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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X 发展概述

V2X (Vehicle-to-Everything) 即 车 与 万 物 互 联 , 是 实 现 车 与 车 
(V2V)、车与路 (V2I)、车与人 (V2P)、车与网 (V2N) 相连接的新一
代信息通信技术。V2X 可以将人、车、路、云等交通参与要素有
机地联系在一起 , 不仅可以支撑车辆获得比单车感知更多的信
息 , 促进自动驾驶技术成熟和应用 ; 另一方面 , 还有利于构建一
个智慧的交通体系 , 促进汽车和交通服务的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车路协同的概念

车路协同的市场预期

2022 年中国 C-V2X 市场将全面启动 , 据统计 , 至 2025 年中国市
场规模将超过 41 亿美元 , 近 1500 万辆车将装载 C-V2X 技术。

随着网联协同感知、协同决策与控制功能的不断应用，车辆与
其他交通设施实现互联互动；产业体系与生态不断完善；整车
智能化水平的显著提升，网联式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将逐步迎来
大规模的应用。

自动驾驶发展需要智能化与网联化协同发展 , 单独使用单车
智能难以支撑自动驾驶 , 特别是应对极端情况 (corner case)
和成本难题。基于 V2X 提供的通信和连接能力实现网联化 , 
并协同单车的智能控制管理 , 支撑自动驾驶中所需要的信息
实时共享与交互、协同感知和协同控制。

车路协同对高级别自动驾驶的意义

车路协同的意义

提升行驶安全和出行效率，从而减少资源消耗 , 进一步
支撑我国达成“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目标。

向协同化和智能化发展 , 实现更高等级、复杂场景的自
动驾驶服务，助力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落地。

资料来源：《车联网白皮书》；BIS Research Analysis；《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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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联智行V2X技术市场应用路线

均联智行推出 V2X 技术的背景，其实是基于越来越多的看到单车智能的自动驾驶到终局时，还是需要用车路协同技术来实现最
高级别的自动驾驶。

作为全球汽车智能网联技术领域的创新者，均联智行实现了在 V2X 技术领域的全球首批量产。随着 3GPP R17 标准的冻结，
均联智行 5G+C-V2X 技术将进一步应用于车联网，逐步实现从辅助到协作感知，再到协作规划，最终实现协作控制的技术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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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联智行作为全球首批实现 5G+C-V2X 领域量产的企业，根据市场的不断变化、客户的不同需求，主要推出以下两种车路协同解
决方案：5G+C-V2X 解决方案与基于数字智能天线的整合型解决方案 , 具备高伸缩性、高适配性、高安全性和高集成性的解决方案。

均联智行 5G+C-V2X 解决方案已实现全球首批量产，先后获华人运通、蔚来以及全球知名汽车品牌等多个主机厂订单。

均联智行数字智能天线整合型解决方案已获得全球知名主机厂订单数百万台，并将于 2024 年量产。

5G+C-V2X 的车路协同解决方案

基于数字智能天线的整合型车路协同解决方案

顺应行业趋势，将射频、天线部分与数字信号处理部分进行整合，
消除模拟信号在线缆传输造成的损耗，进一步提升通讯性能，改善天线效能

典型应用场景：

平板一体式数字智能天线鲨鱼鳍式数字智能天线

协作式变道 协作式汇入 盲区预警 左转辅助

均联智行车路协同产品解决方案

该解决方案具备高集成能力，支持整合十余种车载应用

创新型结构设计，可满足不同车型灵活部署需求（鲨鱼鳍式和平板一体式）

独特高温适应性设计，满足 95℃工作需求 

Telematics 服务 数据收音机 5G 通讯 V2X 通讯 高精定位CAN 和以太通讯 WIFI低功耗蓝牙链接

整合传统 TBOX，5G+C-V2X 服务，数字蓝牙钥匙，厘米级高精定位等功能

落地 Day1 全部车路协同场景以及 Day2 部分场景研发，同时强化关怀弱势交通群体理念

支持面向网络安全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支持 OTA，实现车载功能的远程升级迭代

符合中国及海外市场标准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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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全球首个 5G+C-V2X规模化量产项目

助力中国造车新势力提升车路协同能力

提供满足 ASIL B 的高精定位 , 高精地图解决方案

均联智行项目成果

NIO

结合激光雷达共同打造辅助自动驾驶技术 ,
提升出行效率及安全性

具备 OTA 升级至 DAY2的能力 ,
为用户带来更高阶的车路协同场景应用

符合欧洲 5G 认证要求以及欧洲市场认证 ,
满足车及欧洲市场认证

均联智行项目成果

图片来自于蔚来官网

图片来自于华人运通高合汽车官网

高合 HIPH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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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全球知名车企
全球首款面向 NR-V2X 版本 (3GPP-R16) 的量产产品

德系豪华品牌
该品牌首个搭载V2X解决方案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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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详细解决方案介绍及应用案例请通过下方链接获取完整版
https://www.joynext.com/en/Contact-Us/



关于均联智行

浙江省宁波市国家高新区清逸路 99 号
No.99, Qingyi Road, Hi-techPark, Ningbo, China

微信公众号 微信视频号 领英账号

均联智行是全球领先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者，拥有 20 余年全球顶级车企一级供应商经验，长期
合作大众、福特、奥迪、蔚来、华人运通等知名车企品牌。多年来，均联智行始终致力于智能座舱、
智能车联、智能驾驶及软件增值服务领域产品的研发及生产，积极协同华为、微软、Brose、ARM 等
优质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创新，为智能网联汽车提供开放、安全、高度专业化的解决方案。

均联智行始终坚持从用户需求出发、精准化分析，并始终致力研究未来对车企及用户均至关重要的汽
车网联化的智能智慧解决方案。运用 V2X 技术，将车辆与车辆、车辆与人、基础设施、甚至智能手
机等移动设备实现智能互通，助力自动驾驶智慧实现；同样可处理基于云端的各项服务功能的创新
开发以及提供导航引擎、AR 引擎等多项与车联网联技术相关的软件与增值服务（SaaS）。其车载信
息娱乐系统及智能网联技术已应用于全球 1000 多万台车，5G+C-V2X 也是全球首批该领域实现量产
的产品。

均联智行在兼顾创新与可持续中发展迅速，已在产品研发与创新、软硬件工业系统化、互联服务和汽
车网络安全等方面累积了丰富经验，均联智行将持续深耕，研究未来对车企及用户均至关重要的汽车
网联解决方案，推动软件定义汽车的落地，持续塑造世代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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