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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综合交通运输与智能交通”重点专项

201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以及《“十三五”交通领域科

技创新专项规划》等提出的任务，推动交通运输科技进步和加快

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综合交通运输与智能交通”重点专项。根据

本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1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总体目标是：解决我国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存在的运行

监管能力弱、多方式协同运行效率低、运输安全主动防控能力差、

集成服务不足等突出问题，重点突破综合交通运输基础科学难题

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开展典型应用示范。大幅增强综合交通运

输协同运行和智能监管能力，全面提升我国综合交通运输的综合

化、智能化水平和服务品质。到 2022年，形成新一代综合交通

运输与智能交通技术体系，为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高效、

可持续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支撑。

本专项遵循“基础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典型应用示范”

的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原则，按照交通基础设施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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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载运工具智能协同、交通运行监管与协调、大型交通枢纽

协同运行、多方式综合运输一体化、综合运输安全风险防控与应

急救援等 6个创新链（技术方向），共部署 15个重点研究任务。

专项实施周期为 5年（2018-2022年）。

2018年，拟在 6个技术方向启动 13个重点研究任务，拟支

持 16~32个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总概算 4.36亿元。原则上共性

关键技术类项目配套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2:1，

应用示范类项目配套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3:1。

应用示范类项目鼓励充分发挥地方和市场作用，强化产学研用紧

密结合。

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进行。除

特殊说明外，拟支持项目数均为 1~2项。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

超过 4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该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

全部考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个，每个课题参

研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5个。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个

课题设 1名课题负责人。

指南中“拟支持项目数为 1~2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

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

情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2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

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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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交通基础设施服役能力保持与提升

1.1 道路基础设施服役性能智能仿真（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针对道路基础设施服役性能长期保持与灾害主动

防范要求，研究道路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材料、结构与功能衰变

规律，揭示道路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性能演变机理；研究特殊地

区复杂环境条件对道路基础设施服役性能的影响及道路基础设施

灾变机理；建立道路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真实静动力响应状态智

能仿真分析理论与方法；建立道路基础设施服役期间灾变衍化智

能仿真分析理论与方法。

考核指标：形成道路基础设施服役性能与灾变衍化的表达与

预测理论；构建道路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服役性能智能仿真平台，

道路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性能预估模型精度≥75%，复杂因素耦合

灾变预判模型精度≥70%，结构维修周期延长 20%以上；形成相关

技术标准/设计规范草案，申请国家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

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1.2 道路基础设施智能感知理论与方法（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面向智能道路建设，研究道路基础设施智能感知

机理及感知数据解析方法；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服役性能多源信息

的关联与干扰机制，建立基于多源信息的道路基础设施服役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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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集成分析方法；研究与智能感知相融合的高性能道路材料

设计方法、智能道路铺装结构系统集成技术及系统设计理论体系。

考核指标：形成道路基础设施智能感知与解析理论体系；构

建道路基础设施智能感知与性能分析系统，设施状态智能感知率

≥30%，智能感知平均精度≥80%，设施材料性能自感知平均精度

≥90%，自修复平均程度≥60%；建立智能道路铺装结构设计体系，

智能道路铺装功能持续性大于 10年；形成道路设施服役性能智

能感知与智能道路铺装技术标准/设计规范草案，申请国家发明专

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2．交通重大基础设施智能联网监测与预警

2.1 道路设施状态智能联网监测预警（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针对道路基础设施智能监管要求，研发道路基础

设施运行状态评估及态势分析技术，重大道路基础设施智能巡检、

在线状态监测与运行可靠性保障技术，分米级道路基础设施快速

数字化和分发技术；研制道路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运行维护支持

系统；开发道路基础设施智能联网监测与监管平台。

考核指标：形成道路基础设施智能化联网监测与预警技术体

系；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选择典型示范区建

成跨区域道路基础设施智能联网监测平台，道路基础设施在线监

测覆盖率≥90%，道路基础设施状态异常预警准确率≥80%，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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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的道路交通设施数字化精度≤30厘米；形成道路设施智

能联网监测技术标准/规范草案，申请国家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

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2.2 内河航道设施智能化监测预警与信息服务（重大共性关

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针对智能航道建设要求，研究内河航道设施服役

状态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研发内河航道设施服役状态在线

智能监测与预警技术，典型内河航道设施功能恢复智能决策技术，

面向船岸协同的内河航道多源信息融合与智能服务技术；研制内

河航道设施服役状态信息便捷快速采集装备；开发内河航道综合

信息服务系统。

考核指标：建成国家内河高等级航道智能化在线监测与预警

示范河段≥2处，且航道里程≥120公里，示范河段典型航道设施

（航标、航道整治建筑物、通航建筑物）预警覆盖率与准确率

≥90%；形成基于地理空间数据库和航道数学模型的多维航道基础

设施运行场景地图，并具备 3种以上典型航道设施的在线监测、

联动研判、动态预警功能；形成内河航道设施服役状态信息快速

采集装备样机不少于 3类；形成内河航道设施智能化监测预警与

信息服务技术标准/规范草案，申请国家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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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同环境下交通要素耦合特性与群体智能控制

3.1 车路协同系统要素耦合机理与协同优化方法（基础研究

类）

研究内容：研究车路协同环境下驾驶人认知机理与人机交互

特性，车路系统耦合效应对驾驶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网联与非

网联车辆混行状态下车-车耦合机理，车-车/车-路互联环境下交通

系统协同运行优化方法；研究互联环境下网络交通态势演化规律

和可靠性分析方法；研究驾驶行为与交通流一体化仿真理论与测

试验证方法。

考核指标：建立车路协同环境下驾驶行为感知方法，超车、

换道、转向等典型行为驾驶人意图识别准确率≥80%；建立网联与

非网联车辆混行耦合运动关系模型，车辆运动轨迹重建误差≤8%；

交通流瓶颈区域和混行区域交通状态仿真精度≥85%；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3.2 车路协同环境下车辆群体智能控制理论与测试验证（基

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研究复杂交通环境下人车运动态势演化机理，基

于交通大数据的全景交通状态重构方法；研究多交通主体协同运

行的多模式交通信息可信交互机制；研究车辆群体协同决策与优

化理论，基于群体智能的混和交通控制理论与方法；研究车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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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环境下异构交通主体的群体行为仿真与智能控制测试验证方

法。

考核指标：形成多模式可信交通信息交互测试验证系统，支

持不少于 3种无线通信方式；建成异构交通主体群体协同行为仿

真测试平台，支持人工驾驶-自主驾驶混合场景下的硬件在环仿

真，实现大于 100个节点的路网和 1000个以上交通主体的车路

及车辆群体协同仿真分析；建成车路协同环境下异构交通主体智

能控制测试验证环境，支持大于 3类的 20个以上实体交通主体

参与、不少于 15种安全和效率类交通应用场景的测试验证；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4．车辆智能联网联控

4.1 大规模网联车辆协同服务平台（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发网联车辆多源信息端-云间信息融合、基于边

缘计算的智能路侧信息融合、端-网-云架构下网联车辆信息安全、

端-云间资源优化与协调等技术；研究基于云平台的驾驶行为动态

辨识及危险预警、车辆工况监测和能耗实时优化管理、安全/生态

驾驶一体化评价等方法；研究面向环境友好和高效出行的智能化

协同服务等技术；研发车辆联网感知、预警及服务一体化终端装

置；开发社会化网联车辆/新能源网联车辆运行大数据分析与服务

平台；研究大规模网联车辆端-云间信息交互、服务、安全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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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考核指标：联网车辆运行大数据分析与协同服务平台服务能

力≥500万辆、单车数据采集周期≤60秒，具备大规模车辆联网环

境下信息安全态势感知与主动防御能力；开展联网商用车/乘用车

等协同服务示范应用，车载终端应用规模≥10万套；在不少于 20

个地级城市进行示范应用，联网服务非营运社会车辆/新能源车辆

接入规模≥100万辆，联网车辆与非联网车辆相比平均事故率降低

50%，综合能耗降低 10%；形成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草案，申请国

家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5．协同式智能车路系统集成与示范

5.1 封闭和半开放条件下智能车路系统测试评估与示范应用

（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面向智能车路系统产品认证需求，研究智能车路

系统测试评估标准场景及其在封闭环境、半开放环境下的布设及

优化方法；研究复杂交通环境下智能车路系统测评体系与方法；

研究营运车辆车路协同技术体系、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研发智

能路侧、车载信息交互设备与交通控制设施的测评技术；研制专

用测评系统与装备；研发基于车辆运行安全性、系统适应性的封

闭和半开放条件下智能车路系统集成测试与综合评估系统；研究

系统测试与评估标准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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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基于已建或正在建设的封闭、半开放条件下智能

车路协同系统国家级测试基地，形成涵盖典型应用和极限条件下

的标准化通用测试项目不少于 100个，支持不少于 3种通信方式、

5种路侧设施功能、8种车载功能和 5种路侧交通控制功能的测

试，支持不少于 6组或 10辆乘用车辆同时开展测试，支持不少

于 4组或 8辆商用车辆同时开展测试；建成测试场景 50项以上，

协同运行车辆不少于 200辆；研制车路系统专用评测系统与装备

不少于 3种；完成封闭和半开放交通环境下均不少于 100家企业

（或产品）的测试评估；制定国家或行业测试标准草案，申请国

家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6．多模式交通系统供需平衡与动态协同

6.1 城市多模式交通供需平衡机理与仿真系统（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研究城市多模式交通需求形成机理和演变规律，

基于大数据的多模式交通网络动态需求辨识与出行时空分析模

型；建立复杂城市环境下可计算交通网络模型及动态承载能力分

析理论体系；研究复杂交通环境下多模式交通流运行特性和分析

方法，城市形态、交通调控措施与多模式交通需求的交互作用机

制，公交主导型土地利用与多模式交通耦合机制及仿真模型，基

于城市大数据的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研发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城市多模式交通网络仿真分析软件与系统平台。



— 10 —

考核指标：建成涵盖 30个以上百万人口城市的交通模型参数

库，交通模型参数不少于 100个，参数样本不少于 100万个；完

成城市多模式交通网络动态仿真环境建构和软件开发，具备城市

土地利用、交通需求、交通调控等多要素融合仿真分析功能，交

通供需平衡分析模型精度≥85%，动态承载力分析模型精度≥80%，

分析网络节点数≥10000个，计算时间≤1分钟；申请国家发明专

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7．城市交通系统智能化协同管控与服务

7.1 城市多模式交通系统协同控制关键技术与系统集成（重

大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针对城市交通时空资源高效智能管控要求，研究

基于路网容量的区域拥堵热点主动均衡动态调控、基于动静态交

通场景多目标导向的交通组织与控制协同优化等技术方法；研发

城市交通管控终端物联交互、多模式交通系统互联的数据共享与

认证技术；研发数据驱动的交通实时响应控制、情报主导的精准

执法管控、系统联控的公交优先通行、协同管控的系统集成测试

等技术；开发城市多模式交通系统联网智能化协同管控平台。

考核指标：建成大区域联动的城市多模式交通协同管控平台，

选择 3个以上不同类型城市进行示范，每个城市示范联控信号路

口不少于 500个；多模式交通系统互联数据交换实时性≤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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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拥堵热点诊断预警准确度≥85%，重点警情联控响应时间≤3

分钟；示范前后主要道路通行效率提升 15%，关键节点延误降低

15%；制修订行业（或国家）技术标准草案，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8．面向城市交通治理的数据智能集成与示范

8.1 城市交通大数据智能计算平台（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城市多源异构交通大数据智能分析、语义融

合与知识表达方法；研发与交通相关的视频数据在线结构化交通

特征提取与深度分析技术，城市多模式交通大数据的分类应用架

构、数据共享服务应用、时空大数据融合分析技术，面向城市交

通治理的交通运行状态在线智能研判及态势推演技术；研制城市

交通大数据智能计算云平台。

考核指标：建立交通大数据智能分析计算方法，构建亿级交

通实体的大规模交通知识图谱分析、百万路级别的视频实时结构

化分析技术方法和系统原型；建成交通大数据智能计算云平台，

覆盖 20种以上交通数据源，具备单个部署单元 EB（1024PB）级

存储能力、万台规模节点调度能力、千万亿字节（PB）级别的日

数据处理能力，城市全路网运行状态在线智能研判预警时间≤5

秒，准确率≥85%；形成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草案，申请国家发明

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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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型交通枢纽协同运行

9.1 综合客运枢纽高效运行与智能服务关键技术及示范应用

（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大型综合客运枢纽的多交通方式协同运行模

式和业务流程、多主体联合管理机制、一体化服务综合评估体系；

研发枢纽运行状态智能监测、枢纽多交通方式高效协同组织与柔

性调度技术；研发枢纽公共区域人群分布精准感知、分布态势推

演仿真、动态预警及应急疏散技术；研发枢纽内面向旅客出行链

的智能自助服务、智能化导航导乘技术；开发综合客运枢纽协同

运行管理与智能服务系统。

考核指标：依托京津冀等地区大型空港或大型高铁客站，建

成综合客运枢纽协同运行与信息服务平台，枢纽运行服务信息动

态交互率≥90%，重大事件动态预警准确率≥80%，客流疏解效率

提高 30%以上；建成智能导航导乘系统、多交通方式换乘自助服

务系统，自助服务覆盖率提高 20%，枢纽内换乘智能识别准确率

不低于 95%，交通方式间平均换乘时间降低 30%，旅客出行效率

提高20%以上；形成综合客运枢纽协同运行与服务技术标准草案，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10．城市群智慧客运系统

10.1 京津冀城市群多模式客运枢纽一体化运行关键技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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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城市群多模式客运枢纽功能分工、协同服务

机制，一体化交通运行衔接模式；研究基于移动互联和广域大数

据的城市群交通联程出行需求链分析、集散点辨识、枢纽群布局

优化技术；研究枢纽间换乘客流实时监测与分析、运行态势仿真

评估、多模式交通运力动态协同调度与应急处置技术；研发枢纽

群多模式交通出行票务一体化和出行全过程信息服务技术；开发

城市群枢纽协同运行与综合服务一体化系统。

考核指标：建成城市群枢纽协同运行管理与服务平台，集成

航空、铁路、公路、城市客运等城市群客运数据不少于 7种，依

托京津冀城市群进行示范应用，协同运行枢纽不少于 3个；城市

群客运换乘需求预测精度≥85%，换乘客流感知率与检测精度

≥90%，运行异常状态识别率≥90%，城市群枢纽整体集疏散能力

提高 20%，出行换乘等待时间缩短不少于 30%，客运系统运行效

率提高不低于 20%；形成城市群多模式客运枢纽运行监测与一体

化服务技术标准/规范草案，申请国家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自

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11．高效货物运输与智能物流

11.1 智慧物流管理与智能服务关键技术（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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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研究智慧物流组织模式与管理创新机制；研发移

动互联环境下物流供需能力动态辨识与分析预测技术，基于大数

据的物流供需匹配规划建模技术；研发基于物联网和北斗导航系

统满足多式联运需求的物流快速识别、实时跟踪与优化调度技术，

物流系统低碳低能耗控制与优化技术，城乡一体化高效共同配送

与无人配送技术等；研制智慧物流智能化装备；开发基于移动互

联的服务系统，支撑高效低碳的智慧物流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

考核指标：研制智慧物流智能化专用终端装置 3种以上；建

成智慧物流综合管理与智能服务平台系统，平台接入物流车辆不

少于 10万辆，物流需求即时响应率提升 15%，供需物流匹配率

提升 30%，货物周转单位能耗降低 20%，配送效率提升 20%；形

成行业（或国家）智慧物流技术标准/规范草案，申请国家发明专

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12．基于船岸协同的航运安全与应急搜救

12.1 基于船岸协同的船舶智能航行与控制关键技术（重大共

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面向船岸协同技术前沿，研究内河和沿海条件下

船岸协同技术测试体系；研究支撑船舶智能航行的智能化电子海

图、智能感知和认知、岸基信息支持、通信及网络安全、远程驾

驶技术；研发船舶智能航行信息集成与自主驾驶技术；开发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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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重点航段的智能航行系统，沿海船舶航线智能优化及自主航

行系统。

考核指标：建立沿海智能船舶测试场，海域面积不小于 200

平方海里，具备船舶远程驾驶、自主航行、自动靠离泊等测试功

能；智能航行感知目标识别准确率开阔水域≥98%，繁忙、港口水

域≥95%；船岸协同通讯网络连通可靠性≥99.9%，实现内河与沿

海高等级航道的远程驾驶；建立船舶智能航行信息集成平台，支

持 5种以上不同类型的岸基信息服务，下发成功率≥98%，延时平

均≤30秒；建立船舶航行跟踪系统与自主避障系统，在内河典型

航段两种以上船型上实现船舶自主驾驶示范应用，在沿海典型海

域开展海运船舶自主航行示范应用；形成相关技术标准草案，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10项。

13．区域交通与城市安全协同防控

13.1 冬奥会交通与安保协同管控体系（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基于综合交通运输、社会感知与公共安全跨

领域多源数据融合的城市安全与区域交通关联分析、预测预警方

法；研究面向交通场景的人工智能弹性学习框架，冬奥会及重大

安保活动中的城市安全隐患感知、预警与应急响应方法；研究服

务于冬奥会及重大活动交通运行的城市安全风险分布式动态感知

体系与管理体系，交通全要素信息安全监管机制；研究多态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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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在途风险特征、风险聚合研判及应对机制；研究新兴交通形态

在城市安全约束下的应用边界与协同管控模式；开发面向公共安

全事件的应急指挥与协调决策支持系统。

考核指标：建成针对冬奥会安保场景的区域交通与城市安全

交互分析、协调指挥决策支持系统；基于多源数据的重点对象识

别准确率≥90%，交通场景下风险判别算法的计算效能值达百万次

/秒，交通要素触发的城市安全事件有效预警率≥75%，辅助决策

方案生成时间≤10秒；研制一整套集信息采集、传输与处理三位

一体的智能安全感知终端设备；形成交通与安保协同管控的技术

标准草案，申请国家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

于 10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