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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淞泓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景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北京百度网讯

科技有限公司、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中汽研（天津）

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商汤临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亮道智能汽车

技术有限公司、浙江海康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蓝恩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

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苏州智行众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工业控制安全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挚颉测试技术有限公司、追目智能科

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艾拉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兰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仙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九江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左伏桃、李霖、霍燕燕、樊晓旭、郑丽雄、王德成、赵

文、潘君才、王悦、黄韬、朱国章、章健勇、季中豪、李怡康、江南逸、杨阳、

任浩、燕守泉、梁群、刘虹、张芸彬、李付相、芮亚楠、赵旭、李伟、李丕毅、

扈佩令、王毅、黄经元、黄艳玲等。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上海淞泓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未经上海

淞泓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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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车辆自动驾驶系统应用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

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车辆自动驾驶系统应用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

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20608-2006 智能运输系统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性能要求与检测方法

GB/T 33577-2017 智能运输系统 车辆前向碰撞预警系统性能要求和测试规

程

T/CSAE 125-2020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设计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 7258-2017、GB/T 20608-2006、GB/T 33577-2017、T/CSAE 125-2020界

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自动驾驶 autonomous driving

车辆以自动的方式持续地执行部分或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行为。

3.2 自动驾驶系统 autonomous driving system

由实现自动驾驶的硬件和软件所共同组成的系统。

3.3 自动驾驶功能 autonomous driving feature

自动驾驶系统在特定的设计运行条件内执行部分或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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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3.4 动态驾驶任务 dynamic driving task ，DDT

除策略性功能外，完成车辆驾驶所需的感知、决策和执行等行为，包括但不

限于：

——车辆横向运动控制；

——车辆纵向运动控制；

——目标和事件探测与响应；

——驾驶决策；

——车辆照明及信号装置控制。

3.5 动态驾驶任务接管 dynamic driving task fallback

当发生自动驾驶系统失效、车辆其他系统失效或即将不满足设计运行条件时，

由用户执行动态驾驶任务或由用户/自动驾驶系统使车辆达到最小风险状态的行

为。

3.6 测试场景 test scenario

车辆测试过程中所处的地理环境、天气、道路、交通状态及车辆状态和时间

等要素的集合。

3.8 载波相位差分技术 real-time kinematic，RTK

实时处理两个测量站载波相位观测量的差分方法，将基准站采集的载波相位

发给用户接收机，进行求差解算坐标。

3.9 同步定位与建图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SLAM

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或并发建图与定位。

4 适用院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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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汽车制造与检修、汽车运用与维修、新能源汽车维修、汽车

电子技术应用、物流服务与管理、新能源汽车装调与检修、通信技术、计算机网

络技术、计算机应用、软件与信息服务、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网络

信息安全、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通信系统工程安装与维护、物联网技术应

用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电子技术、智

能交通技术运用、交通运营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汽车智能技术、新能源

汽车运用与维修、通信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智能产品开发、智能终端技术与应用、智能

监控技术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物联网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物联网工程、交通设备与控制

工程、导航工程、交通工程、物流工程、信息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人

工智能、智能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交通运输、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等相关专

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针对车辆自动驾驶产业链相关的整车厂、零部件企业、自动驾驶解决方

案服务商、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出行服务公司、自动驾驶功能应用企业（如：

末端配送、园区物流等场景）等单位，面向自动驾驶系统检测与维护、自动驾驶

测试、自动驾驶运行管控与服务及自动驾驶运营等职业岗位，从事自动驾驶测试、

自动驾驶运营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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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车辆自动驾驶系统应用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

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职业技能名称】（初级）：主要面向自动驾驶产业链相关的整车厂、零部件

企业、自动驾驶解决方案服务商、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出行服务公司、自

动驾驶功能应用企业的测试部门、技术研发部门的自动驾驶业务运维类岗位，主

要从事自动驾驶相关系统维护、自动驾驶测试安全驾驶、自动驾驶测试数据收集、

自动驾驶测试环境维护、自动驾驶运行设施使用与维护、自动驾驶运行服务、自

动驾驶功能应用场景车辆安全运营等工作。

【职业技能名称】（中级）：主要面向自动驾驶产业链相关的整车厂、零部件

企业、自动驾驶解决方案服务商、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出行服务公司、自

动驾驶功能应用企业的测试部门、技术研发部门的自动驾驶业务项目管理类岗位，

主要从事自动驾驶相关系统检测、自动驾驶测试项目管理、自动驾驶测试场景布

局、自动驾驶测试数据分析、自动驾驶运行路径设计、自动驾驶运营项目管理等

工作。

【职业技能名称】（高级）：主要面向自动驾驶产业链相关的整车厂、零部件

企业、自动驾驶解决方案服务商、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出行服务公司、自

动驾驶功能应用企业的测试部门、技术研发部门的自动驾驶业务运营管理类岗位，

主要从事自动驾驶测试需求分析、自动驾驶测试场景规划、自动驾驶测试数据应

用、自动驾驶运行管理、自动驾驶运营设计、自动驾驶运营管理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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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车辆自动驾驶系统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自动驾驶系

统维护

1.1环境感知系

统维护

1.1.1 能够按照使用手册对视觉传感器识别

度进行维护与故障报修。

1.1.2 能够按照使用手册对雷达传感器进行

维护与故障报修。

1.1.3 能够按照使用手册对测速传感器进行

维护与故障报修。

1.1.4 能够按照使用手册对定位传感器进行

维护与故障报修。

1.2执行控制系

统维护

1.2.1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转向控制系统进

行维护与故障报修。

1.2.2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驱动控制系统进

行维护与故障报修。

1.2.3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制动控制系统进

行维护与故障报修。

1.2.4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安全控制系统进

行维护与故障报修。

1.2.5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域控制器系统进

行维护与故障报修。

1.3 通信系统

维护

1.3.1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车内总线通信接

口进行维护与故障报修。

1.3.2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车内局域通信接

口进行维护与故障报修。

1.3.3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中短程通信接口

进行维护与故障报修。

1.3.4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广域网通信接口

进行维护与故障报修。

1.4 供电系统

维护

1.4.1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环境感知系统的

供电部件进行维护与故障报修。

1.4.2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执行系统的供电

部件进行维护与故障报修。

1.4.3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通信系统的供电

部件进行维护与故障报修。

2. 自动驾驶测

试

2.1 自动驾驶

测试安全驾驶

2.1.1 能够掌握自动驾驶测试的各项标准法

规、测试规程、安全理论及应急机制。

2.1.2 能够人工驾驶车辆并能自由切换自动

驾驶操作模式；能应对突发状况并能及时完成

动态驾驶任务接管。

2.1.3 能够根据事故处理机制，在发生事故

时，能正确处理事故，及时完成现场取证并上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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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2 自动驾驶

测试数据收集

2.2.1 能够掌握并熟练操作自动驾驶测试相

关的设备和系统，能够处理设备的开关和数据

记录的启停。

2.2.2 能够清除掌握数据采集记录系统的工

作状态，且在设备工作异常时，能够及时介入，

确保数据记录系统正常运行。

2.2.3 能够正确装、卸数据存储设备；

2.2.4 能够按照相关方要求，对数据存储器介

质进行标签属性管理，并能够配合完成数据上

传、交付等相关工作。

2.3 自动驾驶

测试环境维护

2.3.1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测试规程要求，对测

试场地进行维护，保障测试项目正常进行。

2.3.2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测试规程要求，对测

试设施进行维护，保障测试项目正常进行。

2.3.3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测试规程要求，对测

试车辆进行维护，保障测试项目正常进行。

2.3.4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测试规程要求，对路

侧设施进行维护，保障测试项目正常进行。

3.自动驾驶运行

管控与服务

3.1 自动驾驶

运行设施使用

与维护

3.1.1 能够使用车载计算平台、云计算平台、

大数据平台、交通管理平台、交通信息采集系

统、监测系统等平台。

3.1.2 能够维护车载计算平台、云计算平台、

大数据平台、交通管理平台、交通信息采集系

统、监测系统等平台。

3.1.3 能够对车载计算平台、云计算平台、大

数据平台、交通管理平台、交通信息采集系统、

监测系统等平台的故障进行报修。

3.2 自动驾驶

运行服务

3.2.1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不同应用领域进行

道路救援。

3.2.2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不同应用领域进行

路障发布。

3.2.3 能够对自动驾驶供电系统和网络系统

进行维护与故障报修。

3.2.4 能够对车端与路侧端的通信进行维护

与故障报修。

4.自动驾驶运营
4.1 Robotaxi

车辆安全驾驶

4.1.1 能够掌握 Robotaxi 自动驾驶的各项标

准法规、安全理论及应急机制。

4.1.2 能够人工驾驶车辆并能自由切换自动

驾驶模式操作；

4.1.3 能应对突发状况并能及时完成动态驾驶

任务接管。

4.1.4 能够根据事故处理机制正确处理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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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及时完成现场取证并上报。

4.2 干线物流

车安全驾驶

4.2.1 能够掌握干线物流车自动驾驶测试各

项标准法规、测试规程、安全理论和应急机制。

4.2.2 能够人工驾驶车辆并能自由切换自动

驾驶操作模式；

4.2.3 能应对突发状况并能及时完成动态驾

驶任务接管。

4.2.4 能够根据事故处理机制正确处理事故、

及时完成现场取证并上报。

4.3 无人配送

车维护

4.3.1 能够保障无人配送车安全行驶。

4.3.2 能够对无人配送车进行充电及日常维

护。

4.3.3 能够编写无人配送车故障信息并报修。

4.4 无人环卫

车维护

4.4.1 能够保障无人环卫车安全行驶。

4.4.2 能够对无人环卫车进行充电及日常维

护。

4.4.3 能够编写无人环卫车故障信息并报修。

4.5 封闭区域

接驳/物流车维

护

4.5.1 能够保障封闭区域接驳/物流车安全行

驶。

4.5.2 能够对封闭区域接驳/物流车进行充电

及日常维护。

4.5.3 能够编写封闭区域接驳/物流车故障信

息并报修。

4.6 无人公交

车安全驾驶

4.6.1 能够掌握无人公交车自动驾驶各项标

准法规、安全理论及应急机制。

4.6.2 能人工驾驶车辆并能自由切换自动驾

驶操作模式；

4.6.3 能应对突发状况并能及时完成动态驾

驶任务接管。

4.6.4 能够根据事故处理机制正确处理事故、

及时完成现场取证并上报。

表 2 车辆自动驾驶系统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自动驾驶系统

检测

1.1 环境感知系

统检测

1.1.1 能够按照使用手册对视觉传感器识别度

进行检测。

1.1.2 能够按照使用手册对雷达传感器进行检

测。

1.1.3 能够按照使用手册对测速传感器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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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测。

1.1.4 能够按照使用手册对定位传感器进行检

测。

1.2 执行控制系

统检测

1.2.1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转向控制系统进行

检测。

1.2.2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驱动控制系统进行

检测。

1.2.3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制动控制系统进行

检测。

1.2.4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安全控制系统进行

检测。

1.2.5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域控制器系统进行

检测。

1.3 通信系统检

测

1.3.1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车内总线通信接口

进行检测。

1.3.2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车内局域通信接口

进行检测。

1.3.3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中短程通信接口进

行检测。

1.3.4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广域网通信接口进

行检测。

1.4 供电系统检

测

1.4.1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环境感知系统的供

电部件进行检测。

1.4.2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执行系统的供电部

件进行检测。

1.4.3 能够使用工具设备对通信系统的供电部

件进行检测。

2.自动驾驶测试

2.1 自动驾驶测

试项目管理

2.1.1 能够按照项目要求编制测试方案。

2.1.2 能够制定自动驾驶测试项目计划。

2.1.3 能够对自动驾驶测试项目进行任务分

解。

2.1.4 能够组织自动驾驶现场测试。

2.2 自动驾驶测

试数据分析

2.2.1 能够构建自动驾驶测试数据库。

2.2.2 能够对自动驾驶测试数据进行预处理。

2.2.3 能够对自动驾驶测试数据进行数据处理

与分析。

2.3 自动驾驶测

试环境布局

2.3.1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测试规程要求，对测

试场地进行布局。

2.3.2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测试规程要求，对测

试设施进行布局。

2.3.3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测试规程要求，对路

侧设施进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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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4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测试规程要求，对测

试场景进行管理。

3.自动驾驶运行

管控与服务

3.1 自动驾驶运

行软件安装与调

试

3.1.1 能够对车载计算平台进行安装与调试。

3.1.2 能够对云计算平台进行安装与调试。

3.1.3 能够对大数据平台进行安装与调试。

3.1.4 能够对交通信息采集系统进行安装与调

试。

3.1.5 能够对监测系统进行安装与调试。

3.1.6 能够对交通管理系统进行安装与调试。

3.2 自动驾驶运

行管控

3.2.1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不同应用领域制定运

行管控方案。

3.2.2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不同应用领域制定道

路救援处置方案。

3.2.3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不同应用领域制定路

障发布处置方案。

4．自动驾驶运营

4.1 Robotaxi 运

行路径设计

4.1.1 能够使用视觉定位自动驾驶软件设计

Robotaxi 运行路径。

4.1.2 能够使用 RTK+激光雷达 SLAM 融合自动

驾驶软件设计 Robotaxi 运行路径。

4.1.3 能够使用激光雷达 SLAM 自动驾驶软件

设计 Robotaxi 运行路径。

4.1.4 能够使用 RTK 定位自动驾驶软件设计

Robotaxi 运行路径。

4.2 干线物流车

运行路径设计

4.2.1 能够使用视觉定位自动驾驶软件设计干

线物流车运行路径。

4.2.2 能够使用 RTK+激光雷达 SLAM 融合自动

驾驶软件设计干线物流车运行路径。

4.2.3 能够使用激光雷达 SLAM 自动驾驶软件

设计干线物流车运行路径。

4.2.4 能够使用 RTK 定位自动驾驶软件设计干

线物流车运行路径。

4.3 无人配送车

运行路径设计

4.3.1 能够使用视觉定位自动驾驶软件设计无

人配送车运行路径。

4.3.2 能够使用 RTK+激光雷达 SLAM 融合自动

驾驶软件设计无人配送车运行路径。

4.3.3 能够使用激光雷达 SLAM 自动驾驶软件

设计无人配送车运行路径。

4.3.4 能够使用 RTK 定位自动驾驶软件设计无

人配送车运行路径。

4.4 无人环卫车

运行路径设计

4.4.1 能够使用视觉定位自动驾驶软件设计无

人环卫车路运行路径。

4.4.2 能够使用 RTK+激光雷达 SLAM 融合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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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驾驶软件设计无人环卫车运行路径。

4.4.3 能够使用激光雷达 SLAM 自动驾驶软件

设计无人环卫车运行路径。

4.4.4 能够使用 RTK 定位自动驾驶软件设计无

人环卫车运行路径。

4.5 封闭区域接

驳/物流车运行

路径设计

4.5.1 能够使用视觉定位自动驾驶软件设计封

闭区域接驳/物流车运行路径。

4.5.2 能够使用 RTK+激光雷达 SLAM 融合自动

驾驶软件设计封闭区域接驳/物流车运行路径。

4.5.3 能够使用激光雷达 SLAM 自动驾驶软件

设计封闭区域接驳/物流车运行路径。

4.5.4 能够使用 RTK 定位自动驾驶软件设计封

闭区域接驳/物流车运行路径。

4.6 无人公交车

运行路径设计

4.6.1 能够使用视觉定位自动驾驶软件设计无

人公交车运行路径。

4.6.2 能够使用 RTK+激光雷达 SLAM 融合自动

驾驶软件设计无人公交车运行路径。

4.6.3 能够使用激光雷达 SLAM 自动驾驶软件

设计无人公交车运行路径。

4.6.4 能够使用 RTK 定位自动驾驶软件设计无

人公交车运行路径。

表 3车辆自动驾驶系统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自动驾驶测试

1.1 自动驾驶测

试场景规划

1.1.1 能够对自动驾驶测试场景进行需求分

析。

1.1.2 能够对自动驾驶测试场景进行布局设

计。

1.1.3 能够分析自动驾驶系统特性及性能。

1.1.4 能够定义自动驾驶测试场景。

1.1.5 能够建立自动驾驶测试规程。

1.2 自动驾驶测

试数据应用

1.2.1 能够测评自动驾驶测试数据。

1.2.2 能够编写自动驾驶测试分析报告。

1.2.3 能够挖掘自动驾驶测试应用。

1.2.4 能够对自动驾驶测试方案提出改进意

见。

1.3 自动驾驶测

试环境运维管理

1.3.1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测试规程要求，对测

试场地进行运维管理。

1.3.2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测试规程要求，对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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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试设施进行运维管理。

1.3.3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测试规程要求，对交

通设施进行运维管理。

1.3.4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测试规程要求，对测

试数据进行运维管理。

1.3.5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测试规程要求，对测

试平台进行运维管理。

2.自动驾驶运行

管控与服务

2.1 自动驾驶运

行设施布局设计

2.1.1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线路需求，对测试场

地进行布局设计。

2.1.2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线路需求，对测试设

施进行布局设计。

2.1.3 能够根据自动驾驶线路需求，对交通设

施进行布局设计。

2.2 自动驾驶运

行管控设施信息

服务系统数据应

用

2.2.1 能够编制自动驾驶线路运行报告。

2.2.2 能够根据运行报告挖掘自动驾驶商业应

用。

2.2.3 能够对自动驾驶运行方案提出改进意

见。

3.自动驾驶运营

3.1 Robotaxi 运

营方案设计

3.1.1 能够对 Robotaxi 的运营进行需求分析。

3.1.2 能够制定 Robotaxi 运营方案。

3.1.3 能够组织 Robotaxi 运营方案验证。

3.1.4 能够根据运营反馈修正 Robotaxi 运营

方案。

3.2 干线物流车

运营方案设计

3.2.1 能够对干线物流车的运营进行需求分

析。

3.2.2 能够设计干线物流车运营方案。

3.2.3 能够组织干线物流车运营方案验证。

3.2.4 能够根据运营反馈修正干线物流车运营

方案。

3.3 无人配送车

运营方案设计

3.3.1 能够对无人配送车的运营进行需求分

析。

3.3.2 能够设计无人配送车运营方案。

3.3.3 能够组织无人配送车运营方案验证。

3.3.4 能够根据运营反馈修正无人配送车运营

方案。

3.4 无人环卫车

运营方案设计

3.4.1 能够对无人环卫车的运营进行需求分

析。

3.4.2 能够设计无人环卫车运营方案。

3.4.3 能够组织无人环卫车运营方案验证。

3.4.4 能够根据运营反馈修正无人环卫车运营

方案。



13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5 封闭区域接

驳/物流车运营

方案设计

3.5.1 能够对封闭区域接驳/物流车的运营进

行需求分析。

3.5.2 能够设计封闭区域接驳/物流车运营方

案。

3.5.3 能够组织封闭区域接驳/物流车运营方

案验证。

3.5.4 能够根据运营反馈修正封闭区域接驳/

物流车运营方案。

3.6 无人公交车

运营方案设计

3.6.1 能够对无人公交车的运营进行需求分

析。

3.6.2 能够设计无人公交车线路制定运营方

案。

3.6.3 能够组织无人公交车线路运营方案验

证。

3.6.4 能够根据运营反馈修正无人公交车线路

运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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