLONASS+Galileo, 包括日本的 QZSS系统。随着芯片

性能的提升和产量的增加，支持四大系统的芯片的价格大幅下降，跟

原来单系统芯片的价格相差无几，在性能增加的同时成本几乎没有增

加。以后车载卫星导航接收机同时支持四大卫星导航系统混合定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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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主流。同时支持四大卫星导航系统，可以选择的卫星数量多，可

用卫星资源成倍增加，做到互相补充，精确定位。丰富的导航信息资

源可以提高卫星导航定位的可用性、精确性、完备性以及可靠性，这

一优势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尤其突出，将显著提高定位性能和准确度。

车载卫星导航系统可为一辆以上的车辆提供其在地球表面上的

位置，它可在任一给定时间内精确确定一辆车在道路网中的位置。

3.1.2 车载航位推算技术

一台 GNSS 接收机被安装在车上，接收多颗卫星信号。这些信

号用来精确确定车辆的位置，但它可能遭受偶然的干扰，如坏天气影

响、隧道和建筑物遮挡、超宽带无线电通信干扰等，为此通常采用航

位推算导航（如 IMU惯性测量单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或辅

助定位技术作为 GNSS 信号丢失时的补偿，以使导航系统功能连续。

通常包括测量转弯速率的陀螺仪、输出电子速度脉冲的测速计以

及加速度计。这些数据被用来进行航位推算，以便确定车辆相对道路

的运动。使用 x，y，z三个轴加速度计与陀螺仪，加速度计告诉我们

运动物体的直线运动情况，陀螺仪告诉我们物体转弯或坡度变化情

况。这两种敏感元件的组合可以使人们掌握物体的逼真准确的 3维空

间运动（姿态与位置），被广泛运用于车载卫星导航等领域。惯性导

航系统原理框图如图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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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惯性导航系统原理框图

车载航位推算（Dead Reckoning,简称 DR）导航系统采用一个陀

螺仪（Gyro）来推算车辆的即时航向。借助该信息再加上行驶的距离，

导航系统可以正确确定车辆的位置，即使卫星信号因拥挤的城区环境

或隧道而受阻时亦是如此。

在 DR导航中使用陀螺仪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卫星信号可能会丢

失较长时间，结果使累积角度误差过大而无法精确定位车辆。

图 3.1-2所示为 DR导航的基本工作原理。一个陀螺仪测量车辆

的旋转速率，单位为度／秒。代表车辆即时航向的角度通过计算旋转

速率的时间积分而求得。结合航向和行驶距离，可以确定车辆的位置，

如图中的红线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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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DR导航工作原理

使用数字陀螺仪时，积分速率可以表示为速率样本和与采样间隔

之积：

其中，ri为陀螺仪检测到的速率，n为样本数，τ为采样间隔。

随时间累积的角度误差可以表示为：

其中，ei为各样本的速率误差，n为样本数，τ采样间隔。

根据该公式，随着所需积分时间变长，累积误差变大；累积角度

误差随时间而变大。

现在车载导航系统采用的陀螺仪一般都是高性能、低成本数字陀

螺仪，采用新型MEMS技术，采用小型封装，具有低失调、低噪声

和高速率灵敏度的特点。采用芯片集成温度补偿技术，无需使用外部

温度传感器，同时简化了温度补偿算法。其满足车规级超高的抗冲击

和抗振动能力及超宽的温度范围对汽车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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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定位增强技术——地图匹配

汽车是在道路上，GNSS 给出的用户或者交通工具的位置信息

（经度、纬度）往往与道路存在偏差。匹配到电子地图的路网上会有

误差，如果不进行地图匹配，那么交通工具可能不显示路网上（例如

路旁边的房屋里，或者池塘里等等）。地图匹配算法将 GNSS 和车

载传感器所采集到的数据，与存贮在数字地图（GIS）数据库中的地

形与高精度道路信息数据进行模式识别，来纠正 DR算法积累的定位

误差及各种硬件固有误差，将用户或者交通工具的位置关联到电子地

图的路网上的过程。

地图匹配（Map Matching）是指将行车轨迹的经纬度采样序列与

数字地图路网匹配的过程，其本质上是平面线段序列的模式匹配问

题。地图匹配是将一系列有序的用户或者交通工具的位置关联到电子

地图的路网上的过程。将由 GNSS 得到的行车轨迹作为待匹配的样

本，并搜索该轨迹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全部道路作为模板，将样本和模

板进行比对通过计算路径角度权值等信息，将形状相似度高的道路作

为匹配的结果,并将实际定位数据映射到直观的数字地图上。当遇到

有隧道等卫星信号丢失的情况，就需要根据已有的定位信息，计算速

度和方向等信息进行模拟导航。

在数据预处理阶段，必须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地图匹配，现在地

图匹配算法已经很成熟了，并且已存在开源的代码可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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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地图匹配原理框图

匹配的基本方法是从基准图中提取具有不变特征或明显特征的

子区，或者用已知地面控制点作为模板，在所匹配的图中搜索与模板

相似的区域。当匹配相似性测度达到最大,且超过预先规定的阈值时,

即判定为找到了正确的匹配位置。地图匹配原理框图如图 3.1-3所示。

地图匹配也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地形，如果道路形状

错综复杂，匹配的精度可能会降低，例如蛇形蜿蜒道路需要加上方向

偏差计算，其次是当前 GNSS的状态，如果是丢失很久可能会误差增

大。

3.1.4 定位增强技术——视觉定位

随着机器视觉技术的发展，视觉传感器越来越多的用来进行车辆

定位和运动估计。视觉传感器有如下优点：

（1）感知信息丰富。视觉所能提供的感知信息不仅可以满足车辆自

主定位的要求，还能为其他重要任务（如目标检测、识别、跟踪以及

避障等）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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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于地形以及地形-轮胎接触特性。不受轮胎打滑的影响；

（3）成本低，体积小，布置灵活。

影响视觉的因素也很多，主要有：

（1）天气变化。天气变化影响环境的光线强度变化状况，从而导致

摄像机出现过度曝光或曝光不足的现象；

（2）车辆运动速度。车辆运动速度的大小与视觉成像质量成反比。

受摄像机拍摄帧频限制，当车速较大时所拍摄图像会有一定程度的运

动模糊，失去纹理特征或产生错误纹理。且车速越大，成像质量越差，

对视觉处理算法的实时性要求越高。

（3）车辆运动轨迹。当车辆运动轨迹为曲线时，由于惯性作用的影

响，车辆会出现侧倾现象使摄像头水平面倾斜于水平地面，从而对特

征形状产生影响，降低相邻两帧图像的重叠率。

（4）随机扰动。主要来自地面的高频颠簸抖动。

（5）摄像头安装位置。安装位置分车内、车外，仰角和俯角。车内

的摄像机可能受到车内阴影的干扰，使得拍摄外部环境时出现过爆或

者欠爆的问题。

虽然视觉传感器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但它依然是无人驾驶汽车上

极具潜力的传感器，许多缺点当前已有解决或补偿方案，例如选用全

局快门相机可以消除运动模糊问题，相机倾角变化可由惯性传感器做

算法补偿。由于摄像头价格低廉，图像获取容易且信息丰富，所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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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视觉的定位方法多种多样，有通过识别路面车道线然后经图像处理

得到车辆相对于车道线偏移的相对定位方法；有完全自主式的利用连

续的图像序列来估计车辆移动距离的视觉里程计技术，增强了车辆在

任何路面以任何方式行驶时的导航精度；还有诸如同步实时估计摄像

机本身的位置以及所检测到的周围环境中关键点的空间位置及其关

联，从而在完成自身定位的同时也对所处的空间进行了地图构建的视

觉 SLAM（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技术。

由于地图匹配结果大部分只能确定到具体道路，而不能实现车道

线级别的定位，可以使用视觉信息辅助，可以通过图像检测和分割等

技术得到自己相对于车道的偏移，也可以通过图像匹配技术将图像中

检测出的车道线等道路信息与电子地图中的高精度道路信息进行匹

配得到相较于 GIS地图匹配结果更加高精度的定位结果。

3.2车载卫星定位应用案例分析

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在量产车前装领域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应用。

随着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及汽车电子技术的不断演进，卫星导航定位

技术在车辆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功能也越来越强大。当前主要使用

的是北斗/GPS双模单频卫星导航定位模组，通过集成到车载信息娱

乐系统（In Vehicle Infotainment，IVI）和 T-Box设备中，实现导航定

位、路径规划、车辆监控调度、呼叫救援等功能。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是座舱电子信息交互的重要载体，基于车身总



第 36 页 共 152 页

线系统和互联网服务，形成车载综合信息处理系统，可提供导航定位、

车体控制、无线通信、影音娱乐等多种服务内容。目前，车载信息娱

乐系统是智能座舱硬件设备中渗透率最高设备之一。据统计，合资品

牌主机厂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装配渗透率达到 60%，自主品牌主机厂车

载信息娱乐系统装配渗透率达到 80%，其中集成卫星导航定位功能的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装配渗透率分别为：合资品牌主机厂约 40%，自主

品牌主机厂约 60%，预计到 2025年其装配渗透率将达到 100%。由于

车载信息娱乐配套厂商进入汽车制造商的供应链体系需要完成一系

列的测试，测试标准要求高，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和成熟稳定的技术，

前装产品品质、稳定性及可靠性要求更高，需要在汽车设计时就参与

测试。目前，国内支持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车载主要供应商有北斗智

联、德赛西威、均胜智联、华阳通用、航盛电子等。

车载卫星导航定位产品一般嵌入于车载信息娱乐系统中，现在量

产的主流的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所采用的卫星导航主要分为二大类：一

类是带惯性导航的车机，另外一类是不带惯性导航的车机，惯导在这

里都代指低成本MEMS传感器。不管哪一类，地图匹配都成为标配。

车载卫星定位芯片/模块国内外供应商主要有：意法半导体（STM）、

优北罗（U-Blox）、Trimble、和芯星通、华大北斗等；车载导航地

图主要有百度地图、四维图新、高德、易图通等。

下图 3.2-1是不带惯导的车机框图，它主要由 GNSS信号接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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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GNSS信号接收模块，主处理器等组成。GNSS模块包含 GNSS

信号接收、导航引擎，通过 UART总线将位置信息传输给主处理器，

在主处理器内根据位置信息和电子地图进行匹配，然后输出到显示器

和喇叭。

图 3.2-1 不带惯导的车机

下图 3.2-2是带惯导的车机框图方案 1，它主要由 GNSS信号接

收天线，GNSS信号接收模块，陀螺仪、加速度计、主处理器等组成。

部分车型可能还带 TBOX 或者内嵌蜂窝通讯模块，可以协助进行

A-GNSS（Assisted GNSS 即辅助 GNSS技术,它可以通过移动通信运

营基站实现快速定位）。GNSS模块包含 GNSS信号接收、导航引擎

以及惯导算法，导航引擎的位置数据、陀螺仪的角速度数据、加速度

计的加速度数据和通过车身 CAN总线传来的里程数据及轮速一起输

入到惯导算法模块进行计算新的位置数据，通过 UART总线将位置信

息传输给主处理器，在主处理器内根据位置信息和电子地图进行匹

配，然后输出到显示器和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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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带惯导的车机方案 1

在单独的 GNSS 卫星定位的基础上，为了适应更广阔的应用场

景，使 GNSS卫星定位无法使用的环境下系统仍然能为车辆输出位置

信息。为此出现了 GNSS+惯导组合定位方案，在车辆上空环境满足

GNSS卫星定位需求的场景下，使用 GNSS卫星定位结果。当车辆上

空环境无法满足 GNSS定位需求，或定位精度受到较大影响时，例如

隧道、城市峡谷、高架桥下等极端场景。基于 GNSS定位结果，启用

惯性导航系统进行位置推算。

下图 3.2-3是带惯导的车机框图方案 2，它与带惯导的车机框图

方案 1非常相似。主要区别是方案 1的惯导算法是放在GNSS模块内，

陀螺仪、加速度计、里程和轮速等数据汇入 GNSS 模块；而方案 2

的惯导算法是放在主处理器内，陀螺仪、加速度计、里程和轮速等数

据不用汇入 GNSS模块，而是直接连接到主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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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带惯导的车机方案 2

这个两个方案各有利弊，带惯导的车机方案 1惯导算法以及陀螺

仪、加速度计都置于 GNSS模块内，惯导算法由 GNSS模块供应商提

供，性能基本上由 GNSS模块供应商来保证，通常 GNSS模块内部微

处理器实时性更好，应用简单方便，基本不占用主处理器的资源；而

带惯导的车机方案 2惯导算法置于主处理器中，惯导算法由主机厂或

者第三方设计，陀螺仪、加速度计都连接到主处理器，需要占用主处

理器一定的资源，并且主处理器通常运行非实时操作系统，算法解算

实时性较差，但陀螺仪、加速度计型号的更换以及惯导算法的调整都

很方便。

地图匹配算法可以由图商提供，也可主机厂自己编写，目前这两

种情况都有。

车载卫星导航一般采用有源天线，有单陶瓷结构形态的天线，主

要安装于中控台或手套箱等位置；也有集成于鲨鱼鳍天线内的形态，

通常安装在车顶。常用的有 3.3V 和 5V供电，直流供电通过同轴电

缆由车载主机端馈到有源天线端，它于接收的射频信号传输复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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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扰。车载卫星定位天线供应商主要有嘉兴佳利、金乙昌、硕贝德、

华信天线、苏中天线等。

T-Box集成卫星定位、远程通信等功能，提供包括行车数据采集、

行驶轨迹记录、车辆故障监控、车辆远程查询和控制等功能。据统计，

当前车载 T-Box的综合渗透率为 30%，伴随着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

技术迭代、用户体验提升、功能需求拓展，T-Box的渗透率会进一步

提升到 50%以上。国内外主流的车联网服务提供商有安吉星、SYNC、

赛格、北斗智联等。

2020年，北斗全球组网完成并正式提供服务，卫星导航系统和

全产业链技术、应用水平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无论是从端侧的芯片高

度集成化（以北斗星通为代表的自主定位芯片实现 22nm工艺，成本

进一步降低），还是高精度天地一体化云服务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

定位基础设施已有能力、有条件为高度自动驾驶汽车的快速发展提供

关键绝对位置定位信息，尤其是从传统的信息娱乐域到自动驾驶域的

渗透率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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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能网联汽车对高精度卫星定位的新需求

4.1高精度定位的必要性概述

4.1.1 智能网联汽车对高精度定位的需求

高精度定位是通过高精度卫星导航及多传感器融合技术在统一

坐标系下得到高精度的三维坐标信息和航向、姿态信息。实时、连续、

可靠、高可用的高精度定位是智能网联汽车实现自动驾驶最基础的技

术，是安全行驶的保证。

在全工况下提供准确安全可靠的高精度定位信息，是智能网联汽

车安全行驶的重要前提。精准的车辆定位信息能够帮助车辆更好的使

用高精度地图，并为决策规划、运动控制模块提供有效的参数信息。

高精度定位模块是智能网联汽车的核心模块，也是车辆自主导航、自

动驾驶的重要支撑。

车辆自主导航方面，目前最常见的单频卫星定位系统的定位精度

一般在 5-10米，对一些重要的应用场景造成较大的困扰。比如车辆

无法区分行驶在主路上还是辅路上，车辆处于高架上还是高架下的道

路等，车辆缺乏高精度的定位信息，将对车辆的安全行驶造成较大的

安全隐患。

对于自动驾驶车辆，尤其是 L3及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对

高精度定位的需求是刚性的，不可或缺的。自动驾驶对车辆定位的需

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精度、可靠性和实时性。定位精度要求达到



第 42 页 共 152 页

厘米级，并且，在复杂场景下，如高架桥、隧道等具有较高的定位可

靠性。对定位的实时性也具有较高的要求，定位的实时性不好，会降

低定位的精度。例如，一辆时速 72公里的汽车，每一毫秒行驶的距

离是 2厘米，如果它的延迟能达到 10毫秒，仅仅是延迟带来的定位

误差就会达到 0.2米。定位时延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卫星信号的传输、

定位信号在车内总线的传输、定位算法的处理等。时间同步是减少定

位时延、降低定位时延影响的主要方法，常用的时间同步方案包括

TSN（TimeSensitive Network，时间敏感型网络）时间同步标准 IEEE

802.1AS，以及基于 AutoSAR的时间同步协议等。

4.1.2 高精度卫星定位的必要性

高精度卫星定位在自动驾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智能网

联汽车中核心传感器之一，相较于视觉、雷达等高精度相对定位传感

器，不受天气、光线等影响，可在全场景下帮助汽车实现精准定位，

为智能决策提供可靠依据。自动驾驶中的高精度定位技术，可分为绝

对定位和相对定位。绝对定位输出的定位信息是基于统一的定位坐标

体系下的位置，相对定位输出的是区域内的相对位置信息。绝对定位

的方案，当前都是基于卫星的定位手段，相对定位比较常用的是基于

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等传感器的特征匹配定位技术。

目前，常见的车辆高精度定位传感器如图 4.1-1所示。这几种常

用传感器都有自己的特点。毫米波雷达，虽然在当前的自动驾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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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车辆高精度定位传感器

中被应用的非常多，但也存在探测角度小的问题，需要安装非常多的

毫米波雷达，才能实现对车辆周边整体环境探测，实现精准定位，相

应的，这套方案也存在成本高的问题。摄像头对于光线比较敏感，对

于光线比较昏暗或者光线比较亮的场景下，可靠性达不到自动驾驶的

要求。激光雷达成本是非常高昂，在雨雪、大雾、积水恶劣条件下，

可靠性降低。

卫星定位虽然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在障碍物遮挡的区

域，定位精度不可靠，但是客观来看，卫星定位是可用性比较高的一

种技术方案，此外，相比于其他的传感器，成本也比较低。有如下几

个优势：

（1）高精度卫星定位是绝对定位技术，在众多高精度定位方案中，

只有 GNSS高精度卫星定位为车辆提供绝对的定位信息，精确的高精

度初始绝对位置是最基本的参数，所以不管用哪种高精度定位解决方

案，GNSS卫星导航定位是必不可少的，能够平行于相对定位技术给

系统提供非常高的可靠性补充，从而满足系统的功能安全要求。

（2）高精度卫星定位能够实现极端天气和环境下的位置感知。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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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积水反射灯光、冬天路面积雪覆盖等情况下，利用视觉传感器和激

光雷达是很难识别车道线的；而在没有车道线的道路，或开阔的广场、

较大的院子或停车场等没有明显道路边界的封闭区域，周围又缺少较

易辨识的参照物，视觉和激光雷达很难做出相对定位。

（3）高精度卫星定位能够提高自动驾驶的安全性和舒适性。传统的

辅助驾驶在面对大曲率弯道时，因为视觉或激光雷达等传感器相对定

位方式存在盲区，车辆快开到弯道时才能做出判断，从而造成急刹车、

急转弯等现象，甚至出现安全隐患，给整个驾驶过程的安全性和舒适

性造成影响。如果使用高精度卫星定位技术，车辆对自己的位置有清

晰的了解，并通过车辆智能决策系统去判断刹车、转向的时机、距离

以及转向的角度，可以有效提升整个驾驶系统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4）高精度卫星定位能够增强 V2X应用的效果。在交叉路口位置最

常见的车辆穿行和避让场景中，如果每一辆车都能够精确地定出自车

位置，并通过车车通信、车路通信分享自车位置，那么每辆车都会通

过 V2X的智能车路调度系统清楚的了解彼此的位置以及交叉路口的

交通情况，从而实现交叉行驶车辆的有效灵活调度。

（5）高精度卫星定位能够节省自动驾驶系统的运算量。利用图像识

别、激光点云算法实现相对定位需要巨大的存储量和运算量，因为必

须使用非常大型的服务器做运算和处理，因而实现工程化或商业化应

用具有很大的难度。而利用高精度卫星定位，可以精确地定位出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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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车道，做点云匹配时，完全没有必要将车辆周边较大范围的点

云图像数据都调入做匹配处理，只需要调用就近一段数据就可以了，

大大减少数据存储量和运算量，甚至使用工控机就可以完成系统处

理。

4.2高精度定位与高精度地图

4.2.1 高精度地图概述

高精度地图，通俗理解就是精度更高的地图，与普通导航地图最

大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精度，更在于服务对象的不同，以及数据维度。

高精度地图服务的对象是自动驾驶系统，自动驾驶汽车的传感器像是

汽车的“眼睛”，高精度地图像是汽车的“长周期记忆”，经过传感器实

时采集的数据与高精度地图融合后重建的三维场景像是汽车的“工作

记忆”，汽车利用融合后的数据进行决策。

高精度地图将大量的行车辅助信息存储为结构化数据，并通过云

端实时更新高精度动态地图数据，这些信息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

道路数据，比如车道线的位置、类型、宽度、坡度和曲率等车道信息。

第二类是车道周边的固定对象信息，比如交通标志、交通信号灯等信

息、车道限高、下水道口、障碍物及其他道路细节，还包括高架物体、

防护栏、道路边缘类型、路边地标等基础设施信息。并且这些信息都

有地理编码，导航系统可以准确定位地形、物体、路面的几何结构、

道路标示线的位置等，从而引导车辆行驶。高精度地图车道级地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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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如 4.2-1所示。

图 4.2-1 高精度地图车道级地图示意图

4.2.2 高精度定位与高精度地图的关系

高精度地图和高精度定位密切关联，二者相辅相成，是自动驾驶

系统的核心基础技术，高精度定位是自动驾驶感知，决策，控制算法

模块的基础，高精度地图为高级别自动驾驶提供感知冗余，辅助定位

和决策。

一方面，高精度地图的采集制作离不开高精度定位信息，高精度

地图在采集制作中对数据的三维位置、航向姿态等信息的精度要求非

常高，需要高精度定位技术的支撑，来提供高精度的坐标、姿态及统

一的时间信息。

另一方面，高精度定位技术的实现需要结合高精度地图，高精度

定位将自动驾驶汽车的环境感知结果与高精度地图进行对比，得到车

辆在高精度地图中的精确位置和姿态；在智能网联汽车多源定位方案

中，高精度地图与车辆其他感知传感器融合，传感器无法探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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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补充，提高系统的安全冗余，为车辆提供更加可靠的感知能力，

提高车辆定位精度，保证车辆在任何环境下的安全。

与此同时，高精度地图同时也可提供实时全方位周围驾驶环境及

交通状况信息，为精准决策提供依据，并帮助车辆提前重新规划路径。

根据广汽研究院的研究数据，自动驾驶汽车使用高精度地图可将感知

的精度提高 1.5倍，定位精度提高 6倍，失效概率降低 20倍。

4.2.3 高精度定位与高精度地图在车辆中的应用

高精度地图可有效弥补传感器的性能边界，提供重要的先验信

息，作为车载感知器、GNSS等定位信号统一基础坐标系环境，是实

现高度自动化驾驶甚至无人驾驶的必要条件，也是未来车路协同的重

要载体。高精度地图对自动驾驶汽车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高精度地图作为汽车的“长周期记忆”，为车辆的自动驾驶

提供道路先验信息，相当于为汽车随时提供“上帝视野”辅助指导行

驶。与车载传感器相比，高精度地图不受天气环境、障碍物和探测距

离等限制，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安全冗余。同时，高精度地图可以为

车辆纵向加减速、横向转向及变道等决策提供先验信息，提高驾驶舒

适性并实现智能节能。

其次，高精度地图可预知红绿灯、车道线、道路标识牌等交通要

素的位置，为自动驾驶系统标记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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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I的标记有助于提高传感器的检测精度和速度，节约计算资源。

再次，高精度地图可作为规划决策的载体，路口红绿灯状态、道

路交通流量、路网变化情况，以及车辆传感器信息等都可以传递至高

精度地图服务平台，通过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路径规划。

最后，在高精度地图的采集过程中，特别是未来可能实现的众包

式采集，采集地图的同时也可积累大量的驾驶数据，实现驾驶场景数

据库的积累，为无人驾驶系统仿真验证、人工智能训练等提供重要基

础数据。

因此，高精度定位和高精度地图是实现智能网联汽车的重要支

撑，两者结合能够保证足够的安全冗余，强化系统感知层和决策层的

能力：1）辅助验证感知信息，并帮助系统实现超视距的感知；2）精

确确定车辆在地图中的位置；3）帮助决策层完成车道级的路径规划；

4）提高决策层转向、加速和刹车指令的准确性。

4.3 高精度授时与车联网系统

高精度的时间同步技术，是实现车联网的关键基础技术之一。时

钟同步性能成为高精度同步技术的关键指标，尤其在车路协同大系统

下需要进行坐标交换场景下。车联网系统中人、车、路、云端等交通

参与方之间数据交互需要基于统一的时空体系，交互的数据都需要带

上精确的时间标签，否则会产生无效的数据交互、消耗额外的算力对

算法进行非同步误差补偿，最终引发不可预测的风险。智能网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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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种传感器感知周边的环境，各传感器之间的时间同步准确性将

直接影响环境感知的结果，也必然影响车辆的决策和执行，从而产生

严重的安全隐患。因此，从感知端的多传感器同步融合，到整车的高

精度定位的实现，再到车与车，车与路甚至车与万物的互联，都需要

高精度授时技术。

2020年 7月 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意味

着这个由中国自主建设的 30 颗卫星组成的卫星星座，成为继美国

GPS之后，另一个为全球提供高质量导航定位服务的系统。在全球范

围内，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授时精度优于 20纳秒；在亚太地区，授

时精度优于 10纳秒，即亿分之一秒。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可以持续为

车联网的各接入单元提供绝对的精确授时，授时精度可达纳秒级，确

保各接入单元的时间基准一致性，提高车联网系统中的数据交互可靠

性和自动驾驶车辆的安全性。

4.4 高精度定位的指标需求

4.4.1 卫星定位的指标需求

卫星定位作为一种车辆位置绝对定位的方式，是实现高精度定位

的基本前提，因此，卫星定位的性能要求也非常高。在开阔无遮挡的

场景下，智能网联汽车卫星定位的指标需求如表 4.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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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智能网联汽车卫星定位指标需求

项目 指标 指标值 说明

位置精度 误差均值 ≤1m, 定位服务

修正后: ≤20cm

依据车辆尺寸（长度和宽度）

与道路几何标准（车道宽度

和曲率等），以及道路设计

时速等参数，经函数推导计

算得出指标值。

测速精度 误差均值 ≤0.035 m/s

姿态精度 误差均值 ≤0.08°

定位时延

冷启动时延 ≤26s

依据目前卫星导航定位行业

所能达到的水平定义。

热启动时延 ≤2s

重捕获时延 ≤2s

灵敏度

跟踪 -163dBm

捕获 -148dBm

热启动 -156dBm

重捕获 -157dBm

更新频率 更新频率 10Hz-20Hz

授时精度 误差均值 ≤10ns
参考中国北斗三号的授时精

度。

4.4.2 智能网联汽车对高精度定位的指标需求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高精度定位的典型应用已经逐步渗透

到人们的生活中，如智慧停车、自动泊车、辅助驾驶、封闭或半封闭

园区的无人摆渡、无人运输等。不同的应用场景对定位精度的要求也

不相同。

高精度定位根据业务应用场景的划分可以分为 3部分场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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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位置监控和导航服务。经调查，综合多家车厂的指标信息，指

标需求划分如下：三个应用场景，涵盖 9种主要的典型场景。不仅需

要定位精度达到指标值，也需要 VRS(Virtual Reference Station,虚拟参

考站)服务端可用度保障高精度定位服务的连续性，置信度准确率对

输出的定位精度做出可用的保障。不同应用场景对高精度定位指标需

求如表 4.4-2所示。

表 4.4-2 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定位指标需求

应用场景 典型场景 定位精度指标
VRS服务

可用度

置信度准

确率

位置报告

事故报警 水平定位精度＜0.5m 99% ≥95%

交通态势感知 水平定位精度＜0.5m 99% ≥95%

智慧停车 水平定位精度＜0.5m 99% ≥95%

位置监控

自动泊车

无遮挡水平定位精度＜

0.5m

部分遮挡水平定位精度＜

1m

99% ≥95%

封闭路段的位置

服务

无遮挡水平定位精度＜

0.5m
99% ≥99%

ETC智能缴费
部分遮挡水平定位精度＜

1m
99% ≥99%

自 动 驾 驶

服务（ L3

及 以 上 级

别）

高速道路
水平定位精度＜0.3m

速度精度＜0.2m/s
99.9%

≥99.9999

%

城市道路
水平定位精度＜0.5m

速度精度＜0.5m/s
99.9%

≥99.9999

%

地下停车场 定位精度＜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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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受国家法律、法规的限制，高程为涉密信息，不记录在高精度地

图数据里，为了满足自动驾驶对高程信息的需求，可以采用相对高程

信息、高程数据分级表示等多种技术方案，由于高程表示的基准不同，

因此本文不提供相对高程的精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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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的探索性方案

5.1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的关键问题

5.1.1 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卫星定位对用户位置信息隐私保护的需求

（一）传统与改正数服务商交换方式

传统 VRS（Virtual Reference Station，直接译为虚拟参考站）服

务的提供一般依赖于 NTRIP 协议(Networked Transport of RTCM via

Internet Protocol，可理解为“通过互联网进行 RTCM [Radio Technical

Commission For Maritime]中文是：海事无线电技术委员会网络传输的

协议”)，需要用户通过用户设备进行登录并上传用户自身位置，这样

的方式容易使用户的位置信息被泄露。PPP-RTK技术也是利用地面

RTK网络为用户提供电离层和对流层延迟校正，实现快速收敛及模

糊度固定。

而对于许多车企、车主来说，个人隐私及位置信息是非常私密的，

希望能受到合理的保护，因此用户位置信息保护非常必要。为保护用

户隐私，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实现用户隐私保护：

规则化网格 N-RTK/PPP-RTK，并将规则及参数公开给车载定位

终端；

车载定位终端不上传位置信息，而是在本地选择所需 VRS为其

提供 RTCM数据运算，达到与 NTRIP方式一致的服务效果。终端将

自身具体位置换算为VRS标签，直接上传VRS标签请求RTCM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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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仅仅获取到 VRS标签，用户的高精度位置信息是不会被泄露。

图 5.1-1 网格排列

图例说明：

1. 首先将全国的经纬度位置进行网格化，比如以 1平方公里作为一

个网格的最小单位，那么任何一个用户位置都可以坐落在网格中的一

个网格标识。

2. 将位置网格的规则算法进行标准化，形成专属的算法库、服务 API

调用接口。

3. 通过算法库、服务 API调用后，生成一个网格标识，那么这个值

就是 VRS标签，将 VRS标签上传给改正数服务商，就能获取到 VRS

数据服务，而用户的真实位置是不可见的，每个 VRS标签对应的范

围太大，对服务商而言已经失去跟踪的价值了。

（二）与 RSU协同模式

地基增强站主要生成RTK改正数，然后将改正数传给RSU模块，

由 RSU进行广播式播放，这种模式可以避免传统的 RTK定位中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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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位置的上报，智能网联汽车的 OBU模块可以按需接受必要的信

息，规避了个人位置信息必须上报的问题。

5.1.2 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卫星定位对 GNSS防欺骗的需求

GNSS欺骗并非一种新型的攻击手段，这项技术随着 GNSS的普

及而诞生，常被用来攻击依赖 GNSS信号的设备。GNSS欺骗的主要

原理是通过特殊的信号发射器对 GNSS的终端发送虚假信号，使得正

常系统在错误 GNSS信号的指引下运行，最终导致搭载系统的设备出

现事故。

GNSS信号对于干扰和欺骗是非常脆弱的，作为一种缺陷兼容技

术，其信号的结构是公开的，因此欺骗器能够利用已知的接口控制文

件和协议产生类似的卫星信号帧，这样 GNSS信号就很容易被各种方

式的干扰影响。GNSS对欺骗信号的脆弱性表现 GNSS接收机操作的

三个层面，信号处理级、数据处理级和定位导航级。根据欺骗的有效

性和产生过程，欺骗袭击可分为简单式、中级和高级欺骗三类。简单

式的欺骗器仅能产生一般的欺骗信号，其不接收和处理当前广播的实

际信号，更不考虑信号同步的问题；中级欺骗过程包括接收和处理当

前广播的实际信号，并将其产生的信号与真实信号同步，这样虚假信

号就很容易地伪装成真实信号，使接收机很难检测欺骗信号的存在，

这一类完成最复杂，也最难检测；高级欺骗不仅同步当前广播的真实

信号，同时和邻近的欺骗器产生的虚假信号组成一个欺骗网络，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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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源不仅要将产生的假冒信号与可视卫星的真实信号同步，更要考

虑卫星的分布情况来部署其他欺骗器的空间位置，这样甚至能骗过多

天线阵列的反欺骗防御。

（一）车端解决方案

1. 一致性检测

（1）星历一致性检测

GNSS系统中每颗卫星广播信号中包含足够的信息，其中对用户

定位解算最重要的就有星历信息，授权信号广播的星历是和别的卫星

信号一致的，一旦发生欺骗，任何星历间的不一致都能说明存在非同

步的欺骗信号的存在。

（2）时钟检测

每个 PRN信号的导航电文都包含了 GNSS的时钟信息，该信息

可以给全世界的用户提供同步授时服务。从同一卫星系统的补贴卫星

所获得的时钟应该始终是同步的，而从非同步的欺骗信号所得到的时

钟信息无法和其它的 GNSS时钟达到这种同步，因此，其可以作为接

收机是否被欺骗的警示信号。

（3）与其他传感器导航定位解的一致性检测

在高精度需求的领域，惯性导航系统仍然是最受关注的导航定位

形式，通过比较 GNSS所获得的导航定位解与惯性设备所获得的导航

解，就能够辅助目标接收机检测欺骗威胁的存在，一旦两者之间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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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超出了可容误差范围，说明极有可能存在欺骗干扰。还有一些其他

设备同样可以得到导航定位的信息 同样可以辅助 GNSS 接收机检

测欺骗信号都存在。

如果采用该方法来检测信号的存在，一方面会增加系统的软硬件

两方面的复杂性，同时对于高精度的 IMU，通常价格非常昂贵，而

且 IMU的传感器在使用前必须经过矫正补偿才能够正常工作。另外，

其他的定位技术，如里程计和多普勒测量仪很难提供和 GNSS 或者

IMU精度一致的导航定位解。因此，如果欺骗信号和授权信号给出

的导航解的误差在小范围之内，这种方法可能会失效，很多实际应用

的因素也限制了该检测技术的应用。

（4）码率一致性检测

对于授权信号，多普勒频移和码率应该是一致的，两者都受到

GNSS卫星与接收机相对运动的影响。对于简单式的欺骗器，并不能

保证频率和码率之间的一致关系。因此，通过 PLL和 DLL分别估计

相位和码率延迟，然后可以利用他们的不一致来检测欺骗信号。

2. 信号处理

信号分析和处理能够有效防御信号同步、选择性延时以及延时欺

骗袭击。最佳的信号和数据位观测技术是到达角和到达时间检测。运

用天线阵列技术，接收机就可以判断接收信号的到达角。如果所有的

信号转发自同一信号源，那么接收机必须拒绝接受这些信号。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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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袭击者想要绕过该项技术的甄别就需要多个空间分布的欺骗器

同时作用，且接收机仍会时刻监测所有信号的到达角。

所以在数字信号处理层面，到达角检测是一项性能相对较好的反

欺骗应对措施。为得到对接收机来说看似可信度较高的导航定位解，

每个欺骗器都需要转发若干同步的 GNSS信号。尽管可以针对每一个

信号，可以设计不同的欺骗策略以及欺骗的信号结构和内容，但这在

实际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的欺骗器转发信号必须完全同步几乎

不可能，况且需要配置高昂的欺骗器设备，这些代价也是要考虑的因

素。对于单个转发器产生的不同 GNSS信号，其具有和授权信号相同

的功率谱密度以及任意时空的通道增益，当接收机开始运动时，相关

的授权通道增益快速的出现与时间的不相关性。实际上，成对的授权

信号会出现随天线运动的不相关性，即意味着相似的传播路径，而这

可以由已知时间和位置的 GNSS信号簇加以验证。但欺骗器产生的同

步的 GNSS 信号并不随着天线的运动出现时间上的相关或者不相关

的情况。

3. 加密授权

军用 GPS信号由加密授权防御欺骗已在几年前就开始实施，其

利用二进制序列仅能给授权用户解调 GPS载波信号。近年来在民用

GPS以及其它的 GNSS信号的欺骗防御中，有一些采用类似技术。相

比于其它的反欺骗措施，其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方面的改动，如多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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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以及依赖于高精度的 IMU的方法都需要硬件的辅助，因此，加

密方法防范欺骗的方法是非常优秀的。为更加有效地检测 GNSS信号

中的欺骗信号，接收机必须采用先进算法技术：如航信息授权方法，

其将加密信息作为公钥签名插入到低速率的民用导航电文中，并将欺

骗信号的相关功率视为超出加密授权区间的信号部分。

4. 载噪功率比监视

目 前 市 面 上 大 多 数 GNSS 接 收 机 都 利 用 载 噪 功 率 比

（carrier-power-to-noise density ratio）来监视接收到的信号质量，其

将噪声视为白噪声并且可以由归一化的噪声密度描述。GNSS接收机

观测所有的参数包括载噪功率比，一旦出现突然的非容错范围内的变

化或者中断，甚至是信号观测值以及信号功率的突然跳变都意味着接

收机受到了欺骗袭击。因而接收机必须时刻监视接收信号的功率和载

噪功率比。

（二）平台端解决方案

通过自动驾驶车辆上传的位置与对应定位精度信息给云平台，构

建高精度位置态势系统以及可视化的高精度位置态势图，用于判断自

动驾驶车辆定位精度与位置的准确性，作为 GNSS防欺骗的平台端解

决方案。高精度位置态势系统数据流程图如图 5.1-2所示。

1. 高精度位置态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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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高精度位置态势系统数据流程图

（1）位置态势精度计算用数据源

自动驾驶车辆位置、车辆位置精度、车辆时间数据信息为位置态

势计算用数据源，需上传至云平台进行空间聚合计算，判断车道级的

定位精度。自动驾驶车辆数据源如表 5.1-1所示。

表 5.1-1 自动驾驶车辆数据源

位置态势计算用数据 说明

车辆位置数据 纬度（latitude） 0000.00000~8959.9999

经度（longitude） 00000.0000~17959.9999

车辆定位状态 GNSS状态 0 无效解

1 单点定位解

2 伪距差分解

4 固定解

5 浮动解

6 航迹推算模式

7 固定坐标解

8 模拟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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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AAS

车辆位置精度 纬度标准差 纬度定位精度

经度标准差 精度定位精度

高度标准差 高度定位精度

车辆时间 UTC时间 -

（2）位置态势精度计算

当自动驾驶车辆的定位状态为“4固定解”时，为卫星（RTK）定

位的可用状态，其中车辆位置精度为车辆终端计算的定位精度，按照

目前 L3级及以上自动驾驶车辆的定位精度要求，当车辆平面精度小

于 10cm且高程精度小于 20cm时，卫星定位可靠性高，可信任卫星

定位方式。因此按照多车的车辆位置精度进行加权平均，确认每条车

道某个分段范围内的定位精度。主要流程如下图 5.1-3所示：

图 5.1-3 高精度位置态势计算业务流程图

（3）位置态势防欺骗计算

依据车辆位置、车辆的定位精度以及车道级位置态势，判断车辆

的定位精度是否在阈值范围内，当定位精度匹配时，判断可以使用卫

星定位方式。为了防止卫星定位方式的欺骗行为，在平台端会对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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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和地图进行匹配计算，当车辆位置和地图的偏移值大于其精度值

时，初步判断车辆 GNSS信号被干扰或欺骗，平台会依据车辆轨迹历

史数据进行大数据实时分析，对经过当前位置的所有车辆轨迹进行分

析判断，确认此位置的卫星信号是否存在干扰或欺骗，并将预警结果

发送给当前位置周边的所有车辆，在 GNSS信号被干扰或欺骗的路段

卫星定位不可用。主要流程如下图 5.1-4所示：

图 5.1-4 位置态势防欺骗计算业务流程图

2. 高精度可视化位置态势图

通过高精度位置态势精度计算结果，构建高精度可视化位置态势

图，即在高精度地图上完成区域定位精度显示与分析结果确认。高精

度可视化位置态势图如图 5.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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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高精度可视化位置态势图

5.1.3 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卫星定位对时间同步的需求

高精度的卫星授时和时间同步技术是智能网联汽车的关键基础

技术之一，智能网联汽车的多传感器之间需要精确同步协作，以完成

对车辆的决策和执行。从感知端的多传感器同步融合，到整车的高精

度定位的实现，都需要高精度的时间授时和时间同步技术，采用单片

机+PPS模式，可以获取到 1毫秒精度的时间同步。

通过高精度卫星授时设置唯一的授时服务器给各类传感器提供

相同的基准时间，由于各传感器设备时钟晶振及数据传输路径不同，

需要根据提供的基准时间校准各自的时钟时间，实现时间同步。最后

根据校准后的时间为采集数据加上时间戳信息，这样就可以保证同一

时刻采集相同的环境信息。智能网联汽车卫星授时时间同步解决方案

架构示意图如图 5.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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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智能网联汽车卫星授时时间同步解决方案架构示意图

卫星授时实现方法：

通过接收卫星信号，卫星授时模块发送 1PPS 信号和 RMC

（Recommended Minimum Specific GPS/TRANSIT 推荐最小定位信

息）或 ZDA（Data and time时间和日期信息）消息给授时服务器，授

时服务器获取标准时间信息，对本地时钟进行同步，并利用内部时基

进行时间保持，对外输出 NTP、PTP/gPTP等时间信号。

NTP网络授时精度可以达到毫秒级别，NTP协议采用客户端/服

务器工作方式 ，各传感器设备按照设置好的时间间隔定期访问服务

器 获得准确的时间信息并调整自己的系统时钟来同步自己的时间。

PTP授时精度可以达到亚微秒级别，需要硬件的支持，一般是主

从搭配起来使用，从节点不断地和主节点交换同步时间的报文，从而

调整校准从节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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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卫星定位对冷启动/卫星失锁快速定位的

需求

定位终端要实现高精度定位，从开机开始，首先需要接收到来自

卫星实时播发的导航电文也称星历数据，用以根据 UTC时间来推算

实时的卫星在天空中的三维坐标。而星历具有实效性，不同系统的卫

星会每隔半小时至两小时不等会更新一次。

一般而言，获取星历数据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通过接收机实时接收卫星播发的电文进行解析；

 通过备份在接收机内部的上一次接收的星历进行更新；

 通过 AGNSS服务从服务器端实时获取。

跟据上述不同的获取星历的方式，接收机可分为冷启动、热启动、

AGNSS快速启动 3种方式。

方式一：传统接收机，一般是通过开机后从接收到卫星信号开始，

需要等待至少等待 30s的时间才能接收到所有卫星的完整星历，也就

是开机定位时间大于 30s，称为冷启动。

方式二：改进型接收机，前提条件是上一次开机后已经收取到了

星历，可通过接收机的存储介质保存在本地，待下一次开机则自动加

载恢复上次开机时的保存信息，则可及时定位，称为热启动。然而方

式二的局限性是：

 必须上一次开机已经收取了完整星历并做了本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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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在有效期内使用（2小时以内有效）；

 不同时间地点，接收机收取到的卫星数量是不一样的，每颗卫星

一份独立的星历，上一次保存的星历未必涵盖有当前时刻的所有卫

星。

方式三：AGNSS服务器可搜集各地 CORS站的卫星星历，全星

座、全卫星、全天候输出，接收机终端在开机后通过网络连接 AGNSS

服务器即可及时获取。

图 5.1-7 获取星历图

因此，为满足在接收机终端开机后卫星搜星即刻快速定位的需

求，通过 AGNSS服务的方式三是理想的解决方案。

5.1.5 智能网联汽车对高精度卫星定位海量用户高并发的需求

传统的互联网/工业控制领域，一般采用客户请求异步等待、由

服务器实时计算/处理后，异步返回结果、服务器端采用横行扩展方

式来增加最大并发数，而高精度定位技术有特定的业务场景，比如高

精度定位服务数据在同一个网格点内共用，在特定的时间片内数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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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用，服务数据是可预见/可规划，利用好这些特性可以很容易支持

亿级用户大并发。

（一）预生成的网格 VRS服务数据

以全网数据先生成后服务的方式，先规划好全网 VRS网格点的

生成方式，根据全网基准站数据进行基线模糊度解算，并实时解算生

成 VRS网格点服务数据。

（二）分布式的内存数据库。

按照片区的方式，将其以 key-value的形式存放进内存数据库，

终端用户过来请求时，这时服务数据已经生成，对已经提交的终端请

求，无需等待服务器的计算过程，实时返回用户所需的服务数据，播

发模块则通过 KEY从内存数据库中取得差分电文，通过网络协议播

发给用户，以只读的方式获取 VRS数据，满足海量用户高并发需求。

同时采用推送模块，向边缘服务推送已经生成的网格 VRS数据，以

便用户就近范围服务数据。

（三）CDN与边缘服务器

终端用户上传的 VRS网格标签时，我们得到用户概要位置，这

个片区内已经有用户请求过了/或者边缘服务器已经取到服务数据

了，这是客户无需再向差分改正服务器请求数据，而是直接从 CDN

缓存服务器中直接获取 VRS服务数据，由边缘计算服务器直接返回

给终端客户，大大的减轻负担了服务器的服务，同时也提高了终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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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响应速度。

5.2 与新型电子电气架构的结合

汽车电子电气架构（又称 E/E架构）是指整车电子电气系统的总

布置方案，即将汽车里的各类传感器、处理器、线束连接、电子电气

分配系统和软硬件整合在一起，以实现整车的功能、运算、动力及能

量的分配。

现在，传统汽车采用的分布式电子电气架构因计算能力不足、通

讯带宽不足、不便于软件升级等瓶颈，不能满足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

需求，电子电气架构升级已逐步由分布式 ECU向域控制器、中央集

中架构方向发展。现阶段，各主机厂基本上处于域控制器的 E/E架构

规划阶段。

在域控制器的 E/E架构方案中，高精度卫星定位模块在汽车中的

搭载方案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1）高精度卫星定位模块挂接到中央网关。通过以太网、CAN和自动

驾驶域控制器进行高精度地图等数据的传输，如图 5.2-1所示。高精

度定位模块包括卫星定位信号接入、RTK信息接入、IMU、高精度地

图单元、融合定位算法等。该方案需要将高精度定位及高精度地图信

息通过车内网络传输到自动驾驶域控制器，加大了时间延迟，降低了

高精度定位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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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高精度定位的分离式架构

2）高精度卫星定位模块集成到自动驾驶域控制器，自动驾驶域控制

器直接接入卫星定位信号、GNSS卫星增强信息，并配置惯性测量单

元 IMU、高精度地图单元和融合定位算法等。该方案可以减少数据

传输，有效降低信息的延迟，提升高精度定位的精度。该方案如图

5.2-2所示：

图 5.2-2 自动驾驶域控制器集成化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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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域控制器技术的成熟和新型电子电气架构的使用，自动驾驶

域控制器集成高精度卫星定位模块将成为主流方案。

同时，根据技术方案的不同，考虑不同电子电气架构的结合，具

体可根据以下维度选择方案：

一、从定位修正的维度

方案一：4G/5G/GNSS卫星增强+卫星定位系统

卫星定位系统通过接受 4G/5G/GNSS卫星增强的定位纠正，进行定位

解算，提高定位精度；

方案二：5G定位+卫星定位系统

通过新型定位方法，5G定位进行卫星定位系统的定位纠正，提高定

位精度；

二、从部件的维度

方案一：GNSS卫星增强设备+定位惯导

在当前供应商生产的部件，大多采用卫星定位系统与惯导结合组成一

套部件，支持 GNSS卫星增强的模块作为一套独立部件，两套部件通

过信息交互，提供高精度定位

方案二：5G-Tbox+定位惯导

通过 5G-Tbox集成定位数据，用于定位惯导解算，提高精度定位

方案三：集成式部件

自动驾驶控制器中集成定位惯导模组，运用自动驾驶高运算能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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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定位惯导航迹推算算法，实现控制器集成化；

5.3 满足功能安全的新设计

“功能安全”就是要避免或者缓解“由电气/电子系统故障行为相关

的危害引起的不合理风险”。为了实现汽车上电子/电气（E/E）系统

的功能安全设计，道路车辆功能安全标准 ISO:26262于 2011年正式

发布，2017年国内推出了功能安全标准 GBT34590，为开发汽车安全

相关产品或系统提供了参考。为了能更好地适应不断更新的技术需

求，ISO 26262于 2018年正式改版。该标准中对系统做功能安全设计

时，前期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对系统进行危害分析和风险评估，识别出

系统的危害并对危害的风险等级——ASIL 等级（Automotive Safety

Integration Level,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进行评估。ASIL有四个等级，

分别为 A,B,C,D，其中 A是最低的等级，D是最高的等级，除了这四

个等级，QM表示与安全无关。然后针对每种危害确定至少一个安全

目标，安全目标是系统的最高级别的安全需求，由安全目标导出系统

级别的安全需求，再将安全需求分配到硬件和软件。ASIL等级决定

了对系统安全性的要求，ASIL等级越高，对系统的安全性要求越高，

为实现安全付出的代价越高，意味着硬件的诊断覆盖率越高，开发流

程越严格，技术要求越严格。

ASIL等级的确定，通过三个指标因子严重度（Severity）、暴露

率（Exposure）和可控性（Controllability）评价。三个指标因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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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5.3-1所示。其中严重度是指对驾驶员、乘客或者行人等涉险人

员的伤害程度，分为 S0-S3四个等级，S0没有伤害,S3为致命伤害；

暴露率是指人员暴露在系统的失效能够造成危害的场景中的概率，共

有 E0-E5六个等级，E0指不可能发生,E4指常见的；可控性是指驾驶

员或其他涉险人员能够避免事故或伤害的可能性，共分 C0-C3 四个

等级,C0表示总是可控的,C3表示很难或无法控制。上面三个参数确

定后，就可以使用 ASIL等级表来确定等级，ASIL分级如表 5.3-2所

示。

表 5.3-1 三个指标因子等级

严重度 暴露率 可控性

S0 无伤害 E1 很低的概率 C0 完全可控

S1 轻度和中度伤害 E2 低概率（1%） C1 简单可控（＞99%驾驶员）

S2 严重伤害（有生还可能） E3 中度概率（1%-10%） C2 一般可控（＞90%驾驶员）

S3 致命伤害 E4 高概率（＞10%） C3 很难控制（＜90%驾驶员）

表 5.3-2 ASIL分级表

严重度 暴露率
可控性

C1 C2 C3

S1

E1 QM QM QM
E2 QM QM QM
E3 QM QM A
E4 QM A B

S2

E1 QM QM QM
E2 QM QM A
E3 QM A B
E4 A B C

S3

E1 QM QM A
E2 QM A B
E3 A B C
E4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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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SO26262标准中，涉及安全的产品设计定义了几个重要的阶

段：系统架构、开发设计、测试验证和评估阶段。系统架构定义阶段 ：

包 含 功 能 ASIL级别的定义，ASIL整车系统分配，控制模块框架

结构及相互关系，整车级和零件级的安全概念，安全目标，安全状态，

单点故障度（SPFM），潜在故障度（LFM）和硬件随机故障目标值

（PMHF） 等等。产品开发阶段：产品安全规格定义，软硬件接口，

硬件开发和软件开发，测试规范等等。测试验证阶段：包括软硬件安

全性能测试、系统集成测试，失效率和故障率计算，测试和计算结果

和开发工具评估。安全产品设计阶段如图 5.3-1所示：

图 5.3-1 安全产品设计阶段

通过技术调研，梳理 GNSS高精度定位功能安全解决方案的技术

指标主要包括：精度、可用性、完好性、连续性（抗干扰、防欺骗等）、

功能安全、融合定位。

增强云服务方面考虑到模型化误差、低成本站点组网、简单可靠

的完好性实现机制，终端定位产品方面考虑到硬件功能安全目标、定

位引擎完好性、保护等级等要求。

其产品形态为：满足功能安全的高精度服务；满足功能安全的终

端定位；满足功能安全的定位模组(AEC-Q+ISO26262)。ASIL B功能

安全：TIR(完好性风险）优于 10-7/h。

系统架构 开发设计 测试验证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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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定位系统零部件的新设计

随着卫星定位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高精度定位技术已经应用于

现代生活的各行各业中，比如在测量测绘、精准农业、无人机、无人

驾驶等领域中，高精度定位技术的身影随处可见。特别是随着北斗三

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组网完成，以及 5G时代的到来，北斗+5G的

不断发展，有望推动高精度定位技术在机场调度、机器人巡检、车辆

监控、物流管理、自动驾驶等领域迎来更加广阔的应用。高精度定位

技术在自动驾驶的实现，需要提供更高精度和更高可靠性的定位，终

端的设计面临更大的挑战，多种感知技术与定位技术的融合定位成为

定位系统终端发展趋势，定位系统离不开高精度定位芯片，高精度集

成式天线、高精度融合定位终端设备的支持，本节主要就高精度定位

在芯片，天线，终端的发展应用、技术现状等新设计进行介绍。

5.4.1 高精度定位芯片的设计

卫星导航系统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重大空间和信息化基础设施，

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国土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大技术支

撑系统和基础资源。GPS 导航系统早在 1994 年就建成并于当年提供

了全球民用服务，到 2007 年我国北斗导航系统才建成，在这个长达

13年的时间内，我国的导航终端中绝大部分使用的是美国 GPS 芯片，

国内卫星导航芯片市场的 95%被美国占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的

导航芯片产业将继续在低产品附加值状态徘徊，实现北斗+其它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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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替代美国 GPS 导航的规划也将步履艰难。由于芯片投入回报率周

期较长、研究投入较少、人才不足，不具备研制兼容型、互操作式导

航芯片的自主研发能力，从 2000 年 10 月第 1颗北斗导航实验卫星发

射到 2008 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长期处于“有机无芯”的状态，无

论从国家信息安全还是市场空间角度,实现国产化替代的自主芯片都

尤为重要。

随着《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重大专项》等相关政策的出台，民用方面国产北斗芯片、模块等

基础类产品逐步实现了从早期的130nm、90nm工艺，到近几年的55nm、

28nm、22nm 工艺的演进；从早期的单基带芯片，到基带射频一体化，

尺寸不断缩小，性能不断提升；同时，为了提高定位的精度，定位模

式也从早期的单频单模、单频多模等单点定位，逐步发展为双频多模、

多频多模及 RTK 差分定位及 PPP-RTK 定位，定位精度从米级提升至厘

米级、毫米级，为解决无卫星信号环境下依然能够定位的需求，增加

了利用 MEMS 器件做辅助的组合定位模式，实现了任何场景 100%定位的功能。

NebulasIV(UC9810)芯片是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的新一代射频基带及高精度算法一体化 GNSS SoC 芯片，也是目

前全球首颗射频基带及厘米级高精度算法一体化 GNSS SoC 芯片。支

持北斗、GPS、GLONASS、Galileo、 QZSS 等全系统全频点，适用于

智能驾驶、无人机、机器人、农业、测量测绘及授时等多个领域。



第 76 页 共 152 页

图 5.4-1 国产 GNSS 芯片

NebulasIV 突破了完整兼容现有 GNSS 系统频点技术、全系统全频点

RTK 定位定姿和高频度输出技术，以及时频联合抗干扰技术，兼备高

集成度、高性能、低功耗、小尺寸等特点。最小仅需 12x16 mm 布板

面积，相比上一代模组布板面积节省 80%，领先的 22nm 工艺，300 mW

超低功耗，相比于市场主流产品功耗降低 75%，可更好地满足高精度

市场应用需求，同时最大程度的节省用户综合成本。

北斗/GNSS 基础产品出货量连续跨越百万、千万、万万台/套三

大台阶，已实现大众应用，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汽车前装、

智能手机、精准行业、融合应用和国际市场等五大突破，支持北斗三

号系统信号的 28 纳米芯片已在物联网和消费电子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22 纳米双频定位芯片已具备市场化应用条件，全频一体化高精

度芯片已经投产，北斗芯片性能再上新台阶。

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重大专项》及相关政策的扶持下，国

产导航芯片前期呈爆发式增长，随着应用市场多元化逐渐形成，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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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稳定增加阶段，截至 2019 年年底，国产北斗导航型芯片模块累

计出货量已超 1 亿片，季度出货量突破 1000 万片，射频基带一体

化芯片已经成为主流，且进入稳步增长期。目前已经在中低端市场实

现了对国外主流 GNSS 厂商产品的替代，正在推动中高端市场对国外

主流 GNSS 厂商产品的替代。北斗导航型芯片、模块、高精度板卡和

天线已输出到 100 余个国家和地区。

5.4.2 高精度定位天线的新设计

在 GNSS 领域中，高精度天线是指对天线有相位中心稳定性特殊

要求的一类天线，通常与高精度板卡配合实现厘米级或者毫米级的高

精度定位。在高精度天线的设计中，通常对天线的以下指标有特殊要

求：各仰角增益(低仰角 10 度以上)、周向不圆度、滚降系数、前后

比、抗干扰能力、抗多路径能力等。这些指标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到天线的相位中心稳定性，进而影响到定位精度。

高精度 GNSS 天线最初主要应用于测量测绘领域，用于在工程放

样、地形测图以及各种控制测量过程中实现静态毫米级的定位精度。

随着高精度定位技术的日益成熟，高精度天线逐渐应用在越来越多的

领域中，包括连续运行参考站、变形监测、地震监控、测量测绘、无

人机、精准农业、自动驾驶领域、驾考驾培、工程机械等工业领域，

在不同应用中对天线的指标要求也有明显差异。

近年来无人驾驶系统发展迅速，在无人驾驶中，通常采用 RTK 或



第 78 页 共 152 页

PPP-RTK 高精度定位与惯导组合定位的定位技术，可以在大多数环境

下实现很高的定位精度。其中自动化的程度在不断的提升，使得汽车

对广域下绝对定位精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车道级到达厘米级定位要

求，而传统的汽车仅仅存在普通的米级定位，其对应的天线以及接收

机上均无法满足其中越来越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要求，在汽车的无

人驾驶发展中高精度定位在汽车上的应用才刚刚开始。目前在智能网

联下的无人驾驶中多为后改装的应用场景，因此在高精度的 GNSS 天

线形态上，基本上沿用了传统测绘测量型天线的产品形式，其主要是

基于此类天线具备了稳相位、高增益、全频或多频带、具备抗多路径

能力等性能指标以及已经在毫米级和动态厘米级的各类工程中的成

熟应用经验的实际参考。其中为大家熟知的驾考驾培上可以说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国外对高精度天线的研究开始较早，并且也开发出了一系列性能

较好的高精度天线产品，如 NoVatel 的 GNSS 750 系列扼流圈天线、

Trimble 的 Zepryr 系列天线、徕卡 AR25 天线等，其中不乏具有较大

创新意义的天线形式。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高精度天

线市场都是出于被国外产品垄断的地位。但是近十年来，随着一大批

国内厂商的兴起，国外 GNSS 高精度天线在性能上已经基本没有优势，

反而国内高精度厂商开始向国外开拓市场。

此外国外近年来也发展起来一些新的 GNSS 天线厂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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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tena，Tallysman 等，其产品主要是用于无人机、车载等系统的

小型 GNSS 天线，天线形式通常是高介电常数的微带天线或者是四臂

螺旋天线形式，在此类天线的设计技术上国外厂商已经没有优势，国

内外产品正在进入同质化竞争时期。

NovAtel GNSS 750 适用于基准站系统 NovAtel 风火轮适用于移动终端系统

Trimble Zepryr 适用于基准站系统 徕卡 AR25 适用于基准站系统

图 5.4-2 国外主流高精度厂家天线

国内的高精度天线的产品化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过去十年，

有一批国内高精度天线厂商开始发展壮大，如深圳市华信天线技术有

限公司（简称“华信”）、中海达、鼎耀、佳利电子等，开发出了一

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天线产品。如在基准站天线和内置测

量天线领域，华信的 3D 扼流圈天线、全网通组合天线等，不仅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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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且产品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故障率极低，

可以满足各种环境应用。

而在车载、无人机等行业，外置测量天线和四臂螺旋天线的设计

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在驾考系统、无人驾驶、无人机等行业应用

中已经大规模使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适用于基准站系统 适用于移动终端系统

图 5.4-3 3D 扼流圈天线全网通组合天线

GNSS高精度天线经过多年发展，各项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随

着行业的不同，在应用上也会保持着不同的发展变化。在智能网联汽

车中，华信天线依托于自身在高精度定位天线的技术成熟及产品应用

丰富的优势，也同时致力于形成在智能网联汽车天线的开发和应用的

研究，依据智能车的可塑化不再局限于传统车的定义，也给出了相应

的 GNSS天线在智能网联汽车应用上的一些发展方向，如：

（1）高精度：GNSS天线的高精度的应用在自动驾驶中会如同无人

机等行业一样，仍然会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天线的性能实现上将仍

会保持多频、高增益、稳相位、高抗扰及抗多路径效应能力等性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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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继续关注；

（2）多网天线一体：车的智能网联化已经明确涵盖了卫星定位通信

网、车辆网及蜂窝通信网的应用，其中涵盖了至少具备 GNSS天线、

蜂窝通信终端天线、V2X天线及其它天线，为此针对如此之多的天

线单元，安装及维护的复杂、高成本、高频信号的衰减等问题也必然

要解决的问题，对此天线的一体集成可以有效的达成。

（3）系统集成：数字化的传输更有利于车身的整体通信，同时也可

以很好的减少高频信号传输衰减及低插损线缆的高成本问题；

（4）小型化：小型化是各行业持续致力的目标，其可以明显的带来

集成上的优势，可以有效实现整机尺寸的小型化，适应性更强，在小

型化中的设计在于性能指标的满足和尺寸的平恒，得从系统的角度以

及空时域的应用成功率的角度融合出发，对天线的指标和尺寸进行平

衡，否则一味的就一种没有限定的前提去设计都是无意义的；

（5）共形化：共形的意义在于 天线的引入不影响到车身外观的设置，

即隐藏于车身的某个位置；

（6）共体化：在于有效的利用车身可设置天线的部位；

（7）外形可塑：车身形态的变化及更多车型的配合需求天线要具备

更多维的不同天线形式。

面对高精度定位天线在智能网联的高精度定位性能的实现，其也

会区别于传统汽车定位天线的形式，整体可概括为几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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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案的多样化：传统汽车的定位天线均为规则微带贴片天线形

式，此已经固化了汽车行业内的认知，对此多领域多行业的天线设计

形式的融合应用将会是实现汽车高精度天线的一种必然；

（2）多阵元技术：单纯的物理集成也是当前传统汽车天线的设计思

维，多阵元设计的融合参考也将会是一种必需的设计参考；

（3）多隔离技术：同频和非同频的波动在系统中时长出现 ，这是在

传统汽车天线中还未普及的一种设计，隔离在天线端意味着一种耦合

损耗，因此有效的实现天线单元间的隔离度可以更好的保障天线的性

能

可提供给智能网联汽车天线匹配天线形式如：

图 5.4-4 不同形态 GNSS+V2X+5G 智能网联汽车天线

5.4.3 高精度定位终端的新设计

随着5G通信、定位导航、自主核心芯片、车路协同领域的快速创

新，市场对汽车在高精度定位精度方面为自动驾驶落地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由于每种定位技术的特性使然，单一类型定位技术无法满足高

级别自动驾驶汽车在全天候复杂环境下的精准定位需求及安全冗余，

多传感器融合高精度定位技术是高级别自动驾驶车辆应用的必然趋

势，多传感器融合高精度定位终端融合卫星高精度定位、高精地图匹

配定位、图像识别定位、IMU 惯性导航预测定位、RTK 地基融合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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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RTK 星基融合定位、5G NR+V2X 通讯、信息与网络安全等多项技

术于一体, 融合以上技术的终端其技术特点为使用具备超级运算能

力的处理器、卫星导航系统、下一代移动通信网、加密与安全机制等新

技术，为用户提供革命性的智能网联通信基础的定位。基于卫星导航的

高精度多功能定位融合终端是为满足汽车智能网联 L3级以上自动驾

驶需求研制并拟产业化的智能化终端的必须条件。满足目前智能网联

汽车多媒体通信以及智能交通、车路协同、自动驾驶等需求，从而为

L3级以上自动驾驶提供关键的网联定位感知融合能力。

融合定位终端的新设计主要是为 L3 及以上级别自动驾驶的落

地，需要车端感知定位系统实时获得自身的确切位置，解决”我在哪

里”的问题。在不同的场景下实现准确可靠的汽车位置和姿态等定位

信息，是自动驾驶落地的前提和基础，而采用普通导航地图、卫星定

位及基站定位等现有的定位方案，不足以满足自动驾驶汽车对于高精

度定位的需求，多种感知技术与定位技术的融合定位成为自动驾驶汽

图 5.4-5 融合定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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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高精度定位的技术趋势。多传感器融合高精度定位终端的设计是将

包括 GNSS 高精度定位，IMU 惯导，车辆轮速及方向盘转角，V2X 车联

网，RSS 实时信息，云端气候与交通信息，视觉摄像头信息，超声波

和毫米波雷达信息，激光雷达信息与高精地图匹配信息，进行组合卡

尔曼滤波算法融合后，输出车辆当前的位置、姿态、速度、高精地图

EHP 信息、交通动态信息、定位置信度等给予后端 ADS 控制器作决策。

多种感知技术与定位技术的融合定位能有效解决自动驾驶在多种复

杂场景下的定位准度和精度，满足自动驾驶对高精度定位的需求。

终端的新设计融合 5G，V2X，视觉或者激光雷达感知结果，高精

地图，GNSS+RTK，IMU 定位数据，车身信息后，稳定实现输出 20cm

的车道级定位精度，整个终端的系统架构图形成如下图 5.4-6 所示：

图 5.4-6 融合定位终端系统架构图

终端设计在内部算法上，高精度定位系统主要是依托高精地图的

道路先验信息，通过惯性传感器（IMU）和全球定位系统（GNSS）配

合地基融合定位（RTK）、星基融合定位（PPP-RTK），精确定位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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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其中，高精地图为车辆环境感知提供辅

助，提供超视距路况信息，并辅助车辆进行规划决策。以惯导系统(IMU)

的高频率 100-200Hz 做为基准,各个数据通过系统输入源进入组合卡

尔曼滤波进行最优定位预测，稳定输出 20Hz 的定位数据。输出的定

位结果与全球定位系统（GNSS）,地基融合定位（RTK）的原始观测量

数据回流到惯导系统的捷联式算法中，对惯导系统的误差进行校准，

形成一个高精度定位的闭环。

整个终端系统的架构嵌入到自动驾驶的架构后，形成数据流图，

如图 5.4-7 所示：

图 5.4-7 融合定位终端在整个系统架构中数据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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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性能的 SOC 提供的外围设备接口，比如 USB，IIC，UART，

PCI-e，CSI，SPI，RGMII 等，构建一条带时钟同步的数据总线，负

责与外部的 DR 设备，Sensor 设备，5G 模块实现数据交互，数据在

SOC 端进行融合定位和预测，最终定位的结果信息通过以太网或者

CANFD 给到后级的决策规划模块，决策规划模块输出控制信息给到汽

车线控系统控制汽车的速度和转向，完成汽车在特定场景的自动驾驶

功能。

目前高精度多功能定位融合终端的新设计是在传统的车载域控

制器上集成包括高精度定位、V2X、高精地图、感知单元定位融合等

多项功能，统一通过车载以太网与车身网关交互，提高定位精度和准

度的同时，也符合汽车电子电气架构往集中式的演进趋势产生的产

品。

5.5 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卫星定位在 L3/L4车型上的应用

多传感器融合就是将多个不同类型传感器感知获取到的数据、信

息集中在一起综合分析以便更加准确可靠地描述外界环境，可显著提

高系统的冗余度和容错性，从而保证决策的快速性和正确性。目前，

多传感器融合高精度定位技术在 L3 级准量产车型及 L4 级研发测试

车辆上有了应用，但是自动驾驶级别及应用场景的不同，多传感器融

合高精度定位技术的方案选择有所不同。

5.5.1高精度定位在 L3级准量产车型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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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位置和姿态信息用于车辆的路径规划和车辆控制。国内外

主机厂推出的 L3级准量产车型均采用了多传感器融合的高精度定位

技术，但是不同主机厂所采用的高精度定位方案有所不同。

国外方面，特斯拉采用的是以视觉摄像头为主，再加上普通精度

卫星导航定位设备、毫米波雷达和超声波雷达等传感器实现高精度融

合定位，实现高速公路的自动驾驶功能；奥迪 A8的传感器配置最为

丰富，采用四线激光雷达、卫星导航定位设备、毫米波雷达、摄像头、

超声波雷达等传感器进行高精度融合定位，实现拥堵巡航自动驾驶

（Traffic Jam Pilot）功能；凯迪拉克 CT6采用 Trimble高精度卫星导

航定位服务、毫米波雷达、摄像头、超声波雷达等传感器进行高精度

融合定位，实现高速公路自动驾驶功能。

国内方面，长安汽车 L3级自动驾驶系统包括 GNSS卫星导航定

位设备、5个毫米波雷达、6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等传感器，

再结合高精度地图和 ADAS 地图的道路信息，实现车道级高精定位

和精准路径规划；广汽新能源 Aion LX以Mobileye Q4芯片为核心，

配置千寻 FindAUTO高精度卫星定位、摄像头、5个毫米波雷达、12

个超声波雷达等传感器，车辆通过高精度卫星定位数据、毫米波雷达、

视觉识别三种技术的融合互补，再结合高精地图实现 0.1米的定位精

度，实现 0-120公里/小时全速域脱手、脱脚 L3级自动驾驶功能；小

鹏汽车 P7车型搭载小鹏 XPILOT 3.0系统，该系统采用英伟达 Xa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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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芯片、千寻 FindAUTO高精度卫星定位、12个超声波传感

器、5个毫米波雷达、13个自动驾驶摄像头及相对定位精度小于 0.3%

的高精度地图实现高精度融合定位。一汽红旗 E-HS9 搭载高精度卫

星定位，实现最高精度为 20cm的卫星定位结果，融合毫米波雷达、

超声波雷达、摄像头等传感器，实现 L3级自动驾驶与 C-V2X功能，

该车型也是行业首款在多个 LTE-V2X 通信场景下实现 100%辅助预

警验证的量产车型。

5.5.2高精度定位在 L4级研发车辆上的应用

相比于 L3级自动驾驶，L4级测试研发车辆对高精度位置和姿态

信息的精度要求更高。各主机厂和自动驾驶方案商在 L4级研发车辆

上所采用的感知传感器融合技术方案相近，包括 GNSS/IMU组合导

航设备、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超声波雷达等。L4级研

发测试车辆的高精度定位方案与 L3级准量产自动驾驶车辆的方案有

比较大的不同，极少数的主机厂 L3级准量产自动驾驶车辆的方案选

用了激光雷达，而针对 L4级研发测试车辆的硬件感知方案，大多数

主机厂和自动驾驶方案商均选择以激光雷达为主，部分主机厂选择以

摄像头为主，但是不管以哪种硬件方案为主，高精度的 GNSS/IMU

组合导航是必不可少的传感器。

L4级自动驾驶研发测试车辆高精度定位方案成本较高。早期主

机厂和自动驾驶方案商为了验证自动驾驶技术方案和算法，各个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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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都比较昂贵，每辆车的改装硬件传感器成本要上百万元级别。

目前，随着传感器技术的突破、成本的降低和自身方案算法的成熟等，

每辆车的高精度定位方案成本在逐步降低。比如，高精度 GNSS/IMU

组合导航设备的单价由之前的大几十万接近百万人民币降低到现在

的十万人民币以内。

现阶段，L4级自动驾驶车辆还都是以研发测试、小规模场景示

范应用为主，受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距离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还需很

长一段时间。典型的应用场景有：Robotaxi、末端物流配送、港口码

头、无人接驳、无人矿卡、自动代客泊车（Automated Valet Parking，

AVP）等，但是由于不同车辆的车体尺寸、工作环境和实际的应用场

景不同，不同应用场景所采用的传感器数量会有所不同。

上述特定场景、限定区域内的高度自动驾驶应用所采用的高精度

定位方案大致相同，均采用高精度 GNSS/INS组合导航、激光雷达、

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等多种感知传感器融合的高精度定

位方案。在感知工作范围内实现多重冗余，极大提升整车的安全性能，

典型的 Robotaxi的高精度定位方案包括 3个激光雷达、9个摄像头、

5个毫米波雷达、12个毫米波雷达、1个高精度 GNSS/IMU和高精度

地图。无人矿卡普遍采用高精度 GNSS/IMU组合导航、激光雷达、

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再结合高精度地图进行融合定位，使

无人矿卡的感知系统可以在矿场恶劣的环境下实现全天候全天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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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的定位精度，保证无人矿卡的作业安全。实现 AVP功能的技术

方案也各有不同，包括车端、场端和云端，博世、禾多采用场端为主，

车端和云端为辅的技术方案；纵目采用车端为主，场端和云端为辅的

技术方案。传统车端 AVP方案配置 12个超声波雷达和 4个环视摄像

头，有些方案用激光雷达，再结合高精度地图进行融合定位，实现安

全可靠的自动代客泊车功能。上汽在洋山港的智能重卡方案上应用了

高精度卫星定位，结合 AI人工智能、5G、V2X车联通讯等先进技术，

成功实现在港区特定场景下的 L4级自动驾驶、厘米级定位、精确停

车（±3cm）、与自动化港机设备的交互以及东海大桥队列行驶，为

港口运输客户提供更智能、更安全、更高效、更环保的集装箱转运方

案。

5.5.3高精度定位在 V2X量产车型上的应用

一汽红旗在 2020年推出的豪华车型 E-HS9，该车型搭载了千寻

位置 FindAUTO高精度定位服务，可以获得最高精度为 20厘米的卫

星定位结果，帮助车载系统精准判断车辆在主辅路、高架上等复杂场

景所处的车道，从而实现 L3级自动驾驶与 C-V2X的功能，该车型也

是行业首款在多个 LTE-V2X 通信场景下实现 100%辅助预警验证的

量产车型。

上汽通用推出的 2021 款别克 GL8 Avenir 是国内首批首批搭载

V2X（Vehicle to Everything）智能交通技术的量产车型，也应用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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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定位服务，辅助 V2X功能实现更准确的车与车(V2V)、车与道路

基础设施(V2I)之间的信息交互及共享。

5.5.4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定位解决方案典型应用案例

5.5.4.1 北斗星通

随着汽车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北斗星通也正在布局自动驾驶方

向，往集成化、智能化、联网化方向发展。此外，北斗星通为宝马、

奔驰、大众等国际知名汽车厂商提供汽车电子电器测试与验证服务，

是全球重要的汽车工程服务提供商。北斗星通同时还联合了 NovAtel

等多家优秀的国内外传感器厂商一同致力于 L3、L4、HAD 采集等

不同类型自动驾驶应用的具体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各项优质的产品

与服务。

1. 产品方案

（1）PwrPak7D-E1一体式MEMS组合导航系统

图 5.5-1 PwrPak7D-E1 产品

PwrPak7D-E1是一款高集成度的 NovAtel SPAN组合导航系统，

内部包含最新的 OEM7 GNSS 板卡、不受出口限制的商用 M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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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U，内置存储、WiFi 并具有丰富的输入 / 输出接口，为用户提供

高性价比、一体化封装的 GNSS+INS 解决方案。

产品特点：

 紧耦合组合导航算法

 555 跟踪通道，支持全系统多频点解算

 多通道 L-Band 信号接收，可选配 TerraStar 星站差分服务

 商用 IMU，不受出口限制

 丰富的通信接口，易于安装和集成

 内置 Wi-Fi 连接

 内置 16GB 存储

 可选配双天线

（2）NPOS122 超高性价比组合导航接收机

图 5.5-2 NPOS122产品

NPOS122 是北斗星通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组合导航产品，拥有

完全自主的紧耦合 SPAN 算法，可以为多种复杂场景的应用提供连

续、高精度的位置、速度、航姿信息。适用于智能驾驶、农机、动中

通、无人机等多种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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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多星座多频点支持，支持 GPS、GLONASS、Beidou、Galileo

 多种高精度定位技术支持，RTK/FastPPP

 多种差分数据格式支持，RTCM3.0/3.2 等

 双天线设计，ALIGN 算法，支持单机静态测向功能

 SPAN 紧耦合组合导航算法，车载 Land Profile，卫星信号失锁时

依然可以可靠工作一定时间

 内置板载车规级 IMU（单模块集成 GNSS+INS），也支持外接

高精度 IMU

 输出语句支持 NMEA0183, 根据行业应用支持定制的 ASCII 和

二进制协议

 丰富的接口界面（USB 口、COM 口、CAN 口）

 可为用户提供定制化轮速传感器信息导入，轮速信息提高定位精

度和可靠性

 可为用户提供定制化 CAN 总线协议支持

（3）SPAN-ISA-100C小型化闭环光纤组合导航

图 5.5-3 SPAN-ISA-100C光纤组合导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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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Norhrop-Grumman Litef 公司生产的 IMU-ISA-100C 是一款性

能接近导航级别的惯性测量单元，集成了三轴光纤陀螺仪和全温补偿

MEMS 加速度计。IMU-ISA-100C 通过一个高可靠性的 IMU 接口

与 NovAtel 公司的 PwrPak7 接收机进行数据交互，PwrPak7 接收

机将 GNSS 和 IMU 的测量数据进行融合后，以 200Hz 的频率输

出高精度的三维位置、速度、姿态信息。

产品特点：

 紧耦合组合导航算法

 近导航级 IMU，闭环光纤陀螺仪、微机械加速度计

 200Hz 数据更新率

 支持零速修正（ZUPT）

 高稳定性、高可靠性（MTBF >46,100 小时）

 支持 16 GB 数据存储

 支持 GNSS 双天线输入

 支持外接轮速传感器

2. 应用案例

（1）Robotaxi应用

NovAtel SPAN 系列产品、Npos 系列产品已广泛服务于国内

Robotaxi头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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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5 Robotaxi应用

（2）自动驾驶细分应用

NovAtel SPAN系列产品、Npos系列产品已服务于国内上百家自

动驾驶企业，包括矿区港口、干线物流、园区接驳、环卫清扫、末端

配送等应用场景。

图 5.5-6 自动驾驶细分应用

（3）高精度地图采集

NovAtel SPAN系列产品为高精度地图采集提供精准时空基准，

是国内有资质图商的首选产品方案。



第 96 页 共 152 页

图 5.5-7 高精度地图采集应用

5.5.4.2 北斗智联

1. 系统方案

北斗智联高精度融合定位总成在 L3 级准量产车型上实现了高精

度车道级定位，整车采用了 1 个前视摄像头、4 个环视摄像头、5 个

毫米波雷达、12 个超声波雷达的经典配置，实现了 L3级的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脱手、脱脚的 HWP(高速公路驾驶)的功能，高精地图定位

总成相关的车身 EE 架构如下：

图 5.5-8 高精度融合定位总成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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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原理

通过集中式中央网关，带 5G+V2X 的高精度地图定位总成（以下

简称高精度地图定位总成）与外部的智能座仓域控制器，前视智能摄

像头，L3+智能驾驶域控制器，车身信息进行数据通信。前视智能摄

像头的感知结果数据由以太网，车身信息数据由 Can FD 传送到高精

地图定位总成，与 GNSS+RTK+IMU+ODO 数据，5G+V2X 数据配合上高精

地图进行融合定位，输出符合 ADASIS V3.1 的 EHP 数据由以太网 20Hz

的频率，横向定位精度为 20cm，纵向定位精度为 1M,航向角偏差为

0.5 度的车道级定位数据给到 L3+智能驾驶域控制器进行 EHR 数据的

重构，让汽车理解自身所处的位置与及周边道路的情况。

在整个以车道级定位信息为主要数据的信息传输过程中，每个定

位信息都需带上产生该信号的时间戳，整个 EE 架构的时间同步机制

的精度是决定最终定位结果精度的重要因素，在整个自动驾驶域定位

相关的时间同步框架如图 5.5-9 所示。

在整个自动驾驶域的时间同步上，使用的协议标准是 Time

Synchronization over CAN AUTOSAR Release 4.2.2，以全球定位系

统（GNSS）精准授时做为时钟源，由高精地图定位总成做为 Time

Master 输出时间同步信号，前视摄像头，车身信息模块，L3+智能驾

驶域控制器作为 Time Slave 同步 Time Master 的时间同步信号，把

自身的时钟与 Time Master 精确到毫秒内。在 L3+自动驾驶域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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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9 自动驾驶域定位相关的时间同步框架图

私有网络连接的毫米波雷达和超声波雷达中，是用域控制器做为Time

Master输出时间同步信号同步外部的感知单元，最终实现各个定位数

据源在时间和空间的同步。

此终端产品获得2020第五届铃轩奖前瞻类车联网优秀奖，为高精

度定位总成在自动驾驶落地提供了一种优秀可靠的解决方案。

图 5.5-10 解决方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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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3 BOSCH

1. 系统方案

BOSCH 新开发的卫星定位智能传感器 VMPS (Vehicle Motion

and Position Sensor), 是集成了高性能的多频多系统 GNSS接收器、惯

性传感器、车辆轮速信号及 GNSS纠偏服务，可满足自动驾驶对车辆

定位需要高精度、高安全性及高可用性的需求。VMPS 提供安全的

位置、速度、姿态及时间信息，满足 ISO26262功能安全及汽车标准。

如图 5.5-10所示：

图 5.5-10 VMPS产品

表 5.5-1 VMPS 技术指标

类型 指标 备注

典型绝对定位精度 0.5 m 1sigma

典型速度精度 0.15 m/sec 1sigma

完好性保护等级 3 – 15 m 取决于不同场景及故障率

2.基本原理

1）VMPS基本原理

为了实现高度精确的定位，VMPS主要利用卫星导航数据，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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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信号连接中断，例如在桥梁下或隧道中，则集成的惯性传感器以

及轮速传感器的信号用于续航定位，在短时间内提供精确的车辆位置

信息。

2）GNSS纠偏服务的集成

GNSS容易出错，例如卫星时钟和轨道误差，电离层和对流层干

扰，多径效应和接收机误差。VMPS所采用是基于 PPP-SSR（Precise

Point Positioning – State Space Representation）的纠偏服务，该纠偏服

务可对卫星时钟，轨道，电离层和对流层误差进行校正。 它由参考

站和数据处理中心组成，改正数将通过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或 cloud传

输到车辆，并且 VMPS可以利用它作为输入来计算输出信号和完好

性信息。如图 5.5-11所示：

图 5.5-11 纠偏服务定位集成逻辑图

5.5.4.4 德赛西威

高精度方案在 GNSS单点定位的基础上，增加了差分 GNSS-RTK

和惯性导航(Dead Reckoning)功能，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位置服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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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更快速：最快 2 秒即可获取位置；

（2）更精准：远胜于 GNSS单点定位，满足自动驾驶需求的车道级

高精度位置；

（3）更全面：隧道、车库等全遮蔽环境也具备定位能力。

1. 系统方案

方案整体框架如下图 5.5-12所示，由导航卫星、蜂窝通讯、CORS

系统和车载系统构成；其中车载系统包括 GNSS-RTK模块（至少包

括 BDS/GPS双模，L1/B1c+L5/B2a 双频）、3G/4G蜂窝通讯模块、

中央计算单元、IMU、和其它可选的比如雷达、激光雷达、摄像机等

传感器组成。

图 5.5-12 方案整体框架图

蜂窝通讯模块与 GNSS-RTK模块与中央计算单元通过以太网网

关互相连接，同时它们还通过高速 CAN总线连接到车身 CAN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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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车速信息频率不低于 5Hz，折合为脉冲时分辨率不低于 6cm/脉

冲。见下图：

图 5.5-13 方案模块连接框图

图 5.5-14 融合定位输出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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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 GNSS位置，车载惯导传感器、CAN 总线收到的数据以

及其它传感器数据传到惯导融合模块，经计算后输出位置，速度，姿

态等信息。其中：图像和高精地图数据的输入以及可选的雷达、激光

雷达等数据可辅助惯导融合模块提高精度和系统鲁棒性，需要考虑车

载平台的整体方案确定，如图 5.5-14。

2. A-GNSS

A-GNSS即 Assist GNSS，通过蜂窝网络协助 GNSS 快速定位的

技术。具体服务流程如下：

（1）A-GNSS算法从 4G/3G蜂窝通讯模块获取当前与之通讯的基站

Cell ID，并上传到 RTK网络服务器；

（2）RTK网络服务器根据 Cell ID选择终端相对应的星历、时间、位

置等辅助定位信息并下发；

（3）A-GNSS 算法将接受到的辅助定位信息通过 Uart 等总线注入

GNSS定位芯片，帮助 GNSS芯片实现快速定位。

图 5.5-15 A-GNSS辅助快速定位实现原理框图

3. 高精度位置 RTK差分解算

（1）GNSS 芯片上传初始 GGA 给车机中央计算单元中（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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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ing unit）的 RTK网络服务接入模块（Service Access）；

（2）车机中央计算单元中的 RTK网络服务接入模块（Service Access）

将初始 GGA通过 3G、4G蜂窝网络传给 RTK高精度服务平台；

（3）RTK高精度服务平台下发该 GGA对应的 RTCM格式的改正数

给车机中央计算单元中的 RTK网络服务接入模块（Service Access）；

（4）车机中央计算单元中的 RTK网络服务接入模块（Service Access）

将该组改正数（RTCM格式）传入 GNSS芯片；

（5）GNSS芯片使用自带的 RTK解算算法计算出高精度 GNSS位置

给到后续惯导融合模块。

图 5.5-16 高精度位置 RTK差分解算实现原理框图

4.高精度定位服务接入

（1）车机中央计算单元中的 RTK网络服务接入模块（Service Access）

向 OEM后台发起请求，获取账号信息；

（2）OEM后台接收到请求后，向 RTK网络服务网关发起获取 RTK

网络服务账号的请求 （可以做成定时同步）；

（3）RTK网络服务网关路由到鉴权服务器获取 RTK网络服务账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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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给 OEM后台

（4）车机中央计算单元中的 RTK网络服务接入模块（Service Access）

使用账号信息连接改正数播发服务器；

（5）改正数播发服务器向鉴权服务器请求；

（6）鉴权完成后与 RTK网络服务播发平台建立常连接，上传 GGA，

并接收下发的 RTCM改正数。

图 5.5-17 高精度定位服务接入实现原理框图

5.5.4.5 百度

1. 系统方案

该项目采用的定位方案为：差分 GNSS+IMU+视觉+高精地图方案，

详细如图 5.5-18 所示。

该定位系统基于高精地图数据，融合 Camera、GNSS(单频 RTK)、

IMU、车速、轮速信息提供了高精度的位置信息(横向 20cm，纵向 2m，

航向 1°)，同时基于准确的位置信息提供了丰富的地图信息以及地理

围栏和提醒信息服务，利用这些信息，自动驾驶系统能够判断车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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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18 定位解决方案图

否开启 Handsoff的行驶区域，提前 2km的提醒信息可以给自动驾驶

系统预警影响驾驶安全的因素，如坡度超限、曲率超限、出匝道、收

费站、道路尽头等，使自动驾驶能够提前提示人员接管等安全策略；

相对与道路车道线的定位可以提供车辆在车道内的高精度位姿供自

动驾驶系统进行精细化控制和调整，保证车辆的平稳行驶；目前该产

品覆盖了中国境内的 30万 km的高速和城市快速路。

高精定位应用的意义重大，解决车辆“我在哪里”，是自动驾驶可

靠性的保证。较高的绝度定位可以提高地图匹配的效率，在传感器被

遮挡的时候也能提供的备份功能，绝对定位精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

自动驾驶效果的提升，也有利于车企的综合成本控制，大大促进自动

驾驶进入商业化。

实现的功能：

1）道路级定位：根据多传感器融合定位结果和高精地图信息，确

定车辆在哪条道路上，并输出道路的信息。

2）车道级定位：根据道路级定位结果、多传感器融合定位结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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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地图信息，确定车辆在道路的哪个车道上，并返回车辆所在车

道序号及可信程度（可用或不可用）。

3）车道内定位：根据多传感器融合定位结果、感知信息与高精地

图信息匹配结果，确定车辆在车道内的准确位置，并输出车辆在

GCJ02坐标系下的绝对位置和航向信息，以及车辆在车身坐标系下

距离左右车道线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航向角。

4）输出定位状态：输出当前定位结果的可用状态（可用或不可用），

当定位不可用时输出导致定位不可用的原因（如某传感器存在某类

故障）。

5）地理围栏和提醒信息：地理围栏指的是自动驾驶系统根据目前

系统能力定义的车辆能够开启自动驾驶的区域，地理围栏外表示不

适合开启自动驾驶，地理围栏内表示适合开启自动驾驶。根据高精

定位信息可以输出当前车辆是否在地理围栏内。同时根据高精定位

信息可以输出车辆前方一定范围内影响自动驾驶的相关信息，并输

出距离最近的两个要素，同时输出相应的要素与车辆的距离进行提

醒。

2. 应用案例

2019 年 10 月 17 日，广汽新能源 Aion LX（埃安 LX）上市销售，

这是广汽新能源首款纯电动 SUV车型，这款车拥有高达 650Km 的 NEDC

续航能力，并在其顶配车型中实现了高速公路驾驶辅助功能（HWA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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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Way Assist Hands free），该车搭载了百度 Apollo 的定位和

高精地图，使得 Aion LX 更安全、更可靠、更智能。

基于定位实现的功能，埃安 LX/埃安 LV实现的功能：

AEB Autonomous Emergence Braking 自主紧急制动

ACC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自适应巡航控制

LDW Lane Departure Warning 车道偏离预警

LKA Lane Keeping Assist 车道保持辅助

LCC Lane Centering Control 车道中心控制

AHBA Adaptive High Beam Control 自适应大灯控制系统

TSR Traffic Sign Recognition 交通标志识别

TJA Traffic Jam Assist 交通拥堵辅助

ICA Integrated Cruise Assist 集成式巡航辅助系统

ILC Indicate Lane Change 自动变道辅助

HWA High Way Assist 高速公路辅助

图 5.5-19 Aion LX（埃安 LX）

5.5.4.6 中国移动

1.系统方案

中国移动高精度定位网络及 5G网络，为 L3 及以上智能驾驶车

辆提供实时厘米级定位服务；车辆可将 GNSS定位信息与车载多种传

感器进行融合定位，结合高精度地图，实现车辆在隧道、城市高楼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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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等复杂环境下的连续定位。技术架构如图 5.5-20所示：

图 5.5-20 解决方案技术架构图

面向车企或者自动驾驶方案商，可以提供标准化的定位服务或

“终端+地图+定位服务”的完整解决方案。如表 5.5-2所示：

表 5.5-2 可提供产品表

类别 内容 产品

云 平台 智能驾驶计算平台

管 通信网络 5G网络

端

定位终端 GNSS+INS模块

传感器 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

地图 高精度地图

定位服务 厘米级定位服务

GNSS带来的价值应用：

1)绝对的位置基准：高精地图适配、统一坐标框架；

2)车道级匹配识别：变道判断与指引、上下匝道指引；

3)定位系统辅助手段：针对于雨雾等恶劣天气，视觉传感器失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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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设备失灵；道路上特征不明显等情况的辅助手段；

4)时空基准：纳秒级授时，统一时空。

2. 应用案例

1) 湖北武汉 5G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

中国移动联合武汉经开区、东风汽车在武汉打造了当前国内规模

最大的智能网联示范区，总体规划测试道路 159 公里，覆盖 90 平

方公里，在驾驶车辆上实现动态高精度定位，实现远程驾驶、L4 自

动驾驶、5G 道路测试场等多场景示范。央视 《新闻联播》 等栏目

对示范区进行了广泛报道。

图 5.5-21 武汉 5G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情况

2) 上海东海大桥 5G智能重卡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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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联合上汽集团、上港集团等打造洋山港-芦潮港智能重

卡自动驾驶道路，路段共约 42km。中国移动提供 5G+北斗精准定位

服务，高精度定位平台实时播发差分数据，实现智能集卡编队自动驾

驶、集装箱智能转运应用。提升东海大桥通行效率 100%，提升单点

装卸作业效率 10%。

图 5.5-22 上海东海大桥 5G智能重卡编队情况

5.5.4.7 四维图新

1. 系统方案

四维图新开发的 GNSS 定位输出系统，用于辅助高级自动驾驶功

能，由监控模块、偏转插件和基于 AUTOSAR 的应用软件模块三部

分组成，实现位置信息接收、坐标数据处理、位置信息输出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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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整个系统能够及时、安全、可靠地运行。

GNSS 定位输出系统中的监控模块以静态库的形式被集成使

用，系统的输入数据来自于外部前端模块，输出数据发送至外部后端

模块，如下图 5.5-23所示。

图 5.5-23 解决方案示意图

GNSS定位输出系统设计采用 Top-down 设计原则，对软件进

行逐级分解设计，提高了软件的合理性和可扩展性；对于复杂的软件

信息，设计采用信息隐藏原则，将信息封装在一个独立的接口中，对

外视为黑匣，提高了应用灵活性，可适性的同时，降低了系统内部的

耦合度，也大大增强了信息安全的可靠性。

2. 应用案例

国际某车厂项目为在中国实现 L3级别的自动驾驶功能，需要高

精度地图和 GNSS RTK高精度定位的支持。

根据中国法律，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需要加密，车辆位置坐标

（WGS-84坐标系）需要被转换为 GCJ02系统下的位置坐标。转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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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由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提供的偏转插件完成，四维图新负责申请保

密插件用于车辆的电子系统中，因偏转插件只能达到 ASIL-QM等级，

因此需要开发 GNSS 定位输出系统对偏转插件进行监控，并达到

ASIL-B 的质量等级。

5.5.4.8 均联智行

1. 系统方案

均联智行在传统 T-Box模块的基础上，集成了 V2X，车载蓝牙

钥匙，高精度定位与高精地图输出功能，在高精定位与地图方面，提

供亚米级高精定位，融合 V2X，摄像头，高精地图等融合的高精定

位算法，输出给 L3级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示意图如图 5.5-24所示。

HD Map 数据/高精定位算法/EHP 集成在 T-Box 中，T-Box 按

ADASISV3协议输出地图及定位信息. 相关产品按照 ASIL B标准设

计与开发，满足自动驾驶的功能安全要求。详细的输出信号主要包括

以下几类：

1) 地理围栏信息，定义是否在地理围栏内；

2) 自动驾驶提醒信息

3) 高精度定位信息

4）高精地图属性，包括 road profile/ road geometry/ lane profile等

5) 时间同步信号。

6) IMU原始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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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24 解决方案示意图

均联智行的解决方案不仅复用了原有的硬件设备, 还满足客户

的需求。系统可以利用多个传感器的数据输出多种自动驾驶数据给

ADAS或高级自动驾驶系统, 并且拥有低延迟, 高精度, 高可靠性，

ASILB等优点。高精地图及定位软件及其数据还可以通过 OTA功能

不断更新, 与时俱进，即帮助车企节约了成本，又为未来集中化的汽

车电子电气架构探索提供了案例。

相关产品将与 2021年上半年实现量产，装配在合作伙伴的量产

车型中实现市场投放。

5.5.4.9 司南导航

1. 系统方案

实时的高精度位置感知是实现自动驾驶的前提条件，司南导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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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车辆运行工况与整车标准规范量身打造了智能驾驶汽车北斗高精

度位置感知解决方案，为该车提供了厘米级精度的位置、速度、姿态

和时间（PVAT）等信息。

图 5.5-25 智能驾驶汽车北斗高精度位置感知解决方案

该智能驾驶汽车北斗高精度位置感知解决方案，能够基于北斗地

基增强网提供的差分数据，为 RTK终端提供差分数据的输入，同时

RTK终端可以通过天线接收北斗及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信号，并将

解算结果与惯导、里程计、LIDAR融合之后，为智能驾驶汽车提供

位置/姿态的感知信息，能够保障导航信息的高精度与可靠性，进而

实现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智能操控。

（1）量产型车规级北斗高精度定位定向接收机

M100S GNSS接收机，为自动驾驶乘用车提供了厘米级精度的位

置、速度、姿态和时间（PVAT）信息。该接收机既能在可靠性、稳

定性、抗辐射等质量指标方面符合车规级标准，甚至在某些指标上优

于车企标准要求，又能满足汽车前装市场的应用需求。

核心优势：

1）高精度 RTK/CPS自适应融合算法，提供厘米级定位精度，可满足



第 116 页 共 152 页

图 5.5-26 车规级 M100S 定位定向接收机

车道级别智能驾驶需求；

2）高精度算法保护、容错和诊断功能，提高了软件系统运行的稳定

性，保证定位定向结果的连续、稳定、可靠；

3）灵敏度高、抗恶劣天气，满足智能驾驶对复杂工作环境的需求；

4）设计生产符合 IATF16949 质量体系；硬件通过 AEC-Q100、

AEC-Q101、AEC-Q200等车规级认证。

2. 应用实例

（1）全球首款量产型 L3级自动驾驶乘用车

作为全球首款量产型 L3级自动驾驶乘用车，上汽荣威Marvel X

能够实现“最后一公里”自主泊车功能——在低速无人驾驶环境下，

Marvel X可以主动避障、自动导航到达指定的泊车位，完成自主泊车

操作。在车主出发前，该车还能自动驾驶到指定唤车点，实现自主取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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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27 上汽荣威 Marvel X

（2）全球首款“5G+L4级”智能重卡

2019年 11月 9日，上汽集团联合上港集团和中国移动在上海洋

山深水港启动了全球首次“5G+自动驾驶重卡”示范运营，成功实现了

港区特定场景下的 L4级自动驾驶、精确停车、自动化港机设备的交

互以及东海大桥队列行驶。

图 5.5-28 5G+自动驾驶重卡

上汽智能重卡已获得了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牌照，

将为港口运输客户提供更智能、更安全、更高效、更环保的集装箱转

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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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5G+L4级”智能重卡是司南导航继上汽乘用车荣威Marvel

X(全球首款量产 L3级自动驾驶乘用车)之后的又一次成功应用。

5.5.4.10 华测导航

1. 产品介绍

车规级 CGI-220 是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多传感

器数据融合技术将卫星定位与惯性测量相结合，采用车规级设计的高

性能组合导航产品。产品在卫星定位方面采用多系统多频方案，具有

全天候、全球覆盖、高精度、高效率、应用广泛等优点。以“车规级

设计、高精度MEMS陀螺、紧凑减震设计、高可靠性”为特点，支持

外接里程计信息进行辅助，借助新一代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大大

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精确性和动态性，实时提供高精度的载体位置、

姿态、速度和传感器等信息。

图 5.5-29 产品图

CGI-220作为最新推出的车规级设计的组合惯导，其内置高精度

MEMS陀螺仪与加速度计、内置多种算法模型、支持外接里程计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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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精确性和动态性，满足智能汽车、智

慧物流、巡检机器人等复杂环境下长时间、高精度、高可靠性导航应

用需求。

产品特点：

 车规级设计

 2.5°/h零偏的高精度MEMS陀螺,结合自研完善的组合导航算法，

提供准确的姿态和厘米级位置信息

 支持 100Hz 数据更新率

 紧凑的内部减震技术，振动和冲击适应性强，可靠性高

 可外接轮速传感器，提供标准化用户通用协议，支持定制化服务

2. 应用案例

华测导航自主研发的 CGI-220 车规级高精度组合导航有着低功

耗、高速率、稳定性高等特点，能实时反馈当前车辆的姿态和航向，

输出 X、Y、Z三轴加速度和角速率等车辆信息，在智能驾驶算法上

提供稳定可靠的车辆原始数据，能够实时对车辆的位置、速度、姿态

进行精确测量，结合高精度地图、高速通信以及云计算等手段，为车

辆的全局路径规划、轨迹追踪、车辆转向等需求提供可靠的测量结果。

（1）元戎启行 Robotaxi项目



第 120 页 共 152 页

元戎启行作为国内最早做自动驾驶的公司 RODOSATAR的继承

者，继承了其百分之 90 的主体，19年和东风汽车达成合作，作为东

风汽车的技术方案供应商，为其定做 100台乘用车，目前交付 30量，

2020年 4月份和曹操出行达成合作， 2022要在杭州落地数百台无人

驾驶出租车迎接世界博览会，同年 5月份，元戎启行为厦门港做的自

动化港口整体解决方案登入央视新闻，业主给了几个亿的项目资金委

托其完成 2000量无人驾驶集卡的运行。

图 5.5-30 元戎启行自动驾驶车

（2）一汽自动驾驶项目

吉林一汽集团的自动驾驶应用中，华测导航提供的高精度组合导

航产品能够实时对车辆的三维位置、三维速度、三维姿态进行精确测

量，这些测量信息可以帮助车载计算机进行路径规划、轨迹追踪、车

辆转向等车辆控制；组合导航产品输出的高平滑的信息，保证车辆在

复杂环境下实现高精度定位、测姿，可以有效地减少车辆控制系统的

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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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31 一汽自动驾驶项目

5.5.4.11 英博超算

1. 系统方案

整个自动驾驶系统方案采用英博超算 L4自动驾驶域控制器，搭

载 1个 16线激光雷达，1个前向毫米波雷达，1个前视智能摄像头，

北斗+RTK高精度定位系统，以及 UWB高精度定位系统，结合感知

融合算法和高精度融合定位，实现车辆的自主循迹、避撞、避障、定

点停靠等功能。

其中北斗+RTK高精度定位技术，采用卫星定位与差分系统相结

合的方式，可以保证在绝大部分条件下获得准确的位置信息。在卫星

信号差，或者复杂电磁环境影响的场景下，融合以 UWB高精度定位

技术，依然可以满足定位精度要求。整套定位系统可以提供“厘米级”

定位精度和“毫秒级”定位实时性，可以保证 99%的环境下得到准确的

定位信息用于感知、决策规划、地图模块中。高精度融合定位系统方

案如图 5.5-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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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31 高精度融合定位系统

2. 应用案例

基于东风帅客车型开发，在园区场景下应用北斗+RTK高精度定

位，辅助以 UWB高精度定位（UWB频段 3.7~4.7GHz）的融合定位

技术，实现 L3级自动驾驶功能。

图 5.5-32 搭载 UWB 高精度定位系统的样车及 UWB 侧基站

5.6 北斗三号系统带来的新机遇

5.6.1北斗三号新功能

北斗三号系统功能和性能指标均达到世界一流。一是北斗三号系

统功能强大，北斗三号具备导航定位和通信数传两大功能，可提供定

位导航授时、全球短报文通信、区域短报文通信、国际搜救、星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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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地基增强、精密单点定位共 7类服务，是功能强大的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二是性能指标先进，全球范围定位精度优于 10米、测速精

度优于 0.2米/秒、授时精度优于 20纳秒、服务可用性优于 99%，亚

太地区性能更优。

北斗三号短报文通信服务进行了升级拓展，区域通信能力达到每

次 14000比特（1000汉字），既能传输文字，还可传输语音和图片，

并支持每次 560比特（40个汉字）的全球通信能力。此外，地基增

强、精密单点定位还能提供最高厘米级定位服务，更好地支撑智能网

联汽车、无人驾驶车辆系统、无人机等新兴高精度应用。

5.6.2 北斗三号新频点

相比北斗二号，北斗三号新增 B1C、B2a两个频点，并将 B2I改

为 B2b频点，北斗三号系统可以同时向外发送 B1I、B1C、B2a、B2b、

B3I共五个频点的信号。相较 GPS系统的双频点，更多的民用定位频

点为北斗带来了更大的应用优势。GNSS 系统频点示意图如图 5.6-1

所示：

图 5.6-1 GNSS 系统频点示意图

首先根据频点示意图可以看出，北斗三号新增频点 B1c和 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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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GPS的 L1/L5相同，以及和 Galileo的 E1/E5中心频率相同,这三大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拥有共同可用的频点，这将为研发基于该频点的高

可靠、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的可互操作的双频车载终端带来了可

能，双频定位终端成本将进一步降低，将进一步促进车载终端向双频

定位模组+双频天线方向发展。双频卫星定位在不适用任何改正服务

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亚米级的定位精度。

其次北斗三号卫星的多频点可以能够进一步提升卫星抗干扰能

力，降低卫星信号受到遮挡、多路径干扰时对定位精度的影响。更多

的频点也能够更好的保证卫星信号的连续性，对于 RTK技术来说连

续不断的卫星信号能够保证固定解的持续输出，从而达到提升固定

率，降低收敛时长的目的。

对于 L3及以上级别自动驾驶车辆，要求动态定位精度达到厘米

级，现阶段多频点+RTK 是唯一可行的技术方案。北斗三号卫星的

B1I、B1C、B2a、B3I频点都可以用于 RTK解算，这无疑是北斗系统

在自动驾驶领域的优势所在。

5.6.3 北斗三号带来的新机遇

高精度的时间和空间信息是当代强国战略一个竞争的焦点。北斗

三号系统可以提供准确的时间、准确的空间位置，全面服务于智能网

联汽车、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救灾减灾等行业，融入电力、金融、

通信等国家核心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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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系统的双频定位、多频定位将广泛应用，利用北斗系统

的星基增强服务，可在不借助其他增强的情况下，达到亚米级定位精

度。北斗三号定位模块以其卓越性能，可以为车载和便携式手持等定

位终端产品的制造提供了高灵敏度、高精度、低成本的定位、导航，

在自动驾驶 V2X车联网、部分 ADAS场景中得到应用。北斗三号也

能为智能网联汽车内子系统之间提供授时服务，保证各模块之间精确

同步。

在双频和多频定位的基础上，增加地基增强、星基增强，达到厘

米级高精度定位，应用于当前 L3、L4级自动驾驶，实现 TJP（拥堵

自动驾驶）和 HWP（高速自动驾驶）等功能。具体的产品形态包括

独立高精定位盒子，集成高精定位的车载通讯控制器，基于地图、惯

导、视觉的高精融合定位盒子，集成高精定位域控制器等。

智能网联汽车是单车自动驾驶和网联式汽车融为一体的新产品、

新模式、新生态，是自动驾驶汽车发展的新阶段。智能网联汽车和车

路协同技术大规模的量产落地对高精度定位和授时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利用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北斗系统，建立以北斗系统为主的低

成本、高精度、高可靠、可量产的车规级多传感器融合技术，加快推

进技术方案的量产落地及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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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智能网联汽车卫星定位测试的现状

定位在汽车领域的应用并没有严格代际的区别，是一个跟随主流

商用芯片和模组的发展而自然渐进的过程。从车用 GNSS的技术“强

度”上划分，我们可以大致将系统应用分类为“车内导航信息娱乐系

统”和“智能网联 GNSS系统”。前一个代表着传统的以基础导航为目

的的车载系统，后一个则是深度参与到高级辅助驾驶乃至无人驾驶的

高精度 GNSS方案。以量产车为例，目前国内主要的 GNSS产品形态

还集中于车内导航娱乐系统，即利用蜂窝网络，加上低成本的、定位

精度为 5~10米的单频 GPS/GNSS模块和天线完成基本的、能够反映

交通拥堵状况的导航功能。但随者 ICV智能网联汽车的兴起，特别

是高精度地图的逐步推进和覆盖，从“智能座舱”显示单元的车道级位

置导航显示，到L3级别辅助驾驶提供的“简单道路环境”下“脱手脱脚”

式的车道保持控制甚至变道功能，高精度 GNSS技术的使用已成为不

可或缺的技术保障手段。

因此，虽然当前汽车行业主流的 GNSS相关测试处于基本的产品

参数级测试，即仅限于衡量 GNSS 的一般性产品特征如首次定位时

间、灵敏度、静态及动态定位精度，而这些大都基于所谓的开放天空

(open sky)下的理想环境测试。是简单的、低强度的、非安全相关的

测试，因而我们也可以了然为什么到今天为止，国际国内汽车行业都

很难找到与之相关的严格意义上的、较为全面或完备的法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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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整个汽车行业的智能化发展道路已经毫无悬念，高精度

GNSS的车上应用也是当前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未曾怀疑的共识。

6.1 智能网联汽车中对卫星定位测试的需求

从智能网联汽车（ICV）、低时延 5G网络到低轨微小卫星，高

精度的定位和授时信息已成为承载这些先进技术及其应用的关键要

素之一，尤其是 ICV应用，因其系统的高度复杂性及本身对安全性

的严苛要求，简单、传统、离散的测试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对 ICV 的

测试要求，必然要通过刨析技术应用的要点、难点，从方法论及基础

测试体系入手，分析、构建、并完善新的测试架构。例如，对高精度

GNSS系统而言，多模多频硬件验证、实时动态多径环境模拟、系统

“完好性”场景触发及真实 GNSS天线效能评估等，都是全新衍生的测

试要点和难点。一言以蔽之，我们认为，以性能和数据的安全可信为

枢纽，如何将“外场真实的 GNSS世界”在实验室里映射并提供条件可

控、可重复的丰富实验场景，如何衡量及选择高性价比的“工程化”测

试手段和工具，以加速产品的研发、迭代和推向市场，成为当前 GNSS

的测试热点及难点。

另外，从 GNSS产业链的上下游来看，芯片设计公司除了在研发

整个阶段会对基带算法进行逐项测试分析，还需要针对芯片可能的具

体应用进行参数优化。模组厂商在测试中会关注芯片基本性能指标是

否能达到标称值，以便进行选型。同时模组厂还会在模组设计中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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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S与其他射频部件是否存在互相干扰。主机厂与车厂会更加关注

整车级测试，关注 GNSS系统在外场实际的表现，因此 GNSS天线安

装位置，天线与接收模组匹配性，整车真实外场定位性能测试会是关

注的重点。

再次，从传感融合的维度出发，鉴于 GNSS是各类传感器中唯一

能够提供车辆绝对位置及时间的技术，现实中它也可为车上的其他

“相对位置”传感器如雷达、摄像头等提供高精度的授时信息。因此，

对于以完全机器控制作为终极目标的 ICV车辆，一个高鲁棒性的、

多变量输入的、时间敏感的传感融合系统，高精度的 GNSS已天然成

为车辆感知和安全体系中的核心元素。推而广之，面对上述高度复杂

的复合系统及针对车辆安全性要求等等全新的挑战，相与配合的测试

技术也在不断的演进迭代过程中，以适应新的技术及应用对测试提出

的要求。

上述论断，也充分契合于《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2020》中的

相关指导意见，即:

“建立健全智能汽车测试评价体系及测试基础数据库。重点研发虚拟

仿真、软硬件结合仿真、实车道路测试等技术和验证工具以及多层级

测试评价系统”等等。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细化 ICV中 GNSS 可能的测试需求，并随

后对测试系统提出一般性的建设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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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汽车行业 GNSS技术演化的基本路径及 ICV技术架构

首先，我们通过表 6.1-1小结一下 GNSS在过去传统汽车与 ICV

之间的技术对比。

表 6.1-1 过去传统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 GNSS 应用技术特点对比表

过去传统汽车 GNSS应用的技术特点 ICV上 GNSS应用的技术特点

无需高精度，精度范围若干米 要求高精度，亚级定位

最基本的硬件（如 GNSS L1）及算法，

无需传感器融合及修正信息

必须采用多模多频硬件，支持精度收敛

到米级，支持改正信息，使精度收敛到

亚米级

不参与对车辆的控制，没有功能的安

全性要求

通过传感融合，参与到对车辆的控制，

存在安全性要求

车辆可能含惯导传感器，很少与GNSS

信号耦合
构成 GNSS+IMU的紧耦合形态

由此可见，ICV上高精度的位置输出是由3部分有机组合而实现，

包括：

 硬件：紧耦合的多模多频 GNSS模块+IMU

 服务：RTK或 PPP增强服务

 位置引擎软件：以 GNSS、IMU、视频等各类传感器数据为输入

的融合算法，输出符合“安全性要求”的位置、速度、授时（PVT）信

息

6.1.2 建构 GNSS的完好性体系

2020年 7 月，千寻首席科学家冯绍军先生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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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C）上发表了《完好性，数字无人世界的安全标配》的演讲，

提出了“无人驾驶必须引入航空业的完好性作为（数据安全的）标配”

这一核心论点。同样，在国际 GNSS 著名期刊 InsideGNSS 于 2020

年 6 月主办的题为“Autonomous Vehicle Safety: How to Test, How to

Ensure”的网络研讨会上，来自 Novatel 和 Spirent 的专家与 650 位全

球听众交流分享了单车安全及其测试的有关问题，其主旨的视角也是

从 GNSS“完好性”这一航空业移植的概念出发，从可信数据的角度阐

述了“完好性”的定义，如输出数据的保护水平 PL（protection level）,

系统的警告门限 AL（Alarm Limit）,完好性风险 IR(Integrity Risk)，

和数据的可用可信度（Availability）等，进而对影响 GNSS完好性的

因素进行了故障树分析，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全面覆盖完好性测试

的重要性。对于无人驾驶而言，其汽车安全完好性等级（Automotive

Safety Integrity Level）位列最高的 ASIL-D等级，失效率（failure rate）

界于 10-8/h的范畴。因此要验证位置引擎的输出完好性，如下图 6.1-1

所示：

图 6.1-1 位置引擎输出完好性图



第 131 页 共 152 页

对其测试的考量：

 需要“对每一个输入量进行功能极限的测试，同时确保输出行为的

有效”

 需要“考虑每一个输入量失败的模式”，

 需要认定“有限的外场测试是无法做到所有条件的组合”

因此，如果位置信息的“完好性”成为共识，则未来 ICV的 GNSS

及其扩展的对算法引擎的测试，将会以测试场景库的形态，在实验室

仿真平台上完成相当部分的系统软硬件验证。

6.2 高精度卫星定位中的测试要点

通常，围绕高精度定位性能及完好性，对车载高精度 GNSS系统

的测试要求应可划分为如下部分：

6.2.1 GNSS一致性测试

即在开放天空(open sky)的 GNSS理想条件下，验证 DUT所宣称

的信号支持能力是否符合其参数标称，包括：

a. 宣称支持的多模多频（Multi-frequencies Multi-Constellation）星座

及频点

b. 独立北斗的定位能力

c. BDS/GPS，或 BDS/GPS/GLONASS/GALILEO的组合定位能力

d. 宣称的 10HZ/20HZ数据刷新率条件下，标称的多模多频组合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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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输出能力

e. RTK数据支持能力，如 RTCM版本，消息等的兼容能力

f. A-BDS, E-CALL等

6.2.2 GNSS基本性能测试

GNSS的基本性能测试是该类产品最基础的测试，用于评估其基

本性能，耳熟能详的测试要求包括：首次定位时间、跟踪灵敏度、捕

获灵敏度、重捕获时间、静态和动态定位精度等。测试仿真流程如图

6.2-1所示：

图 6.2-1 测试仿真流程

6.2.3 GNSS增强性能测试

此为面向特定应用的增强性测试，如针对 ICV相关的应用测试，

其目的用于评估 DUT对于特定场景的性能响应。此类测试中，我们

设定不存在任何卫星段(space segment)的异常事件及用户段（user

segment）的异常环境如干扰/欺骗等。但影响 GNSS的突出环境因素



第 133 页 共 152 页

如遮挡、多径条件下的性能评估在本部分覆盖，所覆盖的应用类性能

测试可包括但不局限于如下场景：

图 6.2-2立交桥多径模拟 图 6.2-3城市峡谷多径模拟

a. 不同速度及加速度下的动态定位精度；

b. 不同转弯半径及速度条件下的定位精度；

c. 典型地形遮挡条件下动态定位精度,如单面隔音幕墙；

d. 城市峡谷条件下车辆驶离地库的快速定位时间（利用遮挡模型、

3D城市地图或高精地图进行多径建模），包括：

i. 3D城市环境，仅 GNSS LOS直射径条件下的定位重捕获时间及定

位精度；验证多模算法定位能力

ii. 3D城市环境，LOS 径+MP多径仿真；验证定位重捕获时间及定

位精度

e. 立交桥（可含辅路），基于 3D（高精车道级）地图，验证定位精

度，如水平及高度误差；

f. 基于真实城市 3D地图的城市巡航动态定位精度仿真（基于 3D地

图或 3D高精地图）；

g. 基于城市 3D地图，进行城市峡谷里，各类多模多频组合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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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TK固定解比率统计，定位精度的评估，验证等；

h. 叠加天线方向图的传导测试，支持带入天线方向图（增益/相位）；

天线偏振，天线与载具相对位置的布放。

图 6.2-4天线方向图 图 6.2-5天线在载具上的相对位置

另外一类 GNSS增强性测试，是对增强型 GNSS系统的测试。目

前增强型 GNSS技术有基于移动通信网络的 A-GNSS，基于地面连续

监测站网（CORS）的 RTK技术，使用星基（也可能是地基）发布卫

星改正数的 PPP技术，甚至是两者结合的 RTK-PPP技术。

增强型 GNSS系统的测试通常以协议一致性测试为主，主要关注

终端与信息提供者之间（单向或双向）是否能按照协议要求进行通信，

且终端是否能正确使用该信息进入相应的定位状态。测试项目对于性

能测试也会有一定要求，如 TTFF，灵敏度，定位精度，收敛时间等。

图 6.2-6展示了一个典型的 A-GNSS测试系统：

图 6.2-6 A-GNSS测试系统



第 135 页 共 152 页

图 6.2-7中为一个 CORS（网络 RTK）测试系统：

图 6.2-7 网络 RTK测试系统

6.2.4 GNSS完好性（鲁棒性）测试

在“Autonomous Vehicle Safety”研讨会上，对于失效来源在线统计

结果如图 6.2-8。接近一半的参会者（48%）认为干扰和欺骗是导致

GNSS失效的主要因素，其次比例分别是硬件故障（16%）、网络失

效（15%）、大气因素（12%）、卫星故障（9%）。

图 6.2-8 失效来源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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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干扰和欺骗类测试可以被视为“完好性“验证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同样因应了《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2020》中关于“建立北斗

系统抗干扰和防欺骗安全防护体系”的指导要求。

对于“威胁“GNSS 完好性的各类因素，图 6.2-9给出了基本的分

类，在”拒绝服务“和”欺骗服务“两个大类下，又划分了若干子类。其

中非故意的环境影响如”多径效应“及”其他 RF信号干扰“，我们归类

于上节中的”GNSS增强性能测试“中。

图 6.2-9 GNSS 威胁分类

对于上述 GNSS面临威胁的分类；干扰、欺骗、攻击、劫持，各

类的问题每天都在发生，另外 GNSS 系统本身也会发生异常(称为

segment error)，无论是在 GPS、GLONASS或是北斗身上，过往的历

史中都是有据可查的。因此终端产品 GNSS的“脆弱性”及“健壮性”这

一矛盾体，随着 GNSS重要性的日益显现，对其关注也日益凸显。该

类测试包括但并不局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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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静止条件下的干扰类测试，包括不同干扰距离、信号类型及干扰

功率条件下的“威胁门限”类测试，评估 DUT抗干扰能力的基准水平

（距离，信号类型及干扰功率水平待定）

b. 运动状态下，在 DUT运动轨迹的预设位置，提供单个或多个干扰

源，评估 DUT运动状态下抗干扰能力（ 同上，测试条件待定）

c. 非故意干扰条件下的频谱兼容性测试（可参考及引用欧洲 RED测

试）

d. 卫星段异常类测试，包括 GLONASS星历崩溃等（此类卫星段异

常事件，可通过一系列测试场景库覆盖）

e. 欺骗场景，如包括：

 轨迹欺骗：DUT离开隧道口，看到一条与“真实”轨迹不符的另一

条轨迹

 转发式欺骗：欺骗者（转发器）与 DUT保持固定距离并增强其功

率，观察 DUT对错误的道路位置的响应

 基站圆周运动型欺骗：欺骗者在定义的半径上围绕 DUT运动，用

来评估 DUT的报警阈值

 时钟偏差欺骗：即若干卫星的时钟偏差位被改变，用来评估 DUT

对崩溃的导航电文的容忍度

 信号健康类欺骗：即若干卫星的健康状态被改成“bad”,以评估

DUT对崩溃的导航电文的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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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全景式“环境仿真的整车 GNSS OTA测试

GNSS信号具有所谓的方向到达（Direction of Arrival）特点，当

前常规的（5~10米精度要求）GNSS OTA测试系统都忽略了这一信

号特质。对于无人驾驶等需要高精度定位导航技术给予支撑的应用，

天线效能在整个系统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其在车辆上的部署位置，天

线方向图特征、GNSS 天线相位中心与 IMU位置偏移量，车辆工作

时电磁环境对 GNSS的影响等等，都可能会对车辆 GNSS的精度带来

设计预期之外的误差，因此急需构建能够反映真实世界的“全景

式”GNSS OTA仿真环境，以期将外部真实世界的信号特征全要素地

映射到可控的、可重复的实验室仿真环境中。

俗称“满天星”的 GNSS分区暗室（Zoned Chamber）方案即实现

了上述构想，结合 RTK,SIM3D多径模型,干扰及欺骗，V2X等 GNSS

要素信号的注入，ZONED CHAMBER GNSS OTA仿真环境能够为高

精度 GNSS模块、系统、算法研究、抗干扰天线及整车测试等提供全

新的、高性能测试手段和方法。这一系统，提供了已经过多家实践验

证的，具备最佳工程效率的 GNSS OTA测试系统，有助于诸如无人

驾驶等核心技术、产品的研发和迭代。

该方案克服了传统DoA方法的局限性，通过有限划分的方位及俯

仰区域（Zoned），利用合并的GNSS信号，在充分减少天线分布数量

及复杂度的情况下，复现外场分立的、不同入射方向的多模多频G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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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信号，从而在实验室里构建出更为接近外场环境的测试条件，再

结合所需的（三维）DUT台架或转台，以实现汽车、手机或其他内含

接收机的产品在不同位置、姿态、方向等条件下的，完成可控的、可

重复的性能评估。

GNSS信号位于L波段，接收机接收到的理想直射信号有“视线

（line of sight)范围“的要求，因此实际的外场测试条件下，到达接收

机的GNSS信号都是由分立的、来自不同入射方向的多个卫星射频信

号组成，这一信号的DoA（Direction of Arrival）方向到达特性在实验

室中是无法通过传统的OTA或传导测试方法，利用单一一台GNSS星

座模拟器复现出来的。

图6.2-10 满天星Zoned Chamber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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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1 运动的GNSS卫星跨越不同的“分区”

构建满天星分区暗室的价值包括：

 在实验室中可复现外场GNSS信号的DoA特征，从而为评估DUT

接收天线的效能提供了量化的数据支持

 GNSS信号的DoA特征方便了对DUT本体因素的评估，如头部/身

体遮挡（消费电子类产品）；汽车结构因素、姿态方位变化等

 可灵活的支持任意多模多频信号

 对场景的时间/地点/时长没有实质性限制

 可对DUT进行在各类无线电信号环境下的RF互操作性验证

 其他“全景式”复杂环境的叠加，如“城市峡谷“相关的多径信号；

干扰信号

 RTK辅助数据

 V2x数据等

6.2.6 部件测试需求，应能通过车规要求的

a. 气候和化学特性（如温度梯度、异常供电电压、大气热冲击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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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循环的耐久性、潮湿和腐蚀试验、结冰水的热冲击等）；

b. 机械特性（连接器连接试验、设备外部应力试验、自由跌落、振

动性能试验等）

c. 电气特性（常用供电电压性能、非正常供电电压性能、长时间过

载性能、脉冲 1或 1BIS和 2A的性能、脉冲 3A和 3B的性能、脉冲

5B时性能、信号线瞬态抗干扰性能、车载供电网络电压波动时性能、

传导辐射测试等）

d. CAN通信或以太网通信要求

6.3 北斗三号测试要点

北斗三号已正式完成了全球部署及提供全球服务，鉴于 PNT信

息的重要性及安全性考量，针对北斗应进行如下功能性验证。

a. 独立北斗定位能力测试

b. 北斗优先的跟踪捕获能力验证（需要接收机具备相应选项或设置）

c. 其他：可参考 6.2.1及 6.2.2进行相关测试项的验证

6.4 智能网联汽车卫星定位测试的发展趋势

随着测试系统工具的成熟、发展、完善，以及业界各方基础测试

数据的积累和归纳，卫星定位测试的未来发展趋势可能会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a. 由分立的部件级的测试向复杂场景化测试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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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完好性为目标的测试场景库的丰富化

c. 测试场景库的分类、抽象及形成标准

d. 外场测试与实验室仿真的“数字孪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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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来趋势与建议

我国在多个层面促进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定位的发展。国家发改

委、工信部、科技部等 11个部委联合发布的《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

略》指出，要进一步开展军民联合攻关，加快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在智能汽车相关领域的应用。充分利用已有北

斗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推动全国统一的高精度时空基准服务能力

建设。加强导航系统和通信系统融合，建设多源导航平台。推动北斗

通信服务和移动通信双网互通，建立车用应急系统。完善辅助北斗系

统，提供快速辅助定位服务。

在工信部委托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编制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

图》中已经明确提出高精度定位的发展目标：2025年左右，数据精

度达到广域亚米级、局域分米级，支持 HA级自动驾驶，覆盖全国高

速路、城市快速路及重点城市的热点区域、封闭园区、停车场等复杂

道路，实现结构化道路及停车场等特定场景的高精度地图应用；实现

静态数据周更新，局部静态数据和动态信息小时级更新。构建高精度

动态地图基础服务平台，形成实时数据加密、数据安全传输等技术体

系，完善高精度地图数据加密等政策。2030年左右，数据精度达到

广域分米级、局域厘米级，覆盖全国城市次干道及以上等级道路和一

线城市热点区域等；通过构建智能网联车端数据、路侧数据、更新数

据的闭合生态圈，实现高精度地图的自动化生产、快速更新和数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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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实现静态数据天更新，动态信息分钟级更新。完成应用示范区的

建设和运营模式推广，形成实时采集、生产、加密、审图、发布的规

模化应用。2035年左右，数据精度接近厘米级，数据覆盖全国路网，

时空大数据各维度满足 FA级自动驾驶需求；基于车端数据及路侧数

据，实现高精度地图静态数据随需更新，动态信息秒级更新。全面建

成高精度地图安全保障体系，支持全场景地图数据服务，中国高精度

地图数据规格实现国际化。

7.1 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卫星定位发展趋势

智能网联汽车与固定区域封闭场景的车辆不同，其运行区域不受

地域限制。传统的卫星定位基准站只提供站点周边差分信息，难以满

足智能网联汽车的定位需求。此外，除了单车高精度定位，还需要实

现车辆之间良好的互联互通，满足数据一致性的要求。考虑到用户的

隐私安全及卫星信号的完好性等因素，智能网联汽车需要实时连续的

高精度、高可靠、高可用、低成本，具有完好性的“硬件终端+高精度

云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具体来讲，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卫星定位

有下面几个发展趋势。

第一，加强地基增强和星基增强系统一体化建设。地基增强系统

是通过提供卫星定位差分修正信号，达到提高卫星导航精度的目的，

优化后的定位精度可以达到 2-5cm。地基增强的精度虽然很高，但覆

盖范围却有一定限制。定位目标必须处在通信信号覆盖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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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信信号难以覆盖的沙漠和山区等区域，则形成了大范围的定位盲

区。星基增强系统是通过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搭载卫星导航增强信号转

发器，可以向用户播发星历误差、卫星钟差、电离层延迟等多种修正

信息，实现对于原有卫星导航系统定位精度的改进，定位精度可以达

到 4-10cm。星基增强主要是为了弥补地基增强系统的不足，解决因

地域限制而出现通信能力限制的问题。地基增强可以双向信息传输，

系统初始化速度更快，定位精度相对更高等优点，现在正在量产车上

获得应用。但星基增强在覆盖范围更广，对通信网络没有依赖等优势，

地基增强和星基增强一体化系统将两种系统优势互补，将在智能网联

汽车上获得广泛的应用。

第二，多源传感器融合定位和定位模式自适应切换。卫星定位可

以室外空旷环境下达到较高的精度，但是在隧道、高架桥、地下停车

场以及高楼林立的城市环境中，可能出现卫星信号失锁，以至于无法

准确定位的情况。结合惯性导航设备、激光雷达、视觉设备，通过多

源数据融合可以实现多场景和长时间的高精度定位。基于路标图库和

图像匹配的全局定位，同时定位和地图构建（SLAM）、基于局部运

动估计的视觉里程计或激光里程计都是在不断探索和发展的新型定

位模式。考虑到不同定位模式适用于不同的行驶环境，同时启用所有

的定位方式无疑会增加车载平台的计算负担，甚至带来定位误差。因

此，智能网联汽车在不同场景下定位模式的自适应切换也是未来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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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的方向。

第三，低成本高精度定位方案设计。多传感器融合定位虽然能在

一定情况下满足不同场景的定位需求，但是高精度惯导设备以及高精

度激光雷达成本较高，不宜开展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可以考虑从算法的角度入手，重点研究卫星定位、视觉定位等低

成本定位方案。通过对定位算法进行优化，实现低成本定位传感器设

备的高精度定位。

第四，自动驾驶地图制作以及众包式地图更新。无论是基于视觉

信息的地图匹配定位技术还是激光雷达地图匹配定位技术，都需要高

精度自动驾驶地图作为支撑。此外，智能网联汽车的路径规划和导航

控制也需要以自动驾驶地图为基础。但是，自动驾驶高精地图制作成

本高、成图周期长，且需要有较高的更新频率，集中式地图更新方式

无法满足自动驾驶地图对实时性的需求。众包式地图更新是一种实时

更新的低成本和可量产化的方案。虽然数据采集精度有所下降，但是

通过人工验收、数据差分融合等技术手段可以不断地更新高精度的矢

量地图。

第五，面向智能网联汽车的高精度定位云服务平台建设。智能网

联汽车高精度卫星定位需要考虑数据的一致性和可用性。所有智能网

联汽车的位置数据需要有统一的基准坐标框架，卫星定位差分改正数

生成和播发也需要考虑坐标基准。考虑到交通效率和交通安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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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精度定位云端服务平台进行实时解算，消除车辆与车辆之间，

以及不同数据解算之间的差异，减小定位数据偏差。

7.2 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卫星定位发展建议

目前，在高精度定位产业链上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尚存在一定差

距，主要体现在以下 3个方面：

（1）国外视觉感知技术厂商具备基于摄像头和量产芯片的高精度定

位技术，国内在基于视觉等低成本传感器实现高精度定位技术的研究

还有差距，相关技术处于实验室研发阶段，与国外有明显差距。

（2）国外 GPS市场占有率高，具备成熟完善的产业链。而北斗系统

作为国内近年来逐渐发展壮大的自主卫星导航系统，在国内汽车行业

市场的占有率较低，其产品形态主要是与 GPS共存的多模导航，相

关研发制造业少，尚未形成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规模化应用产业链。

（3）国外企业在车规级定位芯片上的市场占有率较高，国内芯片产

品未批量供应给主流车企及装配到主流车型中，高精度定位芯片未形

成规模效应。

通过对国内外企业在高精度定位产业链上的差距分析，结合我国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环境，高精度定位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以下四

个方面：

（1）增加实验场景并形成良好的实验生态，通过大量的实验和应用，

不断增强基础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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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行业标准并严格把关应用效果，切实产出实际用户价值。

（3）加强处理芯片及核心算法等关键技术的基础研发，实现基础理

论突破。研究基于新型原理的高精度定位技术及传感器，提升单车定

位精度；为降低全模组成本，考虑云端网联和特征地图匹配的发展需

求，满足精度需求。

（4）加强智能网联汽车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

广，增强北斗动态高精度定位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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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贡献单位

主要贡献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清华大学、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汽（北京）智能

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研究院、北京汽车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技

术中心、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爱驰汽车（上海）有限公

司、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

司、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均联智行科技有限

公司、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

司、思博伦通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六分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星舆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超星未来

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中国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经纬恒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国汽大有时空科技（安庆）有限公司、易图通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芜湖泊啦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司南卫星导航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图趣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沈阳美行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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