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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1907~，综合大学、中国最早的七所国立大学之一） 
Tongji University (1907~,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s the earliest one of the 

seven National University，in China) 

嘉定校区－八个学院（交通运输工程、汽车、电子与信息、机械、材料、经济与管理、软件、多媒体与传媒学院等） 

四平路校区－十四个学院（文法、理学、医学与生命、建筑、土木、环境、外国语、电影等学院） 

因医学和工学与理学及文法学而著名——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武汉测绘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学科、复旦大学化学学科、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科等 

上海市曹安公路4800号，201804 201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位居中国第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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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国家重点一级学科——交通运输工程学科
历史沿革（中国最完整的路上交通与运输一体化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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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人和物移动）工程学科主要研究方向 

（多方向虚位以待） 

1.新一代交通规划与设计理论及方法 
① 智慧城市与智能交通环境下的交通规划理论和方法 

② 基于节能减排及新能源发展的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 

③ 交通安全系统理论与方法 

2.新一代交通管理与控制及服务系统理论和方法 
智慧城市与智能交通环境下新一代交通管理与服务系统（公共交通与

出行者交通管理、服务及决策支持等） 

智能交通环境与特殊需求（非常态、公交优先）交通管理与控制系统
理论及方法； 

面向智慧城市与智能交通环境的下一代交通仿真系统理论和方法 

      

交通—— 
人和物的移动； 

运输—— 
用交通工具将人和物从
一处移动到另一处 

Traffic engineering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direction of leave a seat vacant for 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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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平台-The main laboratory 

1、“交通行为与驾驶模拟实验平台”            （985工程） 

2、“车路通讯信息交互系统及协同实验系统”    （985工程） 

3、“驾驶员与行人行为及心理实验系统”        （985工程） 

4、“多源异构海量交通数据实验系统”          （985工程） 

 

6 

主要实验室 房间编号 

道路交通仿真 A206、A235 

行人交通数据采集及仿真 B101 

智能公交系统 A227 

交通控制 A223 

智能车路 A221 

驾驶模拟 B201 

RFID实验中心 B101 

海量存储与数据分析 A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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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月：1959年9月9日； 

出  生  地：中國江苏省宿迁市； 

学  歴： 

 1978.09~1982.07、同济大学路桥工程系学士； 

 1985.03~1988.05、同济大学交通工学硕士； 

 1992.09~1996.09、中国教育部选考/日本文部省资助，京都大学攻读博士； 

職  務：同済大学交通工学系主任、教授； 

                    同济大学智能交通运输系统（ITS）研究中心、上海市防灾救灾研究所交通安全研究室主任 

学术兼职： 
 教育部高等院校交通运输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交通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公安部/住建部城市交通“畅通工程”专家组副组长； 

 国家住建部城市交通专家组专家，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理事；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共交通学会常务理事；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ransportation Network Reliability”国际专家委员会委员； 

 诸多省市城市与交通顾问、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长安大学、苏州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兰州理工大学
等6所大学兼职教授 

研究领域：交通系统工程与智能交通运输系统及智慧城市理论、方法和技术(交通系

统构筑与优化设计、交通信息系统、交通管理系统、交通安全与防灾系统、交通控制系统、智能车路
系统、智能公交系统、智能社会系统（ISS）、实验交通系统、智慧城市（Smart City）等) 

学术团队：六人副教授，出站博士后6人、毕业博士53人、硕士100人；在学博士后2人、博士生16人、硕士
生40人 

报告人自我介绍 
The self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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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在研计划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project 

Ø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演变中城市道路交通系统集成设计理论与方法”，2013.01 
-20117.12，           杨晓光； 

Ø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车路协同条件下道路交叉口交通控制探索研究”，2010.01 
- 2012.12，            杨晓光； 

Ø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车载指路信息对（交织段）微观交通流行为影响的解析研
究”，2012.01-2015.12， 云美萍副教授（主攻网络交通流与行为学，加州戴维斯大学访问学
者）； 

Ø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单线路公共汽车运行自适应控制方法研究”，2012.01-
2015.12，           滕  靖副教授（主攻智能公交系统与服务，滑铁卢大学访问学者）； 

Ø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交叉口排队溢流主动控制理论与优化方法研究”, 
2012.01-2015.12，           马万经副教授（主攻交通智能控制与管理，亚利桑那大学访问
学者）； 

Ø 国家863计划“交通状态全息感知与交通战略实验室”，2012.01-2014.12，杨晓光； 

Ø 国家863计划“车路协同系统交通协调控制关键技术”，2011.12-2013.12，杜荣华博士后、  

                       吴志周副教授（主攻车路协同与主动安全，南佛罗里达大学访问学者）； 

Ø 国家863计划“特殊需求下区域交通协同管控技术”2011.12-2013.12，马万经副教授主参与
； 

Ø 上海市科委-建设和交通委重大项目“上海通行能力计算方法与示范应用”2012.09-
2014.06，           杨晓光、白  玉副教授（主攻交通设计与通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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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代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交通运输系统（ITS）、智慧城市（Smart City）、车路集成（VII）与车路协同系统(CVIS)，
以及物联网（IOT）等应用系统陆续被提出，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报告将系统地介绍同济大学团队基于多项863项目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以及国际合作计划，以构筑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为目标，关于车路协同系统的基础问题，包括：面向安全与效率
的车路协同系统框架、通信技术、车速引导服务、交通流特征分析以及协同控制机制等基础问题的研究进展。特别介绍： 

  （1）主动交通安全实验研究，即通过集成DSRC和3G无线技术，支持车车、车路间在交叉口避免碰撞和速度引导的实验系统； 

  （2）车路协同环境下数据采集与分析实验，即多种通信模式和感知条件下的交通基础数据采集，以及交通状态分析研究； 

  （3）车路协同条件下交通控制实验系统，即交通流主动控制、公交优先控制等实验研究成果。 

关键词：车路协同系统、交通流、车速引导、主动控制、主动安全、实验研究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high technologies, the application systems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Smart City, Vehicle Infrastructure Integration (VII), and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s (CVIS), and Internet of Thing (IOT) have been gradually proposed and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ever since. The presentation will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 the research topic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plans that sponsored by 863 program and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in China. The objectives of the basic research in CVIS will focus on constructing integrated network of 
vehicle and infrastructure and cooperative systems, which include safety and efficiency oriented 
framework of the CVI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speed guidance service, traffic flow pattern 
analysis, and cooperative control mechanisms. Specifically, the presentation will introduce: 

①Proactive traffic safety experimental research, i.e. to develop experimental systems for collision 
avoidance and speed guidance for vehicle to vehicle and vehicle to infrastructure at intersections.  

②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research under CVIS, i.e. to collect basic traffic data via various 
communication modes and perception conditions and analyze traffic state. 

③Traffic control systems under CVIS, i.e. proactive traffic control, bus priority control, etc.    

Key words: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astructure system , traffic flow, vehicle speed guidance, active control, active 
safety, experimental study 

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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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鱼—“汽车就像深海中的鱼群一样自由移动，不

需要红绿灯就可以安全地穿过十字路口。” 

如蝙蝠－在接收到局部信息后，迅速地传递到范围

更广的网络中，帮助交通系统将车流分配到不同的区

域内。” 

自动驾驶－“汽车甚至还能实现自动驾驶，利用车

联网提供的实时交通信息分析，自动选择路况最佳的

行驶路线，让老人、残疾人也可以单独坐车出行。” 

上海世博（2030上海，GM －Mobility Internet－车联网），通过各

种传感器，收集并分享即时的信息数据，让所有汽车“感应”彼此的

存在，“感知”周围环境（如果行人突然出现，它会自动减速至安全

速度或停车），并做出预先判断。有了车联网： 

2013/2/11 Xiaoguang YANG, ITS Research Center , Tongji University Page 10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y 

二、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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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点 车联网 车路协同 

英文表示 Mobility Internet/ 
Connected Vehicular Network/ 
Internet of Vehicles/ 
Web of Vehicles/ 
Vehicle Enable Network/ 
Vehicles to Any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Vehicle Infrastructure Integration/ 
Connected Vehicle 

一般定义 车辆上的电子标签通过RFID等识别技术，
实现在信息网络平台上对所有车辆的属性
信息和静、动态信息进行提取与有效利用
，并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对所有车辆的运
行状态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提供综合服务 

运用交通工程、无线通信、自动控制
等技术，实现人-车-路及环境之间信
息交互，使交通达到安全、通畅和环
保及效率化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y 

二、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及关键技术 



比较点 车联网 车路协同 

主要通信方式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GPRS、3G、4G 

DSRC（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4G 

主要组网形式 中继转发 车用自组织网络VANET 

（Vehicular Ad-hoc NETwork）
、 

中继转发 

关键技术 传感器技术、RFID技术、无线传
输技术、GPS定位技术、移动通
信技术、车载网络终端技术、语
音技术、云计算及服务端整合技
术、互联网技术 

传感器技术、DSRC技术、精确
GPS定位技术、信号控制技术、
决策支持技术、智能车辆技术、
驾驶行为、客户端信息整合技
术、车辆轨迹级数据 

传输距离要求 较长距离 

远距离通信的电信（
Telecommunications） 

短程 

主要使用DSRC进行信息交互 

对延迟要求 低（可允许数秒） 高（100m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y 

二、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及关键技术 



比较点 车联网 车路协同 

信息中心 需要信息中转中心 可有可无 

应用侧重 侧重于信息服务 
车辆跟踪、周边信息服务、车队
监管、物流运输、娱乐终端、车
辆防盗 

侧重于安全应用 
交叉口碰撞避免、前方碰撞警告 
超车换道辅助、紧急事件广播辅
助、VIP车辆协调控制、车队协
调通行 

可靠性要求 中 高（涉及安全应用） 

发展问题 普及度、信息安全、标准制定 

共同发展趋势 车路联网与协同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y 

二、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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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安全需求(secs) 

违反交通信号警告 0.1 

过弯速度警告 1.0 

紧急刹车灯 0.1 

碰撞前感知 0.02 

协同避撞 0.1 

左转辅助 0.1 

换道警告 0.1 

两难区辅助 0.1 

多通道全息感知信息的动态交互将变得可能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y 

二、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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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与感知及交通状态和交互处理 

 交通状态：由人车路、环境、信息和规则等共同构成的
交通系统中，交通流随时间和空间及条件变化而呈现的
状况，有常态与非常态之分，具有动态性和变化性。 

 “全息交通系统”的内涵：（1）要素全息，既包括交通主体

（自然人、驾驶人和决策人）、交通载体（交通流与交通网络
），又包括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环境（安全，能源与污染）
；（2）尺度全息，既包括交通轨迹、城市、区域等常规宏中微
观多种尺度，还面向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社会级（Global 

Social Scale）尺度。 

 感知：客观事物通过感觉器官（或检测系统）在人脑（或系统
）中的直接反映； 

 交互处理：人或系统通过一些控制装置，对系统或子系统输
入必要的数据和命令，以对正在进行的程序或状态进行操纵和
控制的过程。 

 

核心区

影响范围

T

 

一天中的变化

系
统
运
行
趋

势

 

T

S1

S2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y 

二、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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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y 

二、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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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设施状态的主动感知技术 
综合考虑车路的系统作用，通过感知传感设备主动感知交通荷载信息、路基路面

结构状态、路面功能状态以及道路运行环境（温度、积水、冰、雪等）。基于感知的道
路信息，进行基于感知的路面运行状态综合评价与信息发布以及基于延长设施寿命的交
通引导技术。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y 

二、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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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感知与交互处理系统体系 
从应用层多用户需求分析入手，研究适合于我国道路交通环境的的多种感知与交互环境，构

建覆盖人-车-路-交通流-环境的全息感知与交互处理系统的架构体系体系、接口标准、通讯协
议、应用范式和集成方法。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y 

二、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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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智能交互处理的云数据库管理技术 

为了实现具有海量数据管理能力和高性能信息处理能力的系统平台，将采

用云计算技术，云环境下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将是研究

基于云计算的智能交通数据管理和处理的核心技术和平台。 

 大数据技术 

数据管
理 

时间 

空间 

异常态 
常态 精

度 

粒

度 

广

度 

实
时

性 

粒

度 

精

度 

历史数
据 

 实时采
集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y 

二、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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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交通状态感知关键技术突破             

车辆状态 

交通管理设施 

道路状态 

道路行
驶环境 

全息 

感知网 

交通流状态 

管控人
员决策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y 

二、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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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全息交通信息环境下状态和信息的互动机理，基于系统感知

终端的再感知技术，形成各种感知手段和感知技术的动态调整，最

终满足和适应交通状态的动态变化，为交通管理和决策服务。 

 基于交通状态反馈的动态感知技术研究 

历史 

交通信息 

Incident Incident Incident 

现实交通系统 

状态判别、状态预测、趋势诱导 

状态预报与预警 

实时信息反馈 

交通监控中心 

i M a c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y 

二、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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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状态特征分析与状态指标及提取技术。 分析不同交通信息服务对象需求特

征，构建面向多层（宏观、中观和微观）、多维（日常交通、旅游交通、紧急交通等）、

多用户（驾车者、公交乘客、出租车等）的交通状态指标体系，及其提取技术。 

近期

决策效果

预测效果

区域

远期

中期

节点 区间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基于全息感知信息的状态分析技术与处理系统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y 

二、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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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战略实验室—— 

构筑基于感知与交互技术的支撑服务于城市综合交通管理与决策的“战略实验室”。实现

综合交通分析、决策、技术适应性实验功能。 

RSE

OBE

DSRC

Comm Zone

Network-Connected Hosts

• Public (e.g. Traffic Centers)

• Commercial Services

VII

Network

Network

Manager

Certificate

Authority

Local Safety Systems

•Traffic Controller

•Signs, …

OBE

RSE

…

OBE V-V

GP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y 

二、车路联网与协同系统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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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研究    Experimental study 

1、车路协同典型场景实验系统架构 

 物理构架和软件构架 

2、同济大学实景实验平台构建 

 安全、效率、环保 

3、城市实景应用实验研究 

以应用为导向，车路协同环境下控制问题 

 



物理构架 

车载单元 路侧单元 

控制中心 

主要由车载单元、路侧
单元、控制中心三大部
分组成，车载单元与路
侧单元之间的信息交互
主要使用DSRC技术，外
场设备与控制中心主要
使用3G技术。 

1、车路协同典型场景实验系统架构 



软件构架 

USB 

CAN总线信息 
（速度等） 

CAN 

笔记本 Windows 平台 C# 

RJ45 

Socket 

应用软件
Application

软件服务接口
DENSO Software Services API

时间/位置服务
Time/Position Services

车辆接口服务
Vehicle Interface Services

无线电通信服务
Radio Services

Linux 操作系统
Linux OS

专用短程通信
DSRC

卫星定位系统
GPS

DSRC 通信设备 

Linux 平台C/C++ 

与路侧单元
交互 

IEEE 802.11p 

RJ45 

Socket 笔记本 Windows 平台 C# 

DSRC 通信设备  

Linux 平台C/C++ 

串口 

信号控制机 

IEEE 802.11p 

应用软件
Application

软件服务接口
DENSO Software Services API

时间/位置服务
Time/Position Services

车辆接口服务
Vehicle Interface Services

无线电通信服务
Radio Services

Linux 操作系统
Linux OS

专用短程通信
DSRC

卫星定位系统
GPS

与车载单元
交互 

底    层：DSRC通信设备、汽车CAN总线等 

 

中间件：Socket等 

 

顶    层：用户图形界面、系统应用程序等 

1、车路协同典型场景实验系统架构 



2、同济大学实景实验平台与系统（985工程） 

交叉口碰撞避免 （Intersection Collision Warning ） 

换道辅助 （Lane Change Assistant ） 

紧急信息广播 （Emergency Message Broadcast ） 

车载信号/标志显示 （In-vehicle Signal  Display ) 

信号优先控制Transit Signal Priority  



﹘交叉口碰撞避免 (安全应用) 

实验路口 

车载单元构成 

路侧单元构成 
（用于消息转发） 

车辆行驶于无信号控制交叉口，由
于树丛遮挡，车内驾驶员很难发现横向
车辆。本系统将根据两车的实时速度和
与交叉口的距离进行优先通行权判断。
提示两车先后安全通过交叉口。 

车载显示器显示画面 
（实时显示两车位置） 

2、同济大学实景实验平台与系统（985工程） 



﹘紧急事件广播通信 (安全应

用) 

1. 广播通信测试场地； 
 
 

2. 一辆车向五辆车发送广播消息； 

模拟事
故车辆 

模拟事
故车辆 

模拟事
故车辆 

通过构建紧急事件广播通信平台，
可取代传统使用警示标志告知接近
车辆的方式。 

2、同济大学实景实验平台与系统（985工程） 



﹘多车通信平台构建  
(安全/效率应用) 

通过构建多车通信平台，研究车用
自组织网络VANET内车辆间信息交互
的可行性及潜在应用。 

2、同济大学实景实验平台与系统（985工程） 



﹘车路协同环境下驾驶员行为分析 (安全应用) 

眼球运动捕捉 
曹安公路场景 

实时数据处理 

通过眼动仪等分析车路协同环境下驾驶
员的驾驶行为，以及对车路协同应用软
件的接受和认可程度。 

2、同济大学实景实验平台与系统（985工程） 



﹘换道辅助 (安全/效率应用) 

A 

B 

C 

collision 

D 

A 

B 

应用场景：在换道超车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中，有大部分
原因是因为在换道过程中不能很好地识别车辆周围的环
境，如受视距范围的限制，大雾等恶劣天气的影响等，
使得换道超车存在很大的危险。 
 

测试实景 

测试路径：在五个实验点的附近，
安装有换道超车系统的后车换道超
越前车，触发系统正常工作。 

通过本系统，超车车辆可使被超车
车辆收到警告信息，被超车车辆根
据收到的信息采取避让措施，防止
碰撞的发生。 

2、同济大学实景实验平台与系统（985工程） 



﹘外场交通信息采集 

外场行驶路径等信息 

控制中心显示 

3G 

3G 

2、同济大学实景实验平台与系统（985工程） 



﹘外场交通事件采集 

控制中心服务器 

外场模拟交通事件，并
通过3G技术将事件传送
至控制中心。 

外场模拟事件 

2、同济大学实景实验平台与系统（985工程） 



﹘信号优先控制（效率应用） 
Signalized intersectoin Signalized intersectoin 

测试路线上（图中红线所示）有
两个信号控制路口，VIP车辆接近路口
时，更改信号机配时状态，使VIP车辆
不停车通过信号控制路口。 

2、同济大学实景实验平台与系统（985工程） 



﹘交叉口无线视频信息传输（安全应用） 

由于交叉口建筑物遮挡，东西向行驶车辆
不能很好的观察到南北向道路交通状况，通过
DSRC技术，将横向道路实时视频信息传输到实
验车上。 

建筑物 

视觉盲区 

车内显示器显示实时横向道路
交通状况。 

TONGJI UNIVERSITY 

2、同济大学实景实验平台与系统（985工程） 



TONGJI UNIVERSITY 

3、城市实景应用实验研究——﹘设备安装 

车载系统安装 

路侧系统安装 



3、城市实景应用实验研究——﹘测试总览 - 1 

救护现场 

交通管理中心 支援救护车使其能够 
向目的地迅速地移动 

救护车优先行驶支援 

救护车接近报警支援 

患者运送时急救医疗支援 

救护车行驶时，对可能成为障碍的普通车 
提示后方接近的消息，使其迅速协助行驶 

将紧要的救护者的生命数据实时发送给医院， 
在接受大夫指示的同时，医院可做事前准备。 

救护车到来时通过对红绿灯进行控制，对其能 
平滑地到达目的地进行支援。 

DSRC 

DSRC 

DSRC 

认知无线电 各种无线 
接入网络 

互联网 医疗机关 

120急救站 

将患者的生命数据共享给医院的支援 

移动网无线接入 

宽带无线接入 

SAFER: Speedy Ambulance First-aid, 
Emergency, Rescue operations 
supporting  

通过救护车内监控摄像头将患者现状实时 
传输给医生，并得到语音指示。 



3、城市实景应用实验研究——﹘SAFER - 1 

Roof-top Antenna of 
IVC 

On-board Display Unit for Warning 
 (of coming up Ambulance for 
Vehicle) 

IVC (Inter-Vehicle Communication) 
Unit 

Vehicle for Demo (as Normal car) 

普通车通过DSRC车车间传输收到救护车的
GPS位置和其他信息，并通知驾驶员。 



3、城市实景应用实验研究——﹘SAFER – 2 

On-board Display Unit for Warning 
 (of coming up Ambulance for 
Vehicle) 

Display Image (Warning state) 

Ambulance for Demo 

DSRC 
wireless 
communication 

Vehicl
e 

Ambulance 

Vehicle for Demo (as Normal car) 



3、城市实景应用实验研究﹘测试总览 - 2 

两个信号控制交叉口 
Signalized Intersection 

对应场景 3：VIP车辆优先 
Scenario 3: VIP accesses with 
priority 

对应场景2：无信号交叉口冲突避免 
Scenario 2: collision warning at unsignalized 
intersection 

对应场景 1：换道辅助 
Scenario 1: lane change 
assistant 

对应场景 4：VIP车辆优先通行控制 
Scenario 4: transit signal priorty at two 
intersections 

VIP车辆 
VIP 
vehicle 

社会车辆 
social 
vehicle 



3、城市实景应用实验研究﹘换道辅助 

VIP车辆沿着204国道行驶欲需越前方车辆，恰前方车辆打

转向灯准备换道。VIP车辆发出警示信息，前方车辆收到信息
后取消转向灯，保持原车速和行驶方向，VIP车辆顺利超车。 

TONGJI UNIVERSITY 



3、城市实景应用实验研究﹘交叉口碰撞避免 

VIP车辆沿着长春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基督教堂及太仓市第二

中学门口时，系统手动发送VIP车辆广播警告信息，社会车辆
收到警告信息后，给予VIP车辆优先通行。 

TONGJI UNIVERSITY 



3、城市实景应用实验研究﹘主干路VIP车辆优先通行 

VIP车辆沿着长春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测试路段中间时，系统

自动发送VIP车辆接近信息，行驶在前方的社会车辆收到警告
信息后，停车避让，给予VIP车辆优先通行。 

TONGJI UNIVERSITY 



3、城市实景应用实验研究﹘VIP车辆信号优先 

VIP车辆沿着长春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县府路-长春路、新华路-

长春路信号控制交叉口时，系统自动发送优先通行请求信息，
信号机通过DSRC收到请求信息后，给予VIP车辆优先通行。 

DSRC

Diversity 

Antenna

Notebook

Notebook

Diversity 

Antenna

GPS

Receiver

DSRC

Device

GUI

县府路
Xianfu Road

长春路
Chang'chun Road新华路

Xinhua Road

VIP Vehicle

DSRC

Device

Notebook

Diversity 

AntennaDSRC

DSRC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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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实景应用实验研究 
——车路协同典型场景控制问题 

安全 
Safety 

效率 
Mobility 

环保 
Environment 

通过车路协同通信，交互基于位置的安全
信息，致力于减少碰撞，提高出行安全。 

通过车路协同通信，提高行车速度，减少
出行时间。实现变革交通运输管理。 

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停车、加减速等驾驶行
为，降低碳排放，维持可持续发展。 

车路协同下一代控制问题 



TONGJI UNIVERSITY 

救护车优先行驶支援 

DSRC 5.8GHz频带无线电波 

DSRC 
车与车间通信设备 

DSRC 
路边接收单元 

交通指挥中心 

救护车来到通知 

切换指示 

通过对路口红绿灯的智能控制，使救护车得以优先通行 

 救护车：发送车以及GPS 

 路边接收单元：检测临近救护车发出的信号，向交通指挥中心报告救护车的到来     

 交通指挥中心：指挥中心交通控制系统对关联红绿灯实施切换，保障救护车优先通行 

 同济大学车路协同系统——交通协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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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ignal交通控制系统软件 • 获取救援车到来信息，启动控制模式 

目标车辆出现，
DSRC数据接收正常
. 

 同济大学车路协同系统的构建与实验 



3、城市实景应用实验研究 

应用系统视频 
 

TONGJI UNIVERSITY 

F:/COTA报告/工博会视频V1.00.wmv


TONGJI UNIVERSITY 

Next Gen City & Society，Transportation  Systems 

下一代城市与社会及交通系统 

Urban and transportation are developing to informationization 
城市与交通将趋于全息化：数字化城市与交通将促进城市与交通的一体化； 

交通系统功能极大提升与改善 

People/good

s 
vehicles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Rules  

/ law 

Safe, smooth, convenien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fficiency 

Harmony/谐和-Advanced transportation 

systems 

Research 
objective 

Elements combination results 
and system operation 

objective 

Page 50 

Elements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四、科学意义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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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运输系统(ITS)概貌 

货物配
送信息 

停车场存
车信息 

轨道交
通信息 

公共交
通调度
中心 

公共汽车、
出租车 

信息 

事故
信息 

货运车
信息 

周边设
施信息 

公交站
点信息 

步行者
路径诱
导信息 

家庭内出行
目的地及其
关联信息 

紧急救援
车辆支持 

信号
控制 

不停车
收费系
统 

车内的
换乘信
息 

目的地
关联信
息 交通管

制关联
信息 

空港到
离信息 

停车场内
的目的地
关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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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mixed traffic flow 

network 混合网络交通流形成机理 

佛山市全方式期望线图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二零零三年二月

Real world 

Traffic demand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Land use generate 
transportation 

city－construction－activities－movement of people and objects－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

居住环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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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Smart City)—— 
运用智能技术，提升城市的关键基础设施性能，使城市的服务更有效，促进人与社
会、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智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城市，人与人之间有互联网，
物与物之间有物联网，车与车之间有“车联网 

 

Road network 

High-tech on the urban transport and social impact 

    1、高新技术对城市及交通和社会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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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状态分析及预测关键技术 

(Traffic Condition Estimation 

and Prediction) 

• 路径行程车速估计 

• 路径行程时间的预测 

– 基于路径历史行程时间预测； 

– 基于路段行程时间滚动预测 

• 交通流量预测方法 

• 交通状态预测 
路段2 路段3路段1 路段5 路段6路段4 路段7

t  

t+1  

t + 2 

t + 3  

路径方向

时间

t  +4

t+ 5

t + 6 

t + 7  

t + 8 

t + 9  

参与累加的预测值 没有参与累加的预测值

2、网络交通状态预测预报与决策支持 
The network traffic state forecasting and decisio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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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交通安全“4E”过程—— “4E” Process of Active Traffic Safety 

Encounter

遭遇

Traffic

System

交通系统

Arrival(Si, tj) Conflict

冲突

Evasion

避险

Energy

Transfer

能量转移

Collision

碰撞

Time Axis时间维

Trips

出行

Space Axis 

空间维

Time Splits (tj)

Feedback反馈

Space

Spot 

(Si) 时间延误

空间改变

人身伤害

财产损失

后果　Consequence 

No Collision

无碰撞

平顺通过

Exposing

暴露

Input输入  Safety Process安全过程 Output输出

Safe安全

Time Delay

Space Change

Body Harm

Property Loss

Ｐass Smoothly

暴露后到达某处               Exposing 

同时到达则遭遇，产生冲突    Encounter 

避险不当而发生事故           Evasion 

碰撞必有能量转移               Energy Transfer 

3、主动交通安全系统(Pro-Active Traffic Safety Sy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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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驶员驾驶行为分为三类： 

  认知（Cognitive ） 

  判断（Judgment） 

  控制（Operation） 

AHS的提出 Advanced Cruise-Assist Highway System  

先进的道路巡航辅助系统 

3、主动交通安全系统(Pro-Active Traffic Safety Sy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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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驶员产生的错误分为三类： 

  认知错误（Cognitive errors，如没有发现障碍物） 

  判断错误（Judgment errors，如认为前方车辆不会紧急停车） 

  控制错误（Operation errors，如没有及时制动） 

        2000年，由于这三种因素造成的死亡事故 

分别占总比例的47％，16％和12％。                                             

          —— Japan ITS Hand Book 2006  

行驶信息服务 警告信息服务 辅助驾驶服务 自动驾驶服务 

认知 判断 操作 

驾驶安全需求分析 

3、主动交通安全系统(Pro-Active Traffic Safety Sy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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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动交通管理与控制 

 安全管理； 

 效率管理； 

 便捷管理； 

 节能减排管理； 

 公共交通管理； 

 。。。 

 

主动   ①能够造成有利局面,使事情按

照自己的意图进行（与“被动”相对）；

②自愿地;自动地 。——《现代汉语词

典》 

    道路交通系统能耗、污染与节能减排 

阻塞 污染 运行工况 

四、科学意义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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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 

效率控制； 

节能减排管理； 

公共交通优先控制； 

特殊车辆控制； 

。。。 

 

4、主动交通管理与控制 

四、科学意义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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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控制系统的演变 
信息环境 

控制效果 
统计
数据 

定点
检测 

多源 

数据 

定时控制 自适应控制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Webster,1958, Gazis, 1964 

Miller, 1963 

SCOOT, 1973 

RHODES,1995 

Wong, 2003 

 

~60年代 70~2010年代 

数据来源：检测器 

控制手段：信号灯 

四、科学意义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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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方法的局限 

现
有
交
通
控
制
策
略
失
效 

缺乏对控制对象真实特征和控制策略真实效果的把握是关键性的局限 

信息的不对称造成车辆只能被动适应相对单一的控制策略 

需要反映交通系统的真实数据以及基于这些数据的主动控制方法 

优化依据 
 

 
 
 
 

控制策略的输入 

基于有限检测器数据交通需求预测模型 

                                   控制策略的评价 

基于模型和有限数据估计—准确计算和反馈 

控制方式 
 
 
 

基于车流——对象均一化 
 

单向调节——系统透明化 

空 空 空 空

需求变化

交通异常

交通问题 

问题描述 

Park,2009; Smith, 2010 

Michael G. H. Bell,2006 

Head, 2010 

 

四、科学意义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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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主动 
安全 
的 

信息 
服务 
系统 

4.违章警告 Traffic violation warning 

5.危险避让提示 Danger warning  

6.换道安全引导 Lane change guidance 

1.红灯通行引导 Red light traffic guidance 

2.绿灯通行引导 Green light traffic 

guidance 

3.安全车距监视 Safe interval monitor 

1 

2 
3 

4 

5 

6 

路侧中心 

GPS卫星 

四、科学意义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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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路、车-车通信技术的发展 
VII—IntelliDrive—Connected Vehicle 

输入信息变化 

时空范围扩展 

信息精度提高 

信息粒度细化 

调控手段变化 

由基于车流变
为基于单车 

由被动响应到
主动引导 

•美国交通运输部在ITS发展计划中列为未来九大发展领域的第二位 

•日本和欧盟也相继提出“Smartway”“CVIS”等系统研究与示范计划 

• 信号周期 
• 剩余绿灯/红灯时间 
• 间隔时间 
• 相位相序 
• 冲突车辆…… 

• 车辆ID 
• 车辆位置、状态 
• 车辆速度 
• 车辆加速度 
• 车辆行驶路径（直行+左转..） 
• 车辆运行状态 
• 车辆转向…… 

问题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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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流本质变革 
VII下的控制 

输入 

VII下的控制 

输出 
控制策略 

驾驶行为 
微观交 

通流 

反应特性 
车头 

时距 

车辆状态 

估计 

动态相位、 

动态间隔 

实时自适 

应控制 

策略 

换道特性 空距 
优先申请 

生成 
伺机服务间隔 

跟驰特性 
可接受 

间隙 

加入安全 

（CICAS） 
冲突预测 

车型优先 轨迹控制 

VII下的交通控制的变革[参考文献] 

VII下的交通控制的可能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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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控制系统的演变 

信息环境 

控制效果 
统计
数据 

定点
检测 

多源 

数据 

轨迹
数据 

车辆
控制 

定时控制 自适应控制 自治控制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Webster,1958, Gazis, 1964 

Miller,1963 

SCOOT, 1973 

RHODES,1995 

 

~60年代 70~2010年代 自动驾驶年代 

FHWA：Exploratory Advanced 

Research, 2008 

Peter Stone, 2010 
自治控制 

数据来源：车辆 

控制手段：车辆+RSU 

问题描述 

四、科学意义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自动驾驶 1.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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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控制系统的演变 

信息环境 

控制效果 
统计
数据 

定点
检测 

多源 

数据 

轨迹
数据 

车辆
控制 

定时控制 自适应控制 自治控制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60年代 70~2010年代 自动驾驶年代 10~30年代 

车联网 

主动控制 

USDOT-RITA, 2011 

Pitu Mirchandani, 2011 

Next generation of RHODES 

FHWA：Exploratory Advanced 

Research, 2008 

Peter Stone, 2010 
自治控制 

问题描述 

数据来源： 

        车辆、检测器 

控制方式： 

        信号灯、车辆 

Webster,1958, Gazis, 1964 

Miller,1963 

SCOOT, 1973 

RHODES,1995 

 

四、科学意义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自动驾驶 1.avi


智能路侧技术 
Intelligent RSU 

交互技术 
Interaction 

验证与仿真 
Validation  & Simulation 

智能车载技术 
Intelligent OBU 

 5、交通科学——实验交通工程学 

四、科学意义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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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交通工程学VS 实验交通工程学 

信
息环

境路车
辆

人
（
非
仅
出
行
者
）

研
究
方
法

研究对象

实地实验
数学模型解析

计算机模拟

系统论

计算实验
还原论

整体论

计算机技术

仿真技术

软件工程

科学&技术

实验技术

复杂系统理论



5、交通科学研究——人机工程与行为 

实验平台全景图 中控室 

实验平台全景图 实验车辆 

四、科学意义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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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Conclusion 
车联网与车路协同系统将殊途同归,车路协同系统是归宿； 

车路协同系统可从特殊车辆、公交优先及典型场景的应用方面取得突破： 

新概念城市与交通及社会体系的构筑,基础设施的建设（ITI，

Intelligen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 

技术与法律体系的建立,行为的适应与改变； 

基础理论与科学技术； 

城市与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将更加关注信息化社会的资源、能源、环

境与气候问题，关注交通的品质、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其本质！ 

城市与交通运输系统的革命或将从现在开始！ 

我们是否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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