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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il 在高科技和汽車行業擁有超過 35 年的經驗。最近，他擔任 IHS Markit 

汽車技術部門的研究主管。他的最新研究集中在自動駕駛汽車和移動即服務。

他是 Telematics Research Group 的聯合創始人，該公司被 iSuppli 收購

（IHS 於 2010 年收購了 iSuppli）；在此之前，他與人共同創立了 Future 

Computing 和 Computer Industry Almanac。此前，Juliussen 博士曾在德州

儀器 (TI) 擔任微處理器和 PC 的戰略和產品規劃師。他是 700 多篇論文、

報告和會議報告的作者。他獲得了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普渡大學電氣工程

學位，SAE 和 IEEE 

歐盟（EU）於 2022 年 4 月初發佈了針對自動駕駛系統（ADS）車輛

的立法草案。本專欄重點介紹 ADS 合規性評估的概述。 

歐盟 ADS 立法草案主要有兩部分：ADS 性能要求和 ADS 合規評估。

ADS 性能要求規定了自動駕駛汽車在歐洲獲得型式認可必須具備的功

能。我的上一專欄概述了 ADS 性能要求。 

https://www.eetimes.com/eu-ads-legislation-draft-proposes-type-assessment-approval/
https://www.eetimes.com/eu-ads-legislation-draft-proposes-type-assessment-approval/
https://www.eetimes.com/eu-releases-ads-legislation-draft


ADS 合規性評估規定了自動駕駛汽車（AV）在獲得型式批准之前將如

何對其進行評估，審核和測試。 

下表簡要概述了這兩個部分之間的差異。立法草案中的章節名稱列於

表中——附件 2 用於 ADS 性能要求規範，附件 3 用於 ADS 合規性評

估規範。 

ADS 功能說明在立法草案中佔了 10 頁。ADS 合規性評估說明部分占 

ADS 立法草案的 50 頁，或比 ADS 性能要求大 5 倍。有趣的是，

ADS 評估、評估和測試比 ADS 性能要求具有更多的複雜性和規範。 

歐盟自動駕駛系統立法快速概覽（來源：Egil Juliussen）（點擊圖片放大） 

ADS 性能要求摘要 

ADS 要求使用五種流量方案來描述所需的功能。ADS 必須執行所有交

通場景的整個動態駕駛任務（DDT）。 

它還規定了要滿足的功能和操作安全條件。最小風險操作 （MRM） 

對於避免碰撞和危險情況非常重要。 

ADS 還必須具有內置的網路安全和軟體管理系統。需要一個事件記錄

器來跟蹤 ADS 的性能。作為型式認可申請的一部分，需要詳細的操作

手冊。 

ADS 合規評估 

上表包含有關 ADS 合規性評估的摘要資訊。關鍵是評估將由型式審批

組織執行。ADS 性能的任何要求都可以通過 ADS 合規性評估中指定

的型式批准機構執行的測試進行檢查。每輛具有 ADS 功能的車輛都必

須通過這些測試，然後才能在歐盟國家銷售。 

合規性評估非常複雜，詳細說明瞭如何評估每個 ADS，如下表所示。

該表包括立法草案中載有評估說明的部分。 

https://www.eetimes.com/u-s-mandates-reports-on-adas-related-crashes/
http://www.eetimes.com/wp-content/uploads/Egil_EU-ADS_2_1.png


有五個評估類別：操作設計領域（ODD）場景;ADS 系統設計和文檔編

製;ADS 安全道路測試;ADS 建模和模擬（M&S）功能;以及 ADS 生命

週期內的安全性能。每個評估類別總結如下。然而，描述立法草案的

許多評估細節是不可行的。對於此類資訊，讀者必須自己分析 ADS 立

法草案。 

歐盟 ADS 立法評估類別概述（來源：Egil Juliussen）（點擊圖片放大） 

奇數情景評估 

ODD 場景評估包括車道變換、合併、轉彎、交叉交通和其他駕駛操作

等操作的安全參數的詳細資訊。該評估涵蓋不同的駕駛環境，包括高

速公路/高速公路，城市和農村道路以及道路使用者的行為。 

ADS 立法草案對上一列交通場景中包含的交通場景進行了廣泛的描

述：正常，關鍵和故障緊急操作。大部分討論都是在道路 ADS 測試性

能期間的預期行為。 

下圖顯示了立法草案中包含的評估細節的範例。 

https://www.eetimes.com/roadmap-emerges-for-testing-driver-monitoring/
https://ec.europa.eu/info/law/better-regulation/have-your-say/initiatives/12152-Automated-cars-technical-specifications_en
https://ec.europa.eu/info/law/better-regulation/have-your-say/initiatives/12152-Automated-cars-technical-specifications_en
http://www.eetimes.com/wp-content/uploads/Egil_EU-ADS_2_2.png


推導出與 ADS 的 ODD 相關的情景時應遵循的原則。（資料來源：歐盟 ADS 立

法草案，第 21 頁。（點擊圖片放大） 

對於 ADS 的 ODD，基於數據的方法和基於知識的方法都可以用來生

成相應的流量場景。基於知識的方法利用專業知識來系統地識別危險

事件並創建場景。基於數據的方法利用可用數據來識別和分類發生的

方案。 

ADS 安全概念評估和審核 

本節重點介紹 ADS 安全概念的評估和製造商安全管理體系的審核。型

式認可機構應當通過有針對性的抽查和測試，根據提交的文件，驗證

ADS 性能要求是否實際落實。 

這意味著 ADS 在其 ODD 中以一種在故障（功能安全）和非故障（操

作安全）條件下對車輛乘員和其他道路使用者沒有不合理安全風險的

方式運行。 

• ADS 文件 — 製造商應提供文件，用於存取 ADS 設計以及 

ADS 直接控制的其他車輛系統，以及板外硬體 / 軟體和遠端功

能。檔應簡短，但要提供證據，證明設計和開發受益於所涉及的

https://www.eetimes.com/the-road-has-rules-but-not-so-much-for-av-makers/
https://www.eetimes.com/the-road-has-rules-but-not-so-much-for-av-makers/
http://www.eetimes.com/wp-content/uploads/Egil_EU-ADS_2_3.png


所有 ADS 領域的專業知識。文檔部分討論了 ADS 軟體，硬體，

人機介面（HMI），數據元素，演算法，原理圖，功能操作等

各個方面的一長串要求。列出了大約 80 個文件項。不要求複製

專有數據，但需要檢查此類資訊。 

• 驗證和測試 — 根據 ADS 文檔，型式批准機構應要求進行測

試，包括 ADS 功能操作和 ADS 安全概念驗證。型式批准機構應

檢查對 ADS 的物件和事件檢測和回應以及決策和 HMI 功能至

關重要的場景。驗證結果應與記錄的危害分析摘要相對應，以確

認安全概念和執行符合法規要求。 

• 安全管理體系 — 製造商應證明其安全管理體系 （SMS） 具有

最新的有效流程、方法、培訓和工具，並在組織內遵循這些流

程、方法、培訓和工具，以在整個 ADS 生命週期中管理安全性

和持續合規性。設計和開發過程應建立並記錄下來，包括

SMS，需求管理，需求實現，測試，故障跟蹤，補救和發佈。製

造商還應確保負責功能/操作安全，網路安全和其他相關車輛安

全學科的製造商部門之間的有效溝通管道。SMS 的合規性證書

有效期為三年，除非被撤銷。在適當的時候，製造商必須申請新

的或延長現有的 SMS 合規證書。 

• 安全概念報告規定 — 製造商對 ADS 安全概念的安全評估報告

和安全管理體系的審核應以允許可追溯性的方式進行。型式認可

機構應當根據廠家提供的檔，將安全評價結果發給型式認可證

書。 

ADS 通過–失敗測試 

評估 ADS 安全性的通過/未通過標準應基於上一欄中描述的 ADS 能力

要求（立法草案附件 2）。這些要求的定義方式是，可以針對一組特定

的測試參數、所有與安全相關的參數組合和指定的工作範圍（例如，

速度範圍、縱向和橫向加速度範圍、曲率半徑、亮度、車道數）推導

出通過/未通過標準。 

測試場地應包括與 ADS 的指定 ODD 相對應的特徵。測試必須安全進

行，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沒有任何風險。測試應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進

行，在 ADS 定義的 ODD 範圍內進行。 

https://www.eetimes.com/podcasts/can-we-get-serious-about-cybersecurity-now/


應使用任何允許的車輛載荷對目標車輛進行測試。試驗程序開始后，

不得進行載荷改變。製造商應通過使用文檔來證明 ADS 在所有負載條

件下工作。 

型式認可測試可以基於模擬、測試軌道上的機動和真實道路交通上的

駕駛測試進行。但是，它可能不僅僅基於計算機類比。 

將在測試軌道上完成各種各樣的測試場景，以評估 ADS 的性能 - 包

含 13 個測試的清單，其中包含許多測試的變體。指定的測試包括車道

保持，車道變換，防撞，緊急制動避免，跟隨引導車輛，另一輛車的

車道切入，由於車道內靜止車輛而導致的車道切斷，停車，停車設施

導航和特定的高速公路場景。 

ADS M&S 評估 

本節的關鍵是建立一個框架，用於在 ADS 驗證中開發和使用虛擬工具

鏈的可靠評估。立法草案列出了五個屬性，以實現併購的可信度： 

• 能力：M&S 可以做什麼，以及與之相關的風險是什麼？ 

• 準確性：M&S 如何再現目標數據？ 

• 正確性：M&S 數據和演算法的健全性和穩健性如何？ 

• 可用性：需要哪些培訓和經驗？ 

• 適合用途：M&S 對 ODD 和 ADS 評估的適應性如何？ 

同時，可信度評估框架必須足夠通用，以用於不同的 M&S 類型和應

用。它還定義了如何使用虛擬工具評估 ADS 安全性和功能的範圍。 

立法草案包括一個可信度評估框架。該框架提供了一種基於品質保證

標準評估和報告 M&S 可信度的方法。下圖顯示了可信度評估框架各組

成部分之間關係的圖形表示。 



可信度評估框架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資料來源：ADS 立法草案，第 54

頁）（點擊圖片放大） 

在此圖之後，ADS 立法草案對 M&S 技術問題進行了超過六頁的討

論，包括多個管理問題，數據輸入，數據品質，建模假設，模型驗

證，代碼驗證，驗證和準確性。 

最後一個 M&S 部分是對文檔結構的討論，其中突出了兩個專案： 

• 製造商應出示一份檔（“模擬手冊”），旨在為所提出的主題提供

證據。 

• 文檔應在 M&S 利用的整個生命週期內進行維護。 

本節包含有關 M&S 技術的廣泛討論，在本專欄中涵蓋所有細節是不可

行的。它應該由該領域的專家進行研究。 

ADS 使用壽命安全性能評估 

本節重點介紹在 ADS 的存留期部署期間所需的內容。從本質上講，

當意外的 ADS 事件發生時，這是製造商的報告職責。有兩種類型的報

告事件：非關鍵事件和關鍵事件。 

http://www.eetimes.com/wp-content/uploads/Egil_EU-ADS_2_4.png


嚴重發生是指 ADS 在與至少一名需要醫療援助的受傷人員發生碰撞時

發生碰撞的事件，或者對 ADS 車輛，其他車輛或靜止物體的物理損害

超過一定閾值的事件。製造商必須立即將關鍵事件通知型式批准機

構、市場監督機構和歐盟委員會。 

製造商應在一個月內報告製造商必須補救的任何短期事件，如下表所

述。下表是立法草案中表格的副本。 

我對這張表有一個不同意見：網路安全漏洞太重要了，應該在一個月

內報告，而不是在一年內報告。 

短期事件的示例製造商必須在一個月內向歐盟委員會報告。（資料來源：Egil 

Juliussen）（點擊圖片放大） 

ADS 遵守評估摘要 

ADS 合規性評估部分詳細介紹了型式認可組織將如何評估 ADS 功能

並評估其是否符合歐盟法規。 

第一項任務是評估 ODD 道路方案，包括城市、農村和高速公路。

ODD 評估包括常見的操作，如車道變換，合併，逆行轉彎，交叉交通

和其他駕駛任務。 

第二部分是 ADS 安全概念的審核和評估，包括製造商提供的所有 ADS

文檔。製造商的安全管理體系也經過審核。 

第三個元素是對將要執行的駕駛測試的描述。這些是評估 ADS 在各種

駕駛情況下的安全性的通過或失敗測試。 

https://www.eetimes.com/automotive-cybersecurity-more-than-in-vehicle-and-cloud/
http://www.eetimes.com/wp-content/uploads/Egil_EU-ADS_2_5.png


第四項評估是研究製造商已經執行的 M&S 以及 M&S 系統的能力。本

節非常全面，提供了廣泛的技術建議，以獲得成功的型式認可。 

最後一次合規性評估是在部署后跟蹤 ADS 性能。它包括必須跟蹤並

報告給型式認可組織以保留車輛的型式認證的資訊。 

ADS 合規性評估非常出色且非常完整。我沒有看到任何接近 ADS 立法

草案的品質和完整性的東西。各個 AV 領域的專家肯定會找到需要改

進的主題，但這是一個可靠的建議。 

有什麼影響？ 

歐盟 ADS 立法草案涉及包括個人 AV 在內的所有 AV 用例，使其成為

一項非常雄心勃勃且有影響力的監管提案。它指定了汽車 OEM 和服

務提供者的 ADS 要求和性能，但沒有指定要使用的技術。ADS 的

ODD 將決定 AV 用例。 

關於如何進行 ADS 評估的描述非常完整，可能會為幾位 AV 工程師和

高管帶來許多不眠之夜。從我的角度來看，M&S 部分尤其令人印象深

刻，可能會影響 AV 行業如何全面使用模擬和建模來設計，開發，測

試和部署 ADS 車輛。 

與歐盟不同，美國不使用型式批准程式來確定車輛是否可以出售。相

反，每個汽車 OEM 都自我證明車輛模型已準備好安全使用和銷售。因

此，型式認可程式對在美國銷售的車輛的直接影響有限。但間接影響

將是巨大的，因為美國原始設備製造商將參與歐洲 ADS 細分市場，並

需要型式批准。 

也許 AV 的引入是在美國使用型式認證程序的時候了。對於原始設備

製造商來說，這將是一個非常不受歡迎的決定，他們可能會為此進行

一場大戰。也許這是一個需要大量討論的問題，並可能成為未來的話

題。 

 

https://www.eetimes.com/road-avs-quo-vad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