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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加强顶层设计，全面推动车联网产业技术研发和标

准制定，推动整个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组织制定《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

体系建设指南》（以下简称《建设指南》）。

车联网产业是汽车、电子、信息通信、道路交通运输等

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是全球创新热点和未来发展制高

点。《建设指南》充分发挥标准在车联网产业生态环境构建

中的顶层设计和基础引领作用，按照不同行业属性划分为智

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信息通信标准体系、电子产品与服务

标准体系等若干部分，为打造创新驱动、开放协同的车联网

产业提供支撑。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信息通信）》为

《建设指南》第三部分，主要针对信息通信领域通用规范、

核心技术与关键产品应用，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指导

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领域标准化工作，加快构建包括通信协

议、设备、应用服务及安全在内的信息通信标准体系，充分

发挥信息通信标准在车联网产业关键技术、核心产品和功能

应用的基础支撑和引领作用，并逐步形成统一、协调的国家

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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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标准体系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加速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发挥

标准的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促进车联网技术和产业发展，

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高度融合，以满足研发、测试、示范、

运行等需求，推动汽车网联化技术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带动整车制造、汽车电子等相关产业协调发展，建立跨行业、

跨领域、适应我国技术和产业发展需要的车联网信息通信标

准体系。

（二）基本原则

立足国情，统筹规划。结合我国信息通信技术和产业

发展的现状及特点，发挥政府主管部门在顶层设计、组织协

调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制定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

相结合的标准体系建设方案，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车联网信

息通信标准体系。

基础先立，急用先行。科学确定车联网信息通信标准

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加快基础、共性和关键技术标准的研

究制定；考虑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应用需求，合理安排技术

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进度，加快推进急需标准项目的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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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有效支撑。重视在车联网产业中信息通信

的基础作用，做好天线、通信设备电磁环境兼容性等基础性

技术研究和标准化，对车联网产业其他部分标准化工作开展

形成有效支撑，推进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和拓宽行

业应用。

应用牵引，强化安全。以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服务为

着力点，加强车辆紧急救援、安全预警等关系民生的重点应

用的标准化和推广，带动车联网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建立健

全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制定相关的信息通信安全标准和规范，

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三）建设目标

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标准体系以车、路、人、云的

信息交互和相互间安全、有序、高效协同为目标，“十三五”

期间重点研究制定天线技术、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性等基础技

术体系，制定基于 LTE-V2X的无线通信网络建设及关键技

术标准体系，探索 5G技术在车联网产业领域的应用，关注

效率出行类、信息娱乐类、通信服务类平台的标准化研究制

定工作，制定、完善通信安全相关标准等，支撑车联网产业

相关技术发展、促进车联网产业应用和推广。

具体分为两个阶段，2018年底前完成基础性技术研究，

建立基础性技术标准体系，并形成基于 LTE-V2X的关键技

术标准体系，制定、完善车辆紧急救援、通信安全等重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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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体系建设，针对标准开展试验验证。到 2020年完成 5G

支持车联网产业系列标准的制定，进一步完善健全信息通信

安全与数据安全等标准。

二、 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标准体系建设思路

（一）建设思路

图 1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结构图

图 l 为信息通信标准体系在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

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分标准体系间的关系。

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标准体系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

术的应用为切入点，以突破关键技术、培育典型应用为导向，

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着力研究 LTE-V2X、5G等新技

术在车联网产业中的应用，制定相关的技术、产品以及应用

服务标准，力争通过标准的协调和引领作用，整合相关数据

资源，构建大数据和服务平台，促进不同部门和行业间车联

网产业数据流通，培育车联网产业典型应用，实现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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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云的有效互联互通。

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标准体系的构建应当是一个不

断完善和调整的动态过程，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

车联网产业服务业态不断涌现，标准体系也将不断更新。在

技术上，以开放兼容的视野给各种技术路径选择预留空间。

通过标准制定和研发过程，为我国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

产业发展开辟路径，指明方向，制造机会。

（二）技术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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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标准体系技术结构图

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标准体系技术结构图如图 2，

是从技术角度对车联网产业中涉及信息通信的关键标准进

行全面梳理，分为感知层（端）、网络层（管）和应用层（云）

三个层次，并以共性基础技术和信息通信安全技术为支撑。

体系架构按照 “端—管—云”的方式进行划分，明确各项标

准在车联网产业技术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好地发挥标准

体系的顶层设计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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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基础技术主要解决车联网产业涉及的共性问题，并

提供有效评估手段，主要包括天线和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性等

技术。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网络的“端”是具有无线通信能力

的车载终端和各种基础设施终端，可以实现车辆与其他车辆

以及云平台之间的信息收发以及车辆和交通状态信息的共

享，包括车载无线通信终端、路侧通信设施以及个人便携式

通信终端等。“管”是利用 V2X、蜂窝网络等通信技术，实现

车与车、车与路、车与平台、车与人等的全方位网络连接和

信息交互。“云”是综合信息和服务平台，主要包括业务平台、

数据平台和支撑平台，面向各种车联网产业的应用以及应用

支撑系统，提供多样化的车联网产业公共服务和行业应用。

三、 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标准体系建设内容

（一）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标准体系结构图

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标准体系主要包括基础标准、

通信协议和设备、通信业务与应用技术、网络与数据安全标

准 4大部分，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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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标准体系结构图

（二）标准体系建设内容

车联网产业（信息通信）标准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信息通信类基础标准

信息通信类基础标准主要包括：术语和定义、移动互联

人车交互标准、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性、天线技术和无线电源

等。

目前移动互联人车交互技术主要涉及手机终端与智能

车载无线终端互联的技术方案，包括支持移动互联网应用的

车载智能语音交互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智能网联汽车用户

体验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等。

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性标准主要围绕为保证通信设备能

正常工作时的电磁兼容性要求，包括通信设备的电磁骚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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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抗扰能力以及通信设备对人体电磁暴露限值要求和评

估方法等。

车载天线技术标准主要围绕车联网产业涉及的天线性

能开展研究，制定设备天线系列标准，为相关天线性能评估

提供技术依据和方法。

无线电源标准主要围绕无线携能通信与车载无线通信

终端的无线充电技术提出技术要求与评估方法并进行标准

化。

2.通信协议和设备技术标准

通信协议和设备技术标准主要涉及 LTE-V2X技术、5G

eV2X技术、卫星通信、导航与定位技术和车载通信设备技

术要求等方面。

LTE-V技术标准包括：基于 LTE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

术接口标准、终端设备标准、网络设备标准、网络层/应用

层标准、互操作标准等。接口标准包括 LTE-V2X的空口标

准等。终端设备标准包括支持 LTE-V2X通信技术的终端设

备和测试规范等。网络设备标准包括支持 LTE-V2X通信技

术的基站设备规范和测试规范等。网络层/应用层标准包括

LTE-V2X通信技术的网络层、应用层标准和相应的测试规

范等。互操作标准包括支持 LTE-V2X通信技术的终端间互

操作标准、终端与网络设备互操作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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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eV2X技术标准包括：5G eV2X的空口标准，支持

5G eV2X 通信技术的终端设备规范和测试规范，支持 5G

eV2X通信技术的基站设备规范和测试规范，支持 5G eV2X

通信技术的终端间互操作标准、终端与网络设备互操作标准

和 5G与 LTE-V2X融合异构网联总体技术要求等，5G基站、

终端设备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卫星通信技术标准包含卫星通信地球站设备车载（静止

/移动）天线和伺服系统测试方法、车载卫星通信设备电磁

兼容性要求和测试方法、车载卫星终端通用技术要求和测试

方法等。

导航定位标准包括车载导航定位性能、定时技术和电磁

兼容性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车载导航定位标准将为车载

导航定位性能评估提供测试依据，包括射频性能、空间性能、

一致性等，定位方式包括北斗、GPS等多模独立定位、通信

网络辅助定位等。车载定时标准将为车载定时性能评估提供

测试依据，包括定时准确性、稳定性等。

车载无线通信系统标准主要包含车载无线设备技术要

求和检测方法，车载窄带语音通信设备传输性能要求和测试

方法，车载无线通信接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车载通信终

端与手持终端互联规范等。

3. 通信业务与应用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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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产业相关的业务与应用包括效率出行类应用、主

动安全类应用、信息通信平台类应用、车载紧急救援应用、

信息共享和使用、基础数据和云服务等。通信业务与应用技

术标准主要规定具体服务产品和系统在联网以及互联互通

时对公共通信网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以及对应的试验方法

等。例如，针对效率出行类制定智能运输系统中道路信息结

构化和交互数据集标准；针对主动安全类应用开展基于网联

式的主动安全通信性能和自动驾驶技术通信性能要求和测

试方法；针对信息通信平台制定车载服务平台接口技术要求

及测试方法、平台与车载终端信息交互（OTA技术等）技

术要求及测试方法等标准；车载紧急救援通信系列标准主要

面向车辆遇到突发状况采取紧急救援是对通信网要求开展

的标准化，包括紧急救援应用通信功能模型、网络架构、通

信业务流程、接口、紧急信息采集、消息格式等内容，涉及

网络业务平台、承载网络及通信设备的功能和性能要求；信

息共享和使用包括车联网产业数据共享与开放相关要求等；

制定基础数据和云服务平台的参考架构、公共服务数据开放

共享与流通等。

4.网络与数据安全

车联网产业网络与数据安全包括通信网络安全体系架

构、通信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防护、安全监控、应急

管理、重要通信、网络信息安全等。通信网络安全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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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包括总体安全架构要求；通信安全标准包括车内通信、

V2X通信安全要求、智能通信网关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等；

数据安全标准包括数据安全及用户个人通信信息保护；网络

安全防护标准包括信息通信服务平台安全防护与测评相关

要求；安全监测标准包括车辆通信安全监测技术要求；应急

管理标准包括车辆联网通信的应急管理要求；重要通信包含

车联网 HI接口的技术要求和实施要求以及车联网实名登记

数据要求等；网络信息安全包含信息服务平台通信信息安全

保障技术要求等。

（三）标准体系表

标准项目及分类 标准类型
标准

性质
状态

采用的或相应的

国际、国外标准号

基础（100）

术语和定义（101）

101-1 信息通信类术语和定义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移动互联人车交互(102)

102-1
支持移动互联网应用的车载智能语

音交互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102-2
智能网联汽车用户体验技术要求及

测试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性(103)

103-1 车载通信系统电磁兼容性技术要求 国标/行标 推荐 预研中

103-2 车载通信系统电磁兼容性测试方法 国标/行标 推荐 预研中

103-3
车载通信设备电磁骚扰水平与电磁

抗扰能力
国标/行标 推荐 预研中

103-4
车载通信设备对人体电磁暴露限值

要求评估方法
国标/行标 推荐 预研中

天线技术(104)

104-1 车载通信天线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行标 推荐 已立项 2018-0232T-YD

无线携能通信(105)

105-1
车载无线通信终端无线电源设备技

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国标/行标 推荐 预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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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无线携能通信系统 国标/行标 推荐 预研中

105-3 供电设备侧通信单元（V2G 通信接口） 国标/行标 推荐 预研中

通信协议和设备技术标准（200）

LTE-V 技术（201）

201-1
基于LTE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空中

接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2
基于LTE网络的无线通信技术总体技

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3
基于LTE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网络

层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4
基于LTE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应用

层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1-5
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基

站设备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已立项 2018-0174T-YD

201-6
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终

端设备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已立项 2018-0176T-YD

201-7
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路

侧设备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已立项 2018-0175T-YD

201-8
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核

心网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已立项 2018-1376T-YD

201-9
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核

心网测试方法
行标 推荐 已立项 2018-1405T-YD

5G eV2X 技术（202）

202-1
基于 5G eV2X 的无线通信技术空中接

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2-2
基于 5G eV2X 网络的无线通信技术总

体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3 5G eV2X 网络层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4 5G eV2X 应用层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5
5G eV2X 基站设备技术要求和测试方

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2-6
5G eV2X 终端设备技术要求和测试方

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2-7
5G eV2X 路侧设备技术要求和测试方

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2-8 5G eV2X 网络层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9 5G eV2X 应用层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10 5G 基站设备技术要求(第一阶段）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11 5G 基站设备测试方法(第一阶段）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12 5G 终端设备技术要求(第一阶段）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13 5G 终端设备测试方法(第一阶段）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202-14 5G 支持车联网产业应用的网络策略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14

控制技术要求

202-15
LTE-V/5G 融合异构网联总体技术要

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卫星通信（203）

203-1
卫星数据回传（RCS）通信技术规范

第 2部分：车载系统通用技术规范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3-2
卫星通信地球站设备车载（静止/移

动）天线和伺服系统测试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3-3
车载卫星终端通用技术要求和测试

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3-4
车载卫星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

和测试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导航与定位（204）

204-1 车载导航定位系统技术要求 国标/行标 推荐
行标已

立项

204-2 车载导航定位系统测试方法 国标/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4-3
车载导航定位系统定时性能要求和

测试方法
国标/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4-4
车载导航定位系统电兼容性要求和

测试方法
国标/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4-5 导航与定位的数据格式标准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4-6 地图图层显示标准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车载无线通信系统（205）

205-1
车载窄带语音通信设备传输性能要

求和测试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5-2
车载窄带语音通信设备音频性能要

求和测试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205-3
车载无线通信终端技术要求和测试

方法
行标 推荐 立项中

205-4
车载无线终端与手持终端互联技术

规范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通信业务与应用技术（300）

效率出行类（301）

301-1
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中道路信息结

构化和交互数据集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1-2 电动汽车分时共享服务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主动安全类（302）

302-1
基于网联式的主动安全通信性能技

术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2-2
基于网联式的主动安全通信性能测

试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2-3 基于网联式的自动驾驶通信性能技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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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要求

302-4
基于网联式的自动驾驶通信性能测

试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信息通信平台类（303）

303-1
基于公用通信网络的汽车信息化业

务支撑平台总体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3-2

基于公用通信网络的汽车信息化业

务支撑平台与汽车厂商业务平台的

接口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3-3

基于公用通信网络的汽车信息化业

务支撑平台与车载终端的接口技术

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3-4
面向车载信息服务的电信业务能力

开放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3-5
车载服务平台接口技术要求及测试

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3-6
平台与车载终端信息交互（OTA 技术

等）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车载紧急救援（304）

304-1
基于公众电信网的车载紧急报警系

统 总体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行标已

立项

304-2

基于公众电信网的车载紧急报警系

统 通信业务与应用平台技术要求

和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行标已

立项

304-3
基于公众电信网的车载紧急报警系

统 通信网络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行标已

立项

304-4

基于公众电信网的车载紧急报警系

统 通信无线终端技术要求和测试

方法

国标 推荐
行标已

立项

信息共享和使用（305）

305-1
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共享与开放技术

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5-2
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共享与开放测试

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5-3
车载排放诊断系统网联数据传送技

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5-4
车辆与智能家居的统一接口标准和

测试方法
国标/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5-5
车辆与可穿戴设备等智能附件的通

信标准和测试方法
国标/行标 推荐 预研中

网络通信基础数据和云服务（306）

306-1 基础数据平台参考架构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306-2 基础数据数据流通通用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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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组织实施

继续落实好《车联网创新发展工作方案》等文件部署，

加强与《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其他部分的衔

接。加强沟通协作，由通信行业与电子信息、汽车等行业的

306-3 基础数据交易平台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6-4
基础数据公共服务数据开放技术要

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6-5 企业级 SaaS 评估方法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6-6 混合云解决方案评估标准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306-7 移动互联网+云云互联接口规范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网络与数据安全（400）

安全体系架构（401）

401-1 通信网络总体安全架构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通信安全（402）

402-1 LTE-V2X 通信安全测试方法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402-2 车联网无线通信安全技术指南 行标 推荐 已立项 2017-0925T-YD

402-3 智能通信网关安全技术及测试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数据安全（403）

403-1 基于LTE的车联网通信安全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已立项 2018-0173T-YD

403-2
车联网信息服务 用户个人信息保护

要求
行标 推荐 已立项 2017-0959T-YD

403-3 车联网信息服务 数据安全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已立项 2017-0926T-YD

网络安全防护（404）

404-1 车联网信息服务平台安全防护要求 行标 推荐 已立项 2017-0927T-YD

404-2 信息通信服务平台安全测评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安全监测（405）

405-1 网络安全监测技术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应急管理（406）

406-1 网络安全应急管理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重要通信（407）

407-1 车联网 HI 接口技术要求 国标 推荐 预研中

407-2 车联网 HI 接口实施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407-3 车联网实名登记数据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网络信息安全（408）

408-1
信息服务平台通信信息安全保障技

术要求
行标 推荐 预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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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组织合作协同推进。注重车联网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

总体统筹，有序推进。标准体系实施动态更新完善机制，根

据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需求，不断完善车联网产业（信息通

信）标准体系。

加强国际交流，组织中外企业和标准化组织开展交流合

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联（ITU）、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

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IEC）等相关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

制定工作。充分发挥 IMT-2020（5G）推进组的作用，推进

相关标准的制定和落地，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规范和良好政

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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