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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综合交通运输与智能交通”重点专项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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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以及国家科技需求发展趋势，现发布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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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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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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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运输一体化、综合运输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救援等6个技术方向，共

部署15个重点研究任务。专项实施周期为5年（2018—2022年）。

2018—2019年，本重点专项已在 6 个技术方向启动实施 24

个项目。2020年，本专项拟在 4个技术方向启动 7~14个项目，拟

安排国拨经费总概算 2.29亿元。原则上共性关键技术类项目配套

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 2:1，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充分发

挥地方和市场作用，强化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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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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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类项目，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个，参

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家；其他类项目，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

过 5个，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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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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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

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 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

1.1 机场飞行区设施智能监测与互联（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基于实时三维重构的飞行区活动态势精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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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技术，跑道、滑行道设施智能监测、状态评估及道面性能快速

恢复技术；研发基于自主可控技术及多元宽带互联的飞行区多设

施系统信息共享和互操作技术；研究基于局地气象大数据的场区

雷暴等特殊气象实时精准预报及安全评估技术；研究飞行区多主

体业务系统信息统一建模、共享与认知技术，构建飞行区主动安

全技术防范体系，研发面向机场运行的智能决策技术平台。

考核指标：构建三维可视化的飞行区活动目标、运行态势精

确感知软件平台，实时动态识别滑行冲突、道面异常、围界入侵

等 4种以上安全风险，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0%；研制飞行区道面

健康状态智能化监测系统，监测准确率不低于 90%，形成道面损

伤快速修复方法与工艺；研制飞行区多系统设备物联网系统，支

持 3种以上 2000个以上重要设备的信息互联互通；研制飞行区雷

暴、冰雪、低能见度、强风切变等特殊气象预报及评估系统，雷

电监测预警准确率不低于 90%，特殊气象预报周期缩短 20%以上；

研制机场安全运行智能决策平台，运行事故事件主动防范率达到

80%；编制国家/行业技术标准（送审稿）不少于 2项；在 1个民

用机场（年吞吐量大于 2000万人次）进行综合应用验证。

1.2 超大跨径缆索承重桥梁智能化设计软件与核心技术标准

研发（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超大跨径缆索承重桥梁新型结构体系，突破

强风、地震与极端环境下的智能结构分析核心基础理论；研究基

于荷载非线性特征及复杂环境多荷载场耦合影响的结构智能化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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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分布式计算、结果自检验、人本化后处理应用等关键技术，

研发高复杂度超大桥梁全过程设计智能化软件系统；研究超大型

桥梁设计、新型材料、智能建造及验收的国家标准体系框架，编

制超大跨径桥梁设计核心技术标准。

考核指标：提出超大跨径缆索承重桥梁（斜拉桥主跨＞1200m，

悬索桥主跨＞2000m）等新型结构体系和智能结构分析关键基础理

论；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融合结构多重非线性及多荷载

场耦合作用的超大跨径桥梁全过程智能化设计分析软件系统1套，

计算精度＞95%，推广应用不少于 20套；建立超大跨径缆索承重

桥梁国家技术标准体系框架，编制超大跨径缆索承重桥梁设计国

家标准（送审稿）不少于 5项。

2. 载运工具智能协同

2.1 智能新能源汽车车载控制基础软硬件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复杂行驶条件下支持智能控制算法的车控操

作系统和车载核心控制芯片的架构，建立符合车规级要求的应用

开发环境；研究恶劣工况下（高温、高寒、高原等）的车载核心

控制芯片的高可靠性设计技术和环境适应性增强技术；研究车控

操作系统和车载核心控制芯片的功能安全性设计与保障技术，基

于高速分布式光纤通信技术的控制信号传输工具及通信协议故障

诊断与自测试技术；建立车载核心控制芯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设

计规范及测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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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研发车规级车控操作系统及车载核心控制芯片样

片；车规级车控操作系统和车载核心控制芯片产品开发及文档开

发过程都满足 ISO26262ASIL-D等级要求；车控操作系统能实现

与国际主流开放架构的兼容，支持国产核心微控制芯片，实时调

度达到 5微秒，中断响应 8微秒以下；支持以太网、CAN、CAN-FD

等 5种以上主流通信协议，完成整车控制、车身控制、动力控制

等 9种以上量产级控制器验证；车载核心控制芯片的稳定工作温

度范围为-50℃~125℃，通过AEC-Q100标准的验证；分别在环境

温度 50℃以上、环境温度-40℃以下、环境湿度 95%以上、海拔高

度 4700米以上的典型道路极端工况条件下，完成车载核心控制芯

片的实车验证；控制信号光纤通信速率不低于 3.75Gbps；形成行

业技术标准/规范（送审稿）不少于 3项。

2.2 路车智能融合控制与安全保障技术研发（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应对极端路况、高动态未知环境的路与车多

传感器超视距感知技术；研究业务感知的车载—路侧—中心多模

式信息交互技术与信息安全保障技术；研究基于分布式敏捷路侧

边缘计算的协同认知与控制决策技术，研发具备高精度定位、高

可靠路车交互、主动安全协同辨识等功能的智能路侧装备；研究

无人驾驶安全通行规则、交通组织方法及安全防控方法，基于重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生成无人驾驶危险场景库，研发多场景业务需

求驱动下安全可信、自主可控的路与车智能融合控制技术，构建

端—边—云架构的云智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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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车载与路侧融合感知下超视距感知能力不低于

300m；车车、车路信息交互等通信时延小于 20ms；智能路侧装备

信息处理频次不少于每秒 30次；危险场景数据库样本规模不少于

1000个；智能融合控制下单车纵向车速偏差控制小于 1km/h，横

向控制精度直道处小于 10cm（弯道处小于 20cm）；端—边—云架

构的云智能平台具备 300台以上无人驾驶运输车辆联网并发处理

能力；在不少于 3个恶劣路况环境下开展技术验证，参与技术验

证的无人驾驶运输车辆 200台以上；形成行业技术标准/规范（送

审稿）不少于 3项。

3. 交通运行监管与协调

3.1 自主式交通复杂系统体系架构研究（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研究自主式交通系统共性组分集及功能域分类

方法、域内和跨域协同机制与系统需求体系；研究揭示系统代

际演化机理、演化过程和基本属性；研究不同自主化水平下交

通系统的结构、功能及技术特征；研究自主式交通系统功能、

逻辑和物理架构以及架构间映射关系，建立系统功能、逻辑与

物理架构分层递阶重构、融合优化与演进理论，建立自主式交

通系统架构设计与实现技术；研究典型系统参考方案设计与系

统组分、功能、实体及互操作完整性评估验证方法；研发自主

式交通系统体系架构设计与仿真评估信息物理平台原型；建立

可支持不同自主化水平自主式交通系统体系架构设计、评估与

实现定制方法及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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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形成自主式交通系统架构体系、代际演化机理基

础理论、代基关键技术体系和系统技术发展演进路线图；形成自

主式交通系统体系架构设计优化方法；开发具有自主式交通系统

体系架构设计、仿真、优化与完整性评估等功能的可演进、可广

域配置的信息物理平台原型；基于该平台，建立新一代自主式交

通系统体系架构和系统参考设计集，架构覆盖交通系统功能域不

少于 10个、系统组分实体不少于 60种、互操作关系与信息交互

对各不少于 1000个，应用系统参考设计覆盖不少于 5类典型交通

场景；编制自主式交通系统体系架构设计规程不少于 5项。

3.2 基于城市高强度出行的道路空间组织关键技术（共性关键

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城市高密度路网、高强度出行条件下道路网

可靠性和韧性评估体系，研发与城市功能区相匹配的道路空间通

行效能提升技术、道路网关键瓶颈点段、安全隐患点段的识别与

治理技术，开发城市道路网络可靠性监测平台；研究高密度聚集

条件下道路管控方式与个体交通行为选择映射机理，研发交通个

体出行路径识别技术及数据采集设备，基于出行起讫点和路径识

别的通勤交通时空调控技术和管理系统；研究基于人因工程的道

路交通设施与交通空间组织一体化设计技术，研发基于增强现实

技术的道路交通工程设计和风险评估系统；研制适应道路空间动

态调整的交通组织设施和安全风险主动防范装置；研究基于城市

环境联动响应的地下交通空间全寿命安全风险敏感性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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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风险源识别及预控技术，研究地下、地上道路空间安全衔接

与组织技术。

考核指标：构建国家城市道路网络可靠性监测平台和网络韧

性评估体系，道路网络瓶颈点段、安全隐患点段的识别准确率大

于 90%，实现全路网瓶颈点段拥堵车辆溯源分析；建立城市级道

路设施网络与出行行为调控管理系统，交通空间利用率提升 20%，

通勤效率提升 10%；研制个体交通行为数据采集设备不少于 3套，

出行轨迹和起讫点识别准确率大于 80%；形成地下交通空间施工

风险预防与控制方法，预警准确率大于 70%；研制交通安全保护、

交通组织优化的新型设施和装置不少于 3种；编制城市道路空间

组织设计相关规程不少于 4项；在不少于 2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

综合应用验证。

4. 综合运输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救援

4.1 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检验技术与装备研究（共性关键

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新能源汽车全寿命周期内运行安全性能衰退

机理和变化规律，建立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表征参数体系；研究

基于运行大数据的新能源汽车电安全、动力电池安全等运行安全

性能检验检测方法，研究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检测与测试规程，

研发基于大数据的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快速、自动检验和测试

系列装备；研究基于新能源汽车运行特征参数的交通事故鉴定、

交通场景重构等关键技术，开发基于新能源汽车行驶轨迹的交通



— 9 —

安全执法系统和新能源汽车交通事故三维场景再现系统。

考核指标：建立新能源汽车包括电安全、动力电池系统安全

在内的安全性能表征参数体系，参数数量≥8个；研发新能源汽车

运行安全性能快速、自动检验和测试系列装备 1套，适用主流乘

用车和商用车各 3种车型以上，单车系统检测时间≤10min；研发

基于新能源汽车行驶轨迹的交通安全执法系统 1套，对路网安全

态势评估时间≤5min；新能源汽车交通事故三维场景再现系统能

清晰还原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事故鉴定采信率≥98%；编制在用新

能源车运行安全性能定期检验与测试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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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运输与智能交通”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形式

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

用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

材料一并提交。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课题）；国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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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

目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研项

目负责人（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无。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梁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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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马 林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2 王长君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3 魏 运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4 原诚寅 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 教授级高工

5 高利佳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6 李克强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 教授

7 王世华 北京市公安局数据中心 高级工程师

8 王震坡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 教授

9 陈 峰 长安大学 教授

10 秦 勇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教授

11 冯志勇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教授

12 张晓春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 教授级高工

13 左建勇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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