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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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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汽车大数据管理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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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汽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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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GB/T38146.1-2019 中国汽车行驶工况 第1部分：轻型汽车

GB/T38146.2-2019 中国汽车行驶工况 第2部分：重型商用车辆

GB/T38185-2019 商用车辆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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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4590.1-2017 道路车辆 功能安全 第1部分：术语

GB/T 34590.4-2017 道路车辆 功能安全 第4部分：产品开发：系统层面

GB/T 34590.6-2017 道路车辆 功能安全 第6部分：产品开发：软件层面

QC/T 759—2006 汽车试验用城市运转循环

GB/T－32960.2-2016 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

ISO21434 道路车辆 信息安全工程

ISO20077 道路车辆 网联车辆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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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AE 53-2017国内V2X应用层标准

YD/T 3629-2020 基于LTE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基站设备测试方法

YD/T3755-2020 基于LTE网络无线通信技术支持直连通信的路侧设备技术要

求

YD/T3755-2020 基于LTE网络无线通信技术支持直连通信的车载终端设备技

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驾驶场景数据 Driving scene data

驾驶场景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环境与驾驶行为的综合反映，描述了

道路、交通设施、气象条件、交通参与物等外部状态以及自车的驾驶任务和状态

等信息。从场景架构来看，有不同的行驶场合，像高速公路、乡村道路、城市工

况、机场、码头、封闭园区等；在该场合下，如何驾驶、驾驶任务、驾驶速度、

驾驶模式等一起构成了整个场景的三维架构。驾驶场景数据是智能汽车研发与测

试的基础数据资源，是评价智能汽车功能安全的重要“案例库”与“习题集”，

是重新定义智能汽车等级的关键数据依据。

[GB/T37118-2018]

3.2 数据采集平台 Environment data collection platform

指拥有能完成驾驶场景数据采集需要的感知系统、定位系统、上位机系统、

工控机系统等，同时依靠统一的工具链实现传感器标定、数据存储和同步处理等

功能的机动车辆平台。可以分为基于视觉的驾驶场景采集平台，基于视觉和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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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波雷达融合的采集平台，以及基于单目视觉、双目视觉、毫米波雷达、激光

雷达等多传感器融合的采集平台。

[GB/T38853-2020]

3.3 高精度地图 High Definition Map

高精度电子地图也称为高分辨率地图（HD Map，High Definition Map），

是一种专门为无人驾驶服务的地图。与传统导航地图不同的是，高精度地图除了

能提供的道路（Road）级别的导航信息外，还能够提供车道（Lane）级别的导航

信息。无论是在信息的丰富度还是信息的精度方面，都远远高于传统导航地图。

[GB/T35766-2017]

3.4 空中下载技术 OTA Over-the-Air Technology

空中下载技术（Over-the-Air Technology）是通过移动通信的空中接口对

终端数据及应用进行下载的技术。空中下载技术的应用，使得移动通信不但提供

了移动化的语音和数据服务，而且还能够提供移动化的新业务下载。

[YD/T2358-2011]

3.5 车路协同 Vehicle Infrastructure

车路协同是采用先进的无线通信和新一代互联网等技术，全方位实施车车、

车路动态实时信息交互，并在全时空动态交通信息采集与融合的基础上开展车辆

主动安全控制和道路协同管理，充分实现人车路的有效协同，保证交通安全，提

高通行效率，从而形成的安全、高效和环保的道路交通系统。

[T/SHJX002-2019]

3.6 硬件在环测试系统 Hardware-In-Loop Test syste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7%BA%BF%E9%80%9A%E4%BF%A1/80254


5

硬件在环测试系统是以实时处理器运行仿真模型模拟受控对象的运行状态，

通过I/O接口与被测的ECU连接，对被测ECU进行全方面、系统的测试，其硬件平

台主要分为：实时处理器、I/O接口、故障注入单元（FIU）、通信接口、FPGA

模块、负载模拟单元、信号调理单元、可编程电源、机柜和分线箱等。

[GB/T34590.1-2017]

3.7 集成式车载终端 integrated on-board terminal

安装集成在车辆上，采集和保存整车及系统部件的关键状态参数并发送到平

台的装置或系统。

[GB/T32960.1-2016]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汽车电子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制造与检修、新

能源汽车装调与检修、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软件与信

息服务、物联网技术应用、通信技术、电子技术应用、光电仪器制造与维修、地

图制图与地理信息系统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汽车智能技术、汽车改装技术、汽车试验技术、汽车电子技

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人工

智能技术服务、智能控制技术、智能交通技术运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终

端技术与应用、嵌入式技术与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移动互

联应用技术、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车辆工程、机械电子工

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感知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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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人工智能、自动化、物联网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机器人工程、交通设

备与控制工程、导航工程、地理信息科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针对智能网联汽车整车制造企业、智能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互联网信

息通信技术服务商、移动通信商、专用设备硬件制造商、相关软件服务科技企业、

出行服务商、初创型科技公司、汽车保险服务企业、车路协同系统集成企业、有

关科研机构及相关技术服务型企业等，面向智能网联汽车相关领域系统集成、数

据生产、车辆及交通管控、测试运行等专业岗位，从事车路协同测试、自动驾驶

系统测试，高精地图数据标注，高精地图数据质检，汽车大数据开发等专业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智能汽车大数据管理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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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汽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初级）：熟悉高精度地图外业采集的标准

流程、集成式车载终端的基本使用方法、虚拟仿真场景运用基础和车路协同硬件

集成运用基础，能够完成相关工作任务的硬件集成联调测试、数据采集有效性预

判和验证以及云平台基本操作等前端工作。

【智能汽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中级）：掌握高精度地图外业采集完整流

程，并能够对外业采集的原始数据完成预处理、配准标注等典型制图工作；掌握

车辆加装集成式车载终端的典型方法和调测技术并能对车况数据进行管理和简

单分析；掌握虚拟仿真场景的构建编辑方法，能通过虚拟仿真形式获得驾驶员行

为数据并进行管理和分析；掌握车路协同系统的通信交互调测方法，实现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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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路协同功能和相关数据存储管理。

【智能汽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高级）：掌握高精度地图外业采集、内业

处理和地图调用完整流程，能够针对内业处理进行正确的质量检查工作；掌握车

辆网联系统整体装调方法和设置方式，保证车内网络和车外移动通信网络的有效

正常工作，并能够对车况数据进行有效管理和系统分析；掌握虚拟驾驶场景仿真

测试方法，能够对驾驶行为数据做出分析判断并用于更新优化车辆初始控制效

果；掌握车路协同典型应用场景的规划设置方法，能够通过正确操作设置硬件系

统和调用软件数据资源，对交通情况做出分析判断和调度指挥。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智能汽车大数据管理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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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地图数

据采集

1.1 数据采集车辆

整备

1.1.1 能完成数据采集车辆的传感器安装和

线束连接。

1.1.2 能借助检测工具对数据采集车辆进行

初步检测和故障排查。

1.2 车载传感器标

定

1.2.1 能正确完成数据采集车载激光雷达的

检测与标定较准。

1.2.2 能正确完成数据采集车载视觉传感器

的检测与标定较准。

1.2.3 能正确完成数据采集车载组合导航系

统的检测与标定较准。

1.3 外业数据采集

1.3.1 能根据外业采集任务规范和路线要求

控制采集车完成典型路段的合规行驶。

1.3.2 能正确启动数据采集车外业采集任务，

并核查和记录各传感器工作状态。

1.3.3 能正确设置和使用车载数据存储设备，

确保外业采集数据的有效存储。

2.车况数据传输

和仿真场景搭建

2.1 集成式车载终

端操作

2.1.1 能正确识别 T-box 终端并完成终端在

数据采集车上的安装。

2.1.2 能借助工具完成对 T-box 终端模块的

基本检测，根据工单要求记录故障情况。

2.1.3 能操作云平台测试并记录车辆终端回

传的数据状态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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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2 虚拟仿真场景

操作

2.2.1 能正确操作虚拟场景编辑软件根据任

务要求完成典型交通场景元素的识别、选取

和布置。

2.2.2 能基本掌握交通流概念，设置单个微观

交通流场景。

3.车路协同运用

3.1 智能路侧系统

装调

3.1.1 能根据使用标准和任务需求正确完成

智能路侧系统各模块的安装和线束连接。

3.1.2 能根据使用标准和任务需求，对智能路

侧系统中各模块分别进行检测，确认工作状

态。

3.2 车载通信模块

装调

3.2.1 能根据使用标准和任务需求正确完成

车载通信模块的安装布置和线束连接。

3.2.2 能正确完成车载通信模块的检测，确认

其工作状态。

表 2 智能汽车大数据管理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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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地图制

作

1.1 外业数据采集

1.1.1 能完成外业数据采集车辆的检测和车

载传感器系统标定较准。

1.1.2 能根据任务需求制定合理采集路线和

操作流程。

1.1.3 能够完成外业采集数据的本地存储。

1.2 内业数据处理

1.2.1 能使用专用软件工具对原始轨迹数据、

图像数据和点云数据的关联管理。

1.2.2 能使用专用软件工具进行激光雷达点

云数据边界配准。

1.2.3 能使用专用软件工具进行点云数据同

图像数据的手动配准。

1.2.4 能熟悉相关 GIS 软件系统的基本操作，

并进行车道线图层、地面标识图层、路侧设

施图层等编辑。

1.3 高精度地图数

据管理与存储

1.3.1 能正确调用操作相关数据库系统。

1.3.2 能正确使用专用 GIS 软件和相关数据

库系统完成高精度地图制图过程中的数据管

理与存储。

1.3.3 能根据任务需求对高精度地图历史数

据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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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车况数据传输

与管理

2.1 车辆 CAN 总线

操作

2.1.1 能正确进行数据采集车的 CAN 总线工

作状态检测。

2.1.2 能正确使用专用工具对 CAN 总线上挂

载设备的工作状态和数据传输情况进行分析

判断。

2.1.3 能在改变 CAN 总线上挂载设备工作状

态基础上，对总线通信进行调试匹配，保障

总线上传感器的有效工作。

2.2 集成式车载终

端设置使用

2.2.1 能操作 T-box 模块同车辆外部通信网

络建立连接。

2.2.2能完成T-box模块同车辆CAN总线的有

效接入。

2.2.3 能根据车辆工作任务要求，正确设置

T-box 模块的运行状态。

2.2.4能使用T-box模块实现车辆OTA升级数

据传输链路的建立。

2.3 车况数据管理

2.3.1 能使用云平台数据管理功能完成车况

回传数据的分类存储。

2.3.2 能使用云平台对当前车况数据或数据

集进行管理。

2.3.3 能够正确操作云平台完成车辆行驶路

线和车辆状态数据等的可视化展示。

3.驾驶场景数据

管理

3.1 虚拟仿真场景

设置

3.1.1 能使用地图编辑器完成虚拟道路设置

和虚拟场景设置。

3.1.2 能在虚拟仿真环境中完成单一虚拟微

观交通流设置。

3.1.3 能根据测试任务要求在仿真环境中选

择合适的仿真车辆类型并核实车辆动力学模

型参数。

3.2 驾驶行为数据

采集

3.2.1 能根据测试任务要求在虚拟环境中完

成仿真车辆的传感器选型和搭载形式设置。

3.2.2 能在仿真环境中启动手动驾驶模式，并

根据任务要求设置手动驾驶过程中需要采集

的数据种类和方式。

3.2.3 能在仿真环境中对手动驾驶任务中采

集到的车辆动态数据及驾驶员行为数据进行

管理。

3.3 驾驶行为数据

管理分析

3.3.1 能完成并记录车辆初始自动驾驶算法

的在环仿真测试结果。

3.3.2 能使用数据分析工具对手动模拟驾驶

过程进行分析，得到驾驶员驾驶行为综合分

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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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3.3 能利用 HIL（硬件在环）仿真测试形式，

对不同的车辆自动驾驶算法进行仿真验证对

比，并做出合理分析。

4.车路协同功能

验证

4.1 车路协同硬件

系统调测

4.1.1 能正确完成智能路侧系统中各分模块

工作状态检测和设置。

4.1.2 能正确完成车载通信单元检测和设置。

4.1.3 能根据场景功能要求正确完成车路直

连通信交互连接和通信模式设置。

4.1.4 能完成智能路侧系统和车辆平台的网

络通信连接。

4.2 车路协同场景

功能实现

4.2.1 能操作智能路侧系统下发路况信息，并

实现车辆应答效果。

4.2.2 能设置拥堵识别区域，识别拥堵识别规

则，完成拥堵事件识别和记录。

4.2.3 能设置开启车辆危险驾驶动作等事件

广播功能，并实现车路协同应答效果。

4.3 车路协同数据

管理

4.3.1 能利用车路协同测试结果，对路侧系统

路况信息播报事件进行数据记录和管理。

4.3.2 能利用车路协同测试结果，对测试区域

内十字路口处车辆拥堵情况进行数据记录和

管理。

4.3.3 能利用车路协同测试结果，对测试区域

内的车辆危险驾驶动作和故障状态等事件的

数量和频次进行统计管理。

表 3 智能汽车大数据管理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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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地图制

作与应用

1.1 外业数据采集

1.1.1 能完成外业数据采集车辆的整备，以及

车载传感器系统融合较准。

1.1.2 能根据车载传感器特性、真实路况特点

及实际任务需求制定采集路线、操作流程与

安全保障措施。

1.1.3 能够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初步筛查

并完成本地存储或云存储。

1.2 内业数据处理

1.2.1 能够正确理解高精度地图完整的制图

流程及分项任务内容。

1.2.2 能够正确使用专用软件工具完成原始

轨迹数据、图像数据和点云数据的关联管理。

1.2.3 能正确使用专用工具软件完成激光雷

达点云数据边界融合配准。

1.2.4 能正确使用专用软件工具完成点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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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据同图像数据的手动配准。

1.2.5 能熟练掌握相关 GIS 软件系统的基本

操作应用，并完成车道线图层、地面标识图

层、路侧设施图层、隔离带/路肩图层的标注、

属性填写等编辑。

1.2.6 能使用相关 GIS 软件正确完成高精地

图初始数据典型质量检查，包括逻辑检查、

属性检查与拓扑检查等。

1.2.7 能正确操作相关 GIS 软件和数据库系

统妥善管理制图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1.3 高精度地图应

用

1.3.1 能正确使用专用工具软件将内业数据

转化为满足行业标准的高精度地图数据格

式。

1.3.2 能正确启动并从云端调用高精度地图

数据实现车辆高精度导航。

1.3.3 能正确设置车辆使其在行驶过程中出

现失控情况时，适时退出自动驾驶。

2.车况数据传输

与应用

2.1 车辆 CAN 总线

应用

2.1.1 能对平台车的 CAN 总线工作状态完成

检测和评估。

2.1.2 能严格按照 CAN 总线功能特点和操作

使用要求完成向总线上挂载新传感器或删除

原有传感器的应用。

2.1.3 能够完成 CAN 总线改装后的通信调试

匹配，保障总线上传感器的有效工作。

2.1.4 能根据特定工作任务需要，选择合理的

车况传感器组合形式，并正确设置传感器工

作模式。

2.2 集成式车载终

端应用

2.2.1 能正确操作 T-box 模块同通信网络建

立连接，并借由该模块实现车辆的远程控制。

2.2.2能够完成T-box模块同车辆CAN总线的

连接测试，确保总线上传感器数据有效回传。

2.2.3 能根据 T-box 模块功能特点和车辆工

作任务需求，正确设置和切换 T-box 工作模

式。

2.2.4 能根据车辆工作任务要求，正确完成

T-box 模块的运行设置。

2.2.5 能正确使用 T-box 模块完成车辆 OTA

升级及备份、断点续存等保障措施。

2.3 车况数据应用

与评价分析

2.3.1 能够正确使用预处理工具将车辆回传

的原始数据进行筛选。

2.3.2 能够正确使用云平台数据管理功能完

成数据库调用设置和车辆回传数据的分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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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储。

2.3.3 能够使用云平台正确完成对特定车况

数据或数据集的管理。

2.3.4 能够正确操作云平台可视化功能，合理

完成车辆行驶路线和车辆状态数据等的可视

化展示。

2.3.5 能根据应用场景和任务目标设计初始

评价模型，包括关键参数的选取、数值范围

的定义以及不同参数间的关联等。

3.驾驶场景数据

应用

3.1 虚拟仿真场景

编辑应用

3.1.1 能够正确区分包括自然驾驶仿真场景，

危险工况仿真场景等典型仿真场景。

3.1.2 能正确使用地图编辑器完成虚拟路网

编辑和虚拟驾驶场景编辑。

3.1.3 能在虚拟仿真环境中正确完成虚拟微

观交通流设计及编辑。

3.1.4 能根据测试任务要求在仿真环境中选

择合适的仿真车辆类型并正确完成车辆动力

学模型的核实与编辑。

3.2 驾驶行为数据

采集设计

3.2.1 能根据测试任务要求在虚拟环境中正

确选择仿真车辆的传感器搭载形式并正确完

成车载传感器模型的核实和编辑。

3.2.2 能在仿真环境中正确开启手动驾驶模

式，并根据任务要求在完成手动驾驶任务同

时正确核实驾驶过程中的数据采集结果。

3.2.3 能在仿真环境中对手动驾驶任务中采

集到的车辆动态数据及驾驶员行为数据准确

进行匹配和管理。

3.3 驾驶行为数据

分析与应用

3.3.1 能正确记录车辆初始自动驾驶算法的

仿真测试与评价结果。

3.3.2 能正确使用数据分析工具对手动模拟

驾驶过程中采集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得到

驾驶员驾驶行为综合分析结果。

3.3.3 能根据驾驶行为综合分析结果对仿真

车辆初始自动驾驶算法进行 OTA 升级。

3.3.4 能利用 HIL（硬件在环）仿真测试形式，

对更新后的车辆自动驾驶算法进行仿真验

证，并对验证结果做出正确分析和判断。

4.车路协同数据

传输与应用

4.1 车路协同路侧

系统与车载单元整

备

4.1.1 能正确完成智能路侧系统联调，确保系

统各项功能正常。

4.1.2 能正确完成车辆单元系统联调，确保车

辆各项功能正常。

4.1.3 能整合完成智能路侧系统和车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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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网络通信设置和通信效果调测。

4.1.4 能整合完成智能路侧系统和车辆单元

直连通信设置和通信效果调测。

4.2 车路协同测试

规划与管理

4.2.1 能正确操作智能路侧系统下发路况信

息，包括限速信息、道路施工信息等，并完

成车辆应对功能验证。

4.2.1 能规划设计交叉路口碰撞预警场景，并

完成场景功能验证。

4.2.3 能正确规划和设置拥堵识别区域，设置

拥堵识别规则，并完成拥堵事件识别验证。

4.2.4 能正确设置车辆危险驾驶动作和故障

状态等事件广播功能，并完成相关车路协同

功能验证。

4.3 车路协同数据

分析

4.3.1 能利用车路协同测试结果，对路侧系统

路况信息播报事件进行数据描述和分析。

4.3.2 能利用车路协同测试结果，对交叉路口

碰撞预警等车路协同事件进行数据描述和统

计分析。

4.3.3 能利用车路协同测试结果，对测试区域

内十字路口处车辆拥堵情况进行数据描述和

统计分析。

4.3.4 能利用车路协同测试结果，对测试区域

内的车辆危险驾驶动作和故障状态等事件的

数量和频次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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