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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历程Baidu mission
用科技让复杂的世界更简单

百度是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平台型公司，作为全球最大自动驾驶开放平台，Apollo代表中国最强自动驾驶实力。

百度秉承着“科技为更好”的理念，以创新技术为信仰，为帮助全球用户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不断努力。

COMPANY 
PROFILE01. 公司简介

2013
开始研发自动驾驶汽车。

2015
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对百度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提出要求并寄予厚望。

2017
科技部将百度自动驾驶认定为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百度成为中国自动驾驶的国家队。

2019
百度成为唯一获得全国首批 T4 道路测试牌照的公司。

2020
Apollo 推出全球首个车路行融合的全栈式智能交通解决方案“ACE 交通引擎”。

2018
百度和中国一汽红旗联手研发「红旗 EV」高级别无人车并开启量产计划。同年，首批阿波龙（无人驾

驶小巴）量产下线。12 月全国首例 L3+L4 多车型高速场景自动驾驶车路协同演示，始于国家智能网联

汽车（长沙）测试区。

百度多年深耕人工智能技术，在 AI 驱动下，布局自动驾驶、车路协同，拥有众多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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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多年深耕，百度以“车路协同基础设施建设、自动驾驶出行服务”为切入点，全面赋能智能

交通。作为国内唯一的车路行全栈自主可控的高科技企业，基于 ACE 智能交通引擎，百度面向智慧高速、智慧

交管、智能网联提供产品、服务及综合解决方案，为提升交通运行效率，提升美好出行体验贡献百度力量。

Apollo 智慧高速整体解决方案，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车路协同等关键技术能力，基于“全栈闭环、主动交互”

的车路云图高速数字底座，服务当下，致力解决视频联网、监控调度、巡检养护等传统高速业务痛点问题，全面

实现公路规划、建设、管理、养护、数据运营、出行服务等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应用服务体系；面向未来，创新

突破自由流收费、AI 稽核、主动安全、车路协同等下一代智慧高速应用场景，打造智慧高速相关场景 AI 能力，

提供安全高效的伴随式出行服务，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支撑，持续推动智慧高速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之路。百

度更将基于开放的 Apollo 生态，与行业各方携手建设安全高效、智能交互、闭环普惠、持续发展的智慧高速业

态，共绘智慧高速的美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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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 网联化 自动化

交通规律数据分析     AI 稽核     轻量化 AI 道路综合巡查 

养护巡检云     施工安全管理    视频上云    非现场治超 

监控调度平台    主动安全预警

自由流收费    车道级导航

全天候通行    车联网服务平台    货车编组

客车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巡检

BUSINESS
INTRODUCTION02. 业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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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BUSINESS03. 核心业务

百度ACE智慧高速整体解决方案

重点业务方向

车路云图闭环 十亿终端触达国产自主AI L4级高精地图

场景化解决方案

交通规律数据分析 施工安全管理 轻量化 AI 道路巡查

养护巡检云 非现场治超系统 视频上云系统

监控调度平台 主动安全预警系统 全天候通行系统

车道级导航服务 自由流收费系统

智慧服务区 车联网 ......

AI 稽核系统

智慧监控 智慧稽核 车路协同 智慧管养

视频云联网 基础云服务 百度高精地图 其他



07- -08

云端感知一体机
全量交通对象检测，准确率高达95%。

产品是云端基础设施的核心产品，是以私有云模式提供计算

服务，其分布式、高效率的特性尤其适用于高速应用场景。

智能AI相机
全量对象检测，适配多种道路场景，

支持L4级自动驾驶汽车感知辅助。

产品是百度智能交通产品中的核心组件，集成 AI 芯片与相

机模组，将深度学习算法与成像模块内置设备中，极大地降

低数据传输带来的时延，能够实现边缘实时的全量障碍物检

测。

视频上云网关
多目标全息感知计算能力，

高性能实时事件检测能力。

产品是解决高速公路视频云联网需求的高性能视频网关设备，

具备强兼容及扩展能力；基于百度 AI 能力，实现高速公路

视频图像统一接入与转码推流、事件分析、视频质量检测等

多种功能。

RSCU Lite
260T超高算力，深度融合AI相机，

降低整机成本。

产品是路侧基础设施的设备核心组件，实现传感器采集的环

境数据解析、融合及 V2X 报文编辑转发，包含采集传感、

计算决策、通信汇聚、安全认证、状态检测等模块。

智能路侧设备RSU
支持L4级自动驾驶场景、多模式定位及国密算法。

产品是基于 C-V2X 技术开发的路侧通信设备，用于实现路

侧与汽车、行人之间可靠的高速数据通信，支持与后台云端

通信；搭载高性能计算平台及智能交通管控算法，可支持车

速引导、道路危险提示等丰富的 V2X 应用。

智能车载设备OBU
支持L4级自动驾驶场景及国密算法。

产 品 是 基 于 C-V2X 技 术 开 发 的 车 载 通 信 设 备，具 备 

LTE-V2X PC5 空口通信能力，用于实现汽车与路侧设备

RSU、汽车与汽车之间可靠的数据通信，并支持与后台实现

丰富的安全、效率和信息类等 V2X 场景应用。

SERVING THE PRESENT
FACING THE FUTURE

CORE
BUSINESS03. 核心业务

智慧高速产品集： 智慧高速产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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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用：高速云控平台 - 全过程数字管控·全方位立体服务 关键业务流程 底座赋能 应用成效

高速公路智慧监控系统的建设对智慧高速的建设及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如何实现智慧高速精细化管理成为行

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百度基于 ACE 智能交通底座，全面参与高速公路 AI 智慧感知一张网建设，提供高可知、

高可测、高可控的可视化全天候、全要素、全域智慧监控方案，形成智慧应用基础；进一步，以领先 AI 引擎助力

智慧监控发展需求，融合强大云平台及大数据引擎，打造看得快、看得清、看得准的新一代智慧高速监控体系。

创新应用：精准事件识别 - 即发即检即处理

方案基于关键业务流程，通过 ACE 底座赋能，实现高速典型常发事件及 30 多类偶发事件的实时预警，事件召

回率高达 95%，确保高速交通事件的即发即检，提升交通事件的处置效率和应急处置能力。 

支持 3 大类、30 子类交通事件检测

事件主动发现实效达到秒级识别

常发事件检测召回率超过 95%

联通 C 端用户，实现“一键报警”
交通事件主动发现时效性提升 50%

一线监控人员语音交互效率提升 50%

事件发现

全面提升路网多维度监测以及大数据研判决策能力

百度地图 APP、前装车机、广播电台等，信息服务受众广泛

地图客户端权威信息呈现

电台播报联盟广泛发布

车联网用户实时触达信息发布

AI 训练建立常用标准对话范式

语音语义精准识别、自动关联事件关键信息

历史轨迹大数据深度研判

路网运行多维度态势预测
事件处置

平均拥堵消散时间减少 20%   二次事故发生概率降低 15%

事件发现、处置、信息发布全流程执行效率提升 80%

CORE
BUSINESS03. 核心业务

平台是集高速公路监测、管控、运营、决策、预警发布于一体的综合管理云控平台，融合视频图像、交通流、

交通气象等实时感知信息及外部共享信息分析，打造“全过程数字管控、全天候安全通行、全方位立体服务”

的三维可视化高速公路精准管控服务体系。

智能化运营管理 一体化综合运维 精细化出行服务 全栈式车路协同

光纤通信 LTE-V/5G WIFI DSRC 广播 卫星通信

地图服务

高精定位高精地图

百度导航 T-GIS

算法服务

流量识别交通事件识别

行驶轨迹还原 收费稽查

车辆特征识别

仿真决策

外部共享数据

公安交警气象局

两客一危 互联网数据

路侧基础设施

雷达摄像机

RSU 情报板

气象

ETC

数据中台

数据接入数据存储 数据治理 数据服务

资源服务

对象存储（BOS S3）弹性服务 VPC服务

基础设施

存储服务器 网络设备

高

速

公

路

大

脑

SAAS

PAAS

IAAS

传输网络层

基础信息层

1、智慧监控：



2、智慧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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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用：边云一体化智慧稽核解决方案

全链稽核闭环 · 效率效益有保障

伴随全国高速公路撤省界站工作的完成及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的新发展需求，后 ETC 时代全面来临，智慧高

速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向稽核业务现实需求，针对事后追缴证据不足、路径还原证据链缺失等稽核痛点，百度提

出云端、路段、收费站三位一体的完整稽核方案；方案集收费稽核数据汇聚、收费车型识别、车辆特征提取、以

图搜图、路径还原、证据链存储等技术于一体，综合路段固定稽查、收费站固定稽查等常见应用场景，提升收费

稽核效果和稽核追缴效率，助力稽核打逃，保障业主核心经营收益，让偷逃费行为无所遁形。

服务场景
全域稽核 场景稽核

关键应用

异常数据筛选

车辆特征档案

真实路径还原

逃费规律分布

逃费车辆标注

以图搜图服务

道路设施

多源异构数据
融合处理

车辆特征
识别提取

逃费车辆
算法模型

价值创造

车辆特征
识别准确率提升

持续挖掘重点稽核对象，有的放矢，提升投入产出比。

逃费车辆
识别准确率

系统资源
占用率降低

90% 30% 40%

CORE
BUSINESS03. 核心业务

基于道路的智慧感知网络及海量信息，实现数据处理、特征提取及算法升级。



创新应用：全天候车路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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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感知 · 全要素识别 · 全用户触达

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正在深刻影响智能交通行业的创新发展。伴随新基建的脚步，车路协同深度参与并改变

着智慧高速的建设步伐，为道路参与者、行业管理者提供全新的体验。百度长期致力于车路协同、自动驾驶

关键技术探索，创新提出智慧高速车路协同解决方案。方案融合百度自研前端感知设备（AI 相机）、计算设

备（RSCU Lite）、通信设备（RSU）、车载终端设备（OBU）、云控平台等系统、设备设施，实现面向高

速公路全天候通行、自由流收费、车路编队管理等多场景智慧应用，以领先的车路协同产品、服务和综合解

决方案，打造智慧高速创新示范高地，带动产业集群发展，探索车路协同的垂直应用。

创新应用：高速公路自由流收费

高速公路自由流收费，采用集成 ETC 与 V2X 终端功能于一体的新一代车载终端产品，通过北斗导航，V2X

车路协同、高精度地图、智慧门架等技术和产品，实现车辆通行费计费和信息服务功能。

收费站拥堵减少  60%  以上

通行时间缩短  25-35%

高速公路效率提升至少  30%

交通事故减少  10-20%

交通环境污染减少  20%

高速公路自由流收费实施效果

CORE
BUSINESS03. 核心业务

3、车路协同：

全息感知

车辆静态特征 路网事件检测车辆动态信息

环境状态监测 全工况

通过智慧感知网络，实现路网信息的多维、全面感知。

风险发现
高精地图 实时碰撞预警 实时在线仿真

通过多种方式，及时发现道路运行的风险并发布预警。

风险提示 通过多种方式发布风险提示，满足行业管理与公众出行需求。

可变情报板 百度地图 中心孪生路网

应用成效 全息感知 + 全天候车路协同，保障安全通行、提高通行效率、降低事故率。

10%
事故率降低

50%
事故死亡率降低

0 漏报
关键风险



多模式预养结合 · 云分析高效低支

及至 2020 年，中国高速公路累计通车里程达 15 万公里，位居世界前列。保障高速公路的状态稳定、健康安全

运行成为道路养护的首要责任。基于百度 ACE 智能交通底座，百度提供云端一体智慧管养解决方案， 助力高

速智能化、轻量化、快速化的巡检养护。

1、基于传统巡检工程车的升维巡检方案：方案基于百度 AI 能力及车载管养套件，实现道路数据采集与云端能力无

缝融合。客户可通过自主订购的云服务，获得云端一体的智慧管养服务，实现管养数据采集即上云，上云即开启病害

检测流程，自主完成数据处理、特征识别、结果输出、决策支持等工作，形成公路养护工作闭环。

2、基于高精地图车的智能巡检方案：通过地图采集车辆与激光雷达、感知相机等设备的深度融合，实现巡检视频

资源云端托管与 AI 病害识别，享受百度独家养护云服务，获得随地图更新的巡检报告，一机多用，提升设备运维能

力，简化巡检养护工作，形成业务自处理闭环。

高精度 · 要素全 · 性能卓越 · 可发布 · 可计算 · 可扩展性 · 交通场景深度定制

百度地图智能交通车道级高精地图专门针对政企智能交通应用场景，进行了专项定制和开发，可支撑智能交通

上层业务应用和专网部署能力，是真正属于智能交通业务建设的车道级高精地图。百度地图智能交通车道级高

精地图可赋能车道级精细化管控、车道级精细化信息发布与诱导、路设精细化管理等业务应用，极大提升交通

管理智能化水平。

15- SERVING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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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用：云端一体智慧管养

创新应用：基于数字孪生构建的全息数字化智能交通路网

低成本养护巡检车辆改造

路况数据自动化随车采集

AI 智能化病害特征识别

车道级荷载分布计算，精准决策

百度地图施工事件发布

预养结合、高效低支的智慧高速养护方案：

1、主动养护：提供无人化养护巡检能力。

2、提高养护效率：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支持路

网全覆盖巡检，全自动生成高速路面巡检报表，

全自动生成沿线基础设施巡检报表。

全维度、高精的静态交通要素

CORE
BUSINESS03. 核心业务

4、智慧管养： 5、百度地图智能交通车道级高精地图：

普
通
路
网

背
景

车
道
级
路
网

车信 道路限速 交通限制

路口放大图 摄像头 信号灯

方向看板 大门 收费站

道路拓扑 道路名称 道路形态（桥,隧道/匝道等）

高速高架 步导形态（栈道/阶梯等） 道路方向

功能等级 车道数 收费信息

行政区划

高精车道标线 高精标牌 高精设备 高精设施

土地覆盖（水系/绿地/岛屿） 建筑物

路口

警示信息

服务区

种别（国省道）

城郊划分

可实现亚米级精度，支持城市级全网高精路网呈现

激光雷达（选配） 感知相机 车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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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用：车道级精准服务

长沙长益复线 

国内首条支持L4自动驾驶高速公路

典型案例：

2020 年，百度在湖南长益复线高速的“100 公里高速开放

道路”内建设车路协同基础设施，建成”国内首条支持 L4

自动驾驶高速公路”。

1）国内首条 L4 级高速示范样板。

2）面向 880 万出行用户提供车路协同即时服务。

3）“1 对 N”的基础底座集约化应用方案。

-

四川龙池 

西南地区首个“车路协同”试验场

2020 年，百度在四川都汶高速龙池段，根据三部委提出的

车路协同建设要求，通过“高速全天候车路协同方案”，建成

西南地区首个“车路协同”试验场 。

1）高速公路全天候车路协同方案。

2）国内领先的“AI+ 多源传感融合技术”。

3）基于“车道级导航”的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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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五盂

国内首条智能网联重载高速公路示范基地

2020 年，百度在山西五盂高速公路 15 公里范围建成国内首

条智能网联重载高速公路示范路段，为实现智能网联货运的

安全、高效，探索中国特色、地域特色的自动驾驶与车路协

同的发展之路。

1）智能网联重载货运协同发展试点。

2）定制化智能网联高速建设方案。

3）面向未来的智能公路创新基地。

-

百度基于三维车道级高精度地

图，打造数字孪生可视化平台，

并将根据用户需求打造的定制

化车道级精准导航及伴随式信

息服务，通过百度地图 APP、

度小镜、DuerOS 等精准触达

用户，全面、实时发布，助力

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

全感和满意度的提升。

北斗亚米级定位

潮汐车道完美引导

复杂车道路况提示预警

车道违法提醒

精确主辅路识别

诱导服务车道级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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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伙伴   成就客户

Paddle-Paddle
国产开源深度学习平台

AI 稽核系统

施工安全管理

养护巡检云

视频上云系统

主动安全预警系统

车道级导航服务

车联网服务

自由流收费系统

交通规律数据分析

轻量化 AI 道路综合巡查

非现场治超系统

监控调度平台

全天候通行系统

智慧服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