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测试规程》 

编制说明 

一、 编制背景 

2018 年 4月 12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以下简称《管理规范》），对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申请、审核、管理以及测试主体、测试驾驶人和测

试车辆要求等进行规范。 

按照《管理规范》，测试车辆应在封闭道路、场地等特定区域进行充

分的实车测试，由国家或省市认可的从事汽车相关业务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对其自动驾驶功能进行检测验证、确认其具备进行道路测试的条件，方可

申请进行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还提出了 14项智能网联汽车自

动驾驶功能检测项目。 

目前，国内已有十余个省市级地方政府依据《管理规范》制定实施了

相关实施细则，部分地方开始发放测试牌照。但从整体来看，各地方对自

动驾驶功能测试项目的场景设置、测试规程及功能要求等繁简、难易程度

差别较大，给测试主体多地开展自动驾驶测试造成了一定障碍，迫切需要

对应《管理规范》规定的自动驾驶功能制定出台统一的测试场景、测试规

程及通过条件，用于指导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自动驾驶功能检测验证。 

二、 编制过程 

为配合和支撑《管理规范》所列自动驾驶功能检测项目的规范开展，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智能网联汽

车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汽标委智能网联汽车分标委”）受工业和信

息化部装备司委托，牵头组织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

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等相关组织、机构和骨干企业成立《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

能测试规程》（以下简称《测试规程》）编制组，开展《测试规程》的研究

与编写工作。 



 

 

2018 年 3 月 15 日，《测试规程》编制组在北京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

讨论会，就《测试规程》编制的原则、整体思路等内容等进行初步探讨和

研究。 

2018 年 4 月 13 日，《测试规程》编制组在天津召开第二次讨论会，

研究确定了总体思路、重点内容、工作计划及分工。 

2018 年 4月 19 日至 20 日，《测试规程》编制组在天津召开第三次讨

论会，对各单位提交的《测试规程》建议方案进行汇总，就各检测项目对

应测试场景达成共识，协商形成了《测试规程》草案。 

2018 年 4 月 25 日，《测试规程》编制组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邀请

汽车、通讯、电子等相关行业机构和骨干企业与会，介绍汇报《测试规程》

草案，听取各方对各检测项目对应测试场景、测试条件和试验参数的意见

和建议。 

2018 年 4月 27 日至 28 日，《测试规程》编制组在天津召开第四次讨

论会，根据扩大会议各方所提意见，对《测试规程》做进一步修改、完善。 

2018 年 5-7 月，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汽标委智能网联

汽车分标委秘书处就《测试规程》主要内容与公安、交通等相关行业研究

进行了积极的沟通和交流，根据其意见建议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最终方案。 

三、 主要思路与基本原则 

作为支撑《管理规范》有关自动驾驶功能检测、保障自动驾驶测试安

全的配套文件，《测试规程》坚持以保障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安全为底线，

兼顾不同技术路线、车辆类型，确保测试场景的典型性、代表性和操作规

程的可行性、合理性，提出了各检测项目对应测试场景、测试规程及通过

条件。 

1. 以保障自动驾驶测试的安全为底线 

坚持安全底线原则，对自动驾驶功能各检测项目可能涉及的基本场景

做出规定，降低自动驾驶公共道路测试过程的风险，保障测试车辆及其它

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2. 兼顾智能化和网联化两条技术路线 

坚持功能和性能导向原则，以整车自动驾驶功能评价为核心，提出适

用于智能化和网联化的测试规程；要求测试主体事先声明所采用的技术路

线，根据其技术路线开展测试验证。对采用网联技术实现或辅助实现自动

驾驶功能的测试车辆，需额外进行网联通讯测试项目验证。 

3. 考虑乘用车和商用车测试场景差别 

综合考虑乘用车和商用车辆产品属性、用途、技术特征和测试场景的

差别，根据不同车型自动驾驶功能应用场合及需求不同，分别设置合适的

场景进行自动驾驶功能测试。 

4. 注重测试场景选取典型性和代表性 

各自动驾驶功能测试场景选择最基本道路类型、最常见交通标识、最

普遍车辆行驶状态等；暂不考虑特殊路段、特殊天气等因素。在具有较高

相似度的场景中，选取最具代表性、实际道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场景。 

5. 注重测试规程操作可行性和合理性 

测试场景可搭建、易复现、适用于国内主要测试场；测试方法可操作，

测试过程可控，测试结果可测量，测试过程可复现。 

四、 主要内容 

（一） 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申请进行自动驾驶功能道路测试的智能网联汽车。 

（二） 检测项目 

对应《管理规范》附件 1中所列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检测项目，

包括必测项目 9项和选测项目 5项，依据各项目特点，并遵循编制主要思

路与基本原则，拟定必测场景 20个，选测场景 14个（标注*）。 

其中，对选测项目及场景（标注*），如企业声明其车具有相应功能

或测试路段涉及相应场景的，也应进行相关项目的检测。 

 



 

 

表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检测项目及测试场景 

序号 检测项目 测试场景 

1 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识别及响应 

限速标志识别及响应 

停车让行标志标线识别及响应 

车道线识别及响应 

人行横道线识别及响应 

2 交通信号灯识别及响应* 
机动车信号灯识别及响应 

方向指示信号灯识别及响应 

3 前方车辆行驶状态识别及响应 
车辆驶入识别及响应 

对向车辆借道本车车道行驶识别及响应 

4 障碍物识别及响应 
障碍物测试 

误作用测试 

5 行人和非机动车识别及避让* 

行人横穿马路 

行人沿道路行走 

两轮车横穿马路 

两轮车沿道路骑行 

6 跟车行驶 
稳定跟车行驶 

停-走功能 

7 靠路边停车 
靠路边应急停车 

最右车道内靠边停车 

8 超车 超车 

9 并道 

邻近车道无车并道 

邻近车道有车并道 

前方车道减少 

10 交叉路口通行* 

直行车辆冲突通行 

右转车辆冲突通行 

左转车辆冲突通行 

11 环形路口通行* 环形路口通行 

12 自动紧急制动 

前车静止 

前车制动 

行人横穿 

13 人工操作接管 人工操作接管 

14 联网通讯* 

长直路段车车通讯 

长直路段车路通讯 

十字交叉口车车通讯 

编队行驶测试 



 

 

（三） 测试规程 

1. 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识别及响应 

本检测项目旨在测试自动驾驶系统对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识别和响应，

评价测试车辆遵守交通法规的能力。 

本检测项目应进行限速标志、停车让行标志标线、车道线和人行横道

线四类标志标线场景的测试。 

2. 交通信号灯识别及响应* 

本检测项目旨在测试自动驾驶系统对交通信号灯的识别和响应，评价

测试车辆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能力。 

本检测项目应进行机动车信号灯、方向指示信号灯（若测试路段包含）

场景测试。 

本检测项目选测，如企业声明其车辆具有相应功能或测试路段涉及该

场景的，应进行检测。 

3. 前方车辆行驶状态识别及响应 

本检测项目旨在测试自动驾驶系统对前方车辆行驶状态的识别和响

应，评价测试车辆对前方车辆的感知、行为预测和响应能力。 

本检测项目应进行车辆驶入和对向车辆借道行驶两项场景测试。 

4. 障碍物识别及响应 

本检测项目旨在测试自动驾驶系统对障碍物的识别和响应，评价测试

车辆对前方障碍物的感知、决策及执行能力。 

本检测项目应进行障碍物和误作用两项场景测试。 

5. 行人和非机动车识别及避让* 

本检测项目旨在测试自动驾驶系统对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识别和响应，

评价测试车辆对前方行人和非机动车的感知、行为预测和响应能力。 

本检测项目应进行行人横穿马路、行人沿道路行走、两轮车横穿马路



 

 

和两轮车沿道路骑行四项场景测试。 

本检测项目选测，如企业声明其车辆具有相应功能或测试路段涉及该

场景的，应进行检测。 

6. 稳定跟车行驶 

本测试项目旨在测试自动驾驶系统跟随前车行驶的能力。 

本检测项目应进行稳定跟车行驶和停-走功能测试；如果测试车辆具

备编队行驶功能，需进行编队行驶测试。 

7. 靠路边停车 

本检测项目旨在测试自动驾驶系统在遇到驾驶风险时靠边停车的功

能，评价测试车辆最小风险状态实现的能力。 

本检测项目应进行靠路边应急停车和最右车道内靠边停车两项场景

测试。项目场景不考虑跨车道行驶，车辆仅需要完成一次并道操作。 

8. 超车 

本检测项目旨在测试自动驾驶系统的超车功能，评价测试车辆的感知、

决策和执行能力。 

本检测项目应包含并入相邻车道、超越目标车辆和安全返回原车道三

项动作。 

9. 并道 

本检测项目旨在测试自动驾驶系统换道行驶的能力。 

本检测项目应进行邻近车道无车并道、邻近车道有车并道和前方车道

减少三项场景测试。 

10. 交叉路口通行* 

本检测项目旨在测试自动驾驶系统的交叉路口通行，评价测试车辆的

路径规划和导航能力。 

本检测项目应进行直行车辆冲突通行、右转车辆冲突通行、左转车辆



 

 

冲突通行三项场景测试。 

本检测项目选测，如企业声明其车辆具有相应功能或测试路段涉及该

场景的，应进行检测。 

11. 环形路口通行* 

本检测项目旨在测试自动驾驶系统进出环形路口的通行行为，评价测

试车辆路径规划和执行的能力。 

本检测项目应进行环形路口通行场景测试。 

本检测项目选测，如企业声明其车辆具有相应功能或测试路段涉及该

场景的，应进行检测。 

12. 自动紧急制动 

本检测项目旨在测试在发生碰撞危险时测试车辆自动紧急制动的性

能，评价其紧急避撞能力。 

本检测项目应进行前车静止、前车制动和行人横穿三项场景测试。 

本检测项目为基本安全功能，不属于自动驾驶范畴。 

13. 人工操作接管 

本检测项目旨在测试自动驾驶系统的人工操作接管功能，评价测试车

辆自动驾驶和人工操作两种模式转换的人机共驾能力。 

本检测项目应进行接管请求提醒功能和接管功能测试。 

14. 网联通讯* 

本检测项目旨在测试自动驾驶系统的联网通讯，评价测试车辆和外界

信息交换的能力。 

本检测项目应进行长直路段车车、长直路段车路、十字交叉口车车通

讯、编队行驶四个场景的测试。 

本检测项目选测，如企业声明其车辆具有相应功能或测试路段涉及该

场景的，应进行检测；其中，编队行驶场景仅适用于申请进行编队测试的



 

 

车辆。 

（四） 附录说明 

附录 A测试车辆参数表 

此表格内容涵盖车辆基本信息、车辆技术路线、任务输入方式及车辆

传感器信息；由测试主体根据测试车辆情况填写，可作为测试机构制定测

试方案的重要依据。 

附录 B测试场景组合测试推荐方案 

为提高场地利用效率，缩短测试周期，按照单项评价、组合试验原则，

在附录 B 中提出了测试场景组合测试推荐方案；测试机构可根据推荐方

案，合并进行多个测试场景。 

五、 其它 

智能网联汽车具有更新迭代速度快的特点，《测试规程》应根据各地

实施情况和技术发展动态更新与完善，以支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

的安全开展。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智能网联汽车分技术委员会 

2018 年 8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