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产业省为实现自动驾驶所采取的行动

经济产业省制造产业局
自动车课ITS·自动驾驶推进室



⚫ 汽车行业正面临联网化、电动化、自动化、共享化等巨大变化，这有可能大幅
改变产业结构（应对CASE）。

⚫ 尤其是自动驾驶虽然在减少交通事故、为老年人等人群提供移动出行手段、解
决驾驶员不足问题等方面有着积极的社会性意义，但相关技术门槛较高，其实
现更需要各种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为此需要以官民一体展开行动。

自动驾驶的意义
提高产业竞争力、
令相关产业高效化

打造更加安全顺畅的
道路交通

➢ 日本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2017年 3,694人（24小时内死亡人数）

→ 到2020年减少至

2,500人以下（目标）

打造让更多的人可以舒
适地移动出行的社会

➢ 提供对老年人、育儿世代、
轮椅使用者等人群而言也易
于使用的移动出行手段

➢ 约9成交通事故由驾驶员的驾驶
失误导致

动态地图
（带层次结构的数字地图）

雷达 摄像机

激光扫描器

开发中的
自动驾驶汽车

减少交通事故

缓解交通拥堵

降低环境负荷

提高驾驶舒适性

为老年人等人群的移动
出行提供支持

强化汽车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提高运输物流业的效率

创造新的相关产业

➢ 在以货车行业为中心的物流
领域，劳动力不足问题日益
凸显

汽车行业所面临的巨大变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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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 概要 操作※1主体

由驾驶员执行部分或全部动态驾驶任务

0级
无驾驶自动化

• 由驾驶员执行全部驾驶任务 驾驶员

1级
驾驶辅助

• 系统在限定区域内执行辅助任务，
控制纵向或横向中的任意一个方向上的车辆运动

驾驶员

2级
部分驾驶自动化

• 系统在限定区域内执行辅助任务，
控制纵向及横向双方向上的车辆运动

驾驶员

由自动驾驶系统（运转时）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

3级
附带条件的自动化

• 系统在限定区域内执行所有的动态驾驶任务
• 难以继续运转时，驾驶员应当适宜响应对系统的干预要求

系统
(难以继续运转时

为驾驶员)

4级
高度驾驶自动化

• 系统在限定区域内执行所有的动态驾驶任务
以及难以继续运转时的响应任务

系统

5级
完全即使自动化

• 系统无限制地（即不限于限定区域内）执行
所有的动态驾驶任务以及难以继续运转时的响应任务

系统

＜参考＞自动驾驶水准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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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级自动驾驶由商用车先行投入社会使用

究极的
自动驾驶社会

有限制 无限制

运行条件的限制程度（地区、道路、环境、交通状况、速度、驾驶员等）

商用车

自动驾驶水准

5级
无条件的

完全自动驾驶

4级
限定条件下的
完全自动驾驶

3级
附带条件的
自动驾驶

(拥堵时可打电话等)

2级
部分自动驾驶

(跟随前车、车道保持
等)

1级
驾驶辅助
(自动刹车等)

地区限定无人驾驶移动出行服务

TAXI

在2020年前实现
(政府方针)

先以商用车开展验证后
进入私家车的量产研发

私家车

各企业的应对情况(相当于4级)

各企业的应对情况(相当于3级)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2018年～

2020年以后

2023年以后

2022年～

（日）

（日）

（美）

（美）

2024年～（德）

2021年～（德）

2021年～（德）

（日） （日）

（日）

※Waymo在2018年12月开始了自动驾驶出租车派车服务，但限额200人，且配
有驾驶员。

※据各企业公开信息及新闻报道

（德） 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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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系企业等针对4级商用车的行动

⚫ 日产和DeNA共同开发了运用自动驾驶汽车的新型交通

服务“Easy Ride”，在港未来地区的公路上开展验证

实验。

⚫ 以“更自由的移动”为概念，致力于在提供移动出行

手段的同时，通过与移动目的地合作提出景点方案等

形式提供能够感受地区魅力的出行体验。

自动驾驶汽车移动出行服务验证

出处：日产官网

⚫ 在2018年3月和2019年2～3月

以普通评测员为对象，在安全

驾驶员乘车陪同的前提下开展

运用远程控制系统的验证实验。

⚫ 以国际化移动出行平台的地位为目标的丰田和软银，共

同设立了“MONET Technologies”。

⚫ 在2018年度内进军按需移动出行服务，提出2023年之后

启动e-Palette（MaaS专用电动自动驾驶汽车）的4级服

务车业务的目标。在2019年内与17个地方政府展开合作，

并计划在3年内将合作对象扩大至100个地方政府。

⚫ 3月28日，日野汽车和丰田

宣布展开资本和业务合作，

共同在国内“寻找伙伴”。

“MONET Technologies” 寻找伙伴、实际验证

出处：MONET Technologies

⚫ 为搞活运用IoT和AI的新型移动出行服务，设立“地

区×企业”的挑战支援项目“智能移动出行挑战”，

选定率先开展试验的“先行地区”，并开展效果验证

等工作，以此找出共同课题、提出政策建言等

（2019年度4月起作为经产省与国交省合作项目启动）

政府部门为有意推进运用4级自动驾驶车等的新型移动出行服务
投入社会使用的地区和企业提供支持

计划参加的主要企业：
·汽车厂商 ·交通企业（JR东日本、小田急等）
·通信企业（NTT Docomo等） ·不动产、创投企业、商社等

⚫ 在日本国内，为实现“限定行驶区域的4级服务车”，在OEM与IT企业的合作下推进验证实
验等工作

4

“智能移动出行挑战推进协议会”
共享信息、匹配地区和相关单位、共享成果、发现课题等

按需支援

提供场地、共
享数据、报告

成果

向协议会提供信息
参与筹划提议建言等

工作

提供信息、
分析课题

民间从业者 地方政府
大学及研究机构

先行地区
（在全国选定数个）

国交省MaaS
支援对象



实现自动驾驶所必须的准备工作

⚫为实现自动驾驶，①技术开发自不待言，还需要采取②完善基础设
施和制度、③提升社会接受度等综合性措施。我们将与相关省厅合
作开展各项工作。

②完善

基础设施和制度

①技术开发

③提升

社会接受度

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

5



内阁官房IT综合战略室【官民ITS构想·路线图】

内阁官房日本经济再生事务局【成长战略】
●有关自动驾驶的官民协议会
国家级项目的验证数据项目、统一格式、验证项目的进度管理

●道路交通工作组
实现自动驾驶的场景、政府整体的制度完善大纲、自动驾驶相关的数据战略

经产省／国交省自动车局
·增强日本汽车产业竞争力
·探讨自动驾驶的未来前景
·探讨协调战略（10个重要领域）
·为建立国际化规则完善相关体制
·列队跟驰路测
·最后一英里自动驾驶验证 等

车辆开发／产业政策

●自动驾驶商业研讨会
●自动驾驶标准化研究所

警察厅
·探讨路测指标
·整理列队跟驰的现状和课题
·研究道交法相关的，及运用
方面的课题

交通规则
●以阶段性实现符合技
术开发的方向性的自
动驾驶为目标的调查
研讨委员会

总务省
·探讨通信方式及其使用方法
·5G验证实验

通信完善 ●以实现车联网社会为目标
的研究会

ITS的高水平化、安全5G的
研发、综合验证实验
AI、大数据

国交省道路局
·下一代协同ITS、共同研究、

完善道路基本设施
·开展以半山区的服务区为据点的

自动驾驶服务

道路完善
●以半山区地区的服
务区等为据点的自动
驾驶商业模式研讨会

内阁府SIP-adus
·自动驾驶实用化的相关研究和实际验证

系统开发／大规模验证

●推进委员会
●2020东京临海部验证实验

国交省自动车局
·探讨道路运送车辆法的安全标准等
·研究汽车损害赔偿责任
·探讨旅客运输事业

车辆标准／事业法
●交通政策审议会
●第6期先进安全车
（ASV）推进计划

●车辆安全对策研讨会
●交通安全环境研究所

＜参考＞为实现自动驾驶所需达成的政府及行业的整体面貌

联合国／WP29
·自动驾驶相关标准的协调

联合国／WP1
·日内瓦条约/维也纳条约的修订
·交通规则的相关调和

日本汽车工业会
·汽车企业的行业组织

●汽车技术会
●日本汽车研究所

提升社会接受度

＋消费者厅、法务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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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产业省方面，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出发，以在自动驾驶的“技术”和“商
业化”两方面取得世界顶尖水平为目标。

⚫ “技术”方面，通过协调领域最大化形成企业可以将资源集中投入竞争领域
的条件。“商业化”方面，通过实际验证来明确商业模式、确立相关技术、
完善包含制度和基础设施在内的社会体系、提高社会接受度。

1．协调领域的最大化

→在与国交省合办的“自动驾驶商务研讨会”上推进“对未来前景达成

一致”和“确定协调领域”相关工作，为协调领域的讨论做铺垫。

2．验证项目的推进

→推进以商业化为目标的、车内无驾驶员的路测项目。

1）无人自动驾驶的移动服务

2）货车列队跟驰

技
术

商
业
化

经济产业省针对自动驾驶的相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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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领域 欲实现的理想状态和行动方针

Ⅰ.地图

为提高自身位置推定和识别功能，紧跟高精地图的市场化时期迅速进行建设完善。在2018年内完成全部高速公路的数据整备工作。在2017年
指明了通过在普通公路特定区域的验证实验提出今后方针的方向，在2019年内完成在特定地区的标准验证和评价，在2021年底前确定扩大完
善设施地区的方针。在2019年2月13日公布已获得INCJ等方面的增资，并已启动对拥有三维高精地图的美国企业（Ushr公司）的收购程序。继
续通过全球推广、自动地图化等措施来降低成本。

Ⅱ.通信基础设施
为尽早实现高水平的自动驾驶，不仅要发展自律车辆控制技术，还要通过与通信基础设施技术的协同来提高安全性。在2017年设定用例，决
定适用基础设施和试验场所。与相关组织合作，在2018年制定标准和设计要求，最晚要在2019年内于特定地区（东京2020试验地区）完善所
需的基础设施。

Ⅲ.识别技术
Ⅳ.判断技术

结合国外动向，逐步确立应符合的最低程度的性能标准及其试验方法。另外，为提高研发效率，着力完善数据库，并取得试验设备与评价环
境的战略性协调。不断推进对传感技术、行车记录仪、驾驶行为及交通事故数据的活用。同时，争取在2020年末确立3级、4级所需的识别技
术等相关技术标准。

Ⅴ.人体工学
为提高研发效率，努力实现研发和评价平台的通用化。在2017年确立驾驶员的生理和行为指标，以及驾驶员监测系统的基本构想。结合在
2017至2018年所开展的大规模验证实验，以国际化展开为视角，推进各项要求等的国际标准化工作。

Ⅵ.安全
逐步确立车辆系统等的故障时、性能达到极限时、误用时的评价方法。制定用例和场景，完成传感器目标性能的导出及设计要求的抽取，在
2017年提出国际标准化方案。在2018年将相应的验证工作的见解和事例汇总成可广泛运用的手册，在2019年以后推进该手册的使用。逐步确
立车辆系统发生故障时、性能达到极限时、误用时的评价方法。

Ⅶ.网络安全
为提高旨在确保安全的研发工作的效率，致力于统一研发和评价方法。在2017年制定应符合的最低水平，并提出国际化标准方案以及制定行
业指标。在2019年底前实现评价环境（测试床）的实用化，并在今后着力强化信息共享体制并探讨网络安全框架。

Ⅷ.软件人才

为解决作为研发核心的包括网络安全在内的软件人才不足的问题，着力推进人才的挖掘、确保和培养工作。在2017年实施关于软件的技能分
类和整理以及挖掘、确保、培养工作的相关调查。在2018年制定技能标准，并举办在试验道路上自动驾驶时的算法精度竞赛（自动驾驶AI挑
战；Japan Automotive AI Challenge）。在2018年召开有关网络安全的讲座。在今后探讨如何通过行业协调来宣传人才的必要性及职业的魅
力。

Ⅸ.社会接受度
明示自动驾驶的效用和风险，着力研发符合国民需求的自动驾驶系统，努力完善为投入社会使用所需的相关环境。为实现自动驾驶，指出自
动驾驶的效用，对作为普及前提的责任理论进行整理，并持续发布进展状况。

Ⅹ.安全性评价
努力构建起运用至今为止通过自动驾驶商业研讨会等研发出的技术安全性评价技术。在2018年协调制定了显示了日本交通环境的暂定场景，
并活用于国际讨论中。在2019年以后，继续加强国际合作，探讨对今后发生的事故的相关数据的处理，并运用于安全性评价中。

１．协调领域的最大化

⚫ 为实现自动驾驶（3～5级），提取出必要的技术等。

⚫ 在此基础上，从今后不断提升日本的竞争力的观点出发，选出了企业单独研发或实施存在较高的资源、
技术门槛的领域，将其定位为协调领域。

更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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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水平示意图＞

国际化
高水平AI人才

①引进和培养顶尖人才（AI等）

②建立大众领域的汽车×IT
的人才确保和培养体系

引进国内外学生 将资源转移至新领域

·制定技能标准和活用事例集（2018年4月制定）

·设立运用技能标准的人才培养讲座（2019年度予定）

·探讨讲座参加者的激励（2019年度以后）

日本和亚洲的IT人才日本和亚洲的学生人才

协调领域示例②（Ⅷ.软件人才）

⚫ 为解决作为研发核心的包括网络安全在内的软件人才不足的问题，着力推进人才的挖掘、
确保和培养工作（尤其是人才严重不足的网络安全领域应为行业协调的相关措施提供助
力）。

⚫ 具体地，①确保和培养顶尖人才（AI等）以及②注重大众领域建立起汽车行业×IT的
人才确保和培养体系的建立，③确保和培养国际化的汽车×IT人才，不断强化软件领
域的人才力量。

③国际化

③国际化

·举办招聘会和捐赠讲座
（2018年度）

·自动驾驶挑战 （2019年3月实施）

·与新事业等的合作（201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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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验证事业

②货车列队跟驰验证实验

目标：在2022年实现后方车辆无人列队跟驰的商业化（若能提早）（成长战略2019（2019年6月21日阁议决定））

探讨车辆技术研发及作为业务成立并持续下去所必需的条件和框架。

①自动驾驶移动出行服务实际验证 （福井县永平寺町、冲绳县北谷町）

目标：在2020年实现无人自动驾驶移动出行服务（成长战略2019（2019年6月21日阁议决定））

2018年11月 两台远程自动驾驶车正在运行（永平寺） 地区从业者服务验证（左：永平寺、右：北谷町）

若能提早，
于2022年商业化

后方车辆無人系统

最晚
于2021年商业化

后方车辆有人系统

除了技术开发外，
为实现商业化
还需采取

降低成本
完善基础设施

等措施全世界首次使用多厂商车辆开展的后方车辆
有人路测（2018年1月 新东名高速）

验证车辆的技术层面 验证商业化的可行性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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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4级实用化的开发】
·以4级自动驾驶为目标，提高识别
技术水平
·在今后实施远程自动驾驶系统的
远程监视化和无人回程的验证

最后一英里自动驾驶验证实验

◼ 为在2020年实现最后一英里自动驾驶移动出行服务，
着力开发车辆技术并探讨在示范地区的商业可行性。

目的

【地区企业单位的服务验证】
开展6个月左右的长期移动出行服务验证

＜福井县永平寺町＞
时间：4月25日～5月24日

6月24日～12月20日
实绩：平均乘车人数28人/日

最大乘车人数119人/日（7/15）

＜冲绳县北谷町＞
时间：7月31日～1月30日
实绩：平均乘车人数108人/日

最大乘车人数225人/日（8/17）

2019年度实绩和计划

【中型自动驾驶巴士的验证评价】
·结合到去年为止的小型巴士验证结
果，开展中型巴士验证实验
·正在开发中型自动驾驶巴士
·在6～8月公开征集验证实验的承办
单位
·在10月16日选定5家巴士运行单位
·为明年的验证实验做好准备工作

1人远程监视和操作
2台以上的汽车

11

面向2020年度的行动方针

·以实现远程监视和操作的高水平化为目标进行研发
·设定操作设计范围（ODD）
·探讨以实现服务为目标的实施体制及商业可行性
※结合6个月的实际验证结果，探讨行驶路线及包括
私家车付费客运在内的商业可行性

·以实现远程监视和操作的高水平化为目标进行研发
·针对泊车车辆对策和大型车安全对策，
与北谷町进行协调

·探讨行驶路线
※有当地需求的行驶路线（北谷公园内等）被县警方视
为人行道，不允许行驶。需要进一步进行协调。

福井县永平寺町 冲绳县北谷町

中型巴士



2019年度自动驾驶长期移动出行服务验证

⚫ 由地区企业单位运营，开展约6个月左右的长期移动出行服务验证，对商业可行性
和社会接受度的评价验证进行详查

◆ 摆脱一时性的验证，包括应对气候及天气、环境、使用
情况等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应对故障等问题，管理体制
和检查等在内，对运营情况进行评价并培养社会接受度

◆ 结合2018年的为期约1个月的验证评价，以及在2019年4
月25日至5月24日的高峰期内的最短每10分钟进行的验证
结果，正在开展为期6个月左右的验证实验

人口疏少地模式：永平寺町计划行驶路线旅游地模式：北谷町计划行驶路线

◆ 实用化预测的评价
⚫ 福井县永平寺町：人口疏少，但拥

有旅游资源，因此除了本地居民外，
预计游客也会使用，可作为激发地
区活力的一项移动出行手段。行驶
环境为不与普通车辆共存的限定空
间。

⚫ 冲绳县北谷町：属于旅游目的地，
正在探讨行驶路线周围的住宿设施
和旅游设施相关企业单位等该移动
出行手段的商业化准备企业。行驶
环境方面，部分试行与普通车辆的
行驶路线划分。

2019年度的高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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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中型自动驾驶巴士验证实验的巴士运营企业

⚫ 经产省和国交省于今年6月开始公开征集承办中型自动驾驶巴士验证实验的交通
企业，此次已选定5家巴士运营企业。

⚫ 推进以中型自动驾驶巴士公共移动出行服务的商业化为目标的验证工作，为减少
交通事故、确保老年人的移动出行手段等目标的实现提供助力。

经产省
国交省

产综研
自动驾驶巴士协调员

(日本工营)
委托 策划竞争

征集、选定
外包

支援

巴士研发 联盟
(先进移动出行、五十铃汽车)

再委托、外包

经过

全长：9ｍ、全宽：2.3ｍ、全高：3ｍ
额定载员：56人（入座28席）
最高速度：50km／h

○到去年为止的验证实验都是使用小型自动驾驶巴士，而以提高商业可行性为目的，
开始对中型自动驾驶巴士开展验证实验，同时为确立巴士模型，在多样化的行驶
环境中开展验证实验。

○为此，公开向全国征集承办验证实验的巴士运营企业，由13家企业应征，由外部
专家等进行严格审查后，选定了5家巴士运营企业。

①茨城交通株式会社（茨城县日立市）

②大津市、京阪巴士株式会社（滋贺县大津市）

③神奈川中央交通株式会社（神奈川县横滨市）

④神姫巴士株式会社（兵库县三田市）

⑤西日本铁道株式会社（福冈县北九州市、苅田町）

今后的计划

采纳惬意

2019年度：研发2台中型自动驾驶巴士、使用小型巴士进行预验证（西铁）

2020年度：由5家企业在5处场地开展每处为期3～6个月的验证实验

13



＜参考＞今后要实现的自动驾驶移动出行服务的示意图

将于2020年实现的运用验证实验框架的自动驾驶移动出行服务

➢ 较简单的限定范围（ODD：Operational Design Domain）※1

➢ 1人远程监视和操作1台或多台自动驾驶车

➢ 超出ODD 时※2，车辆迅速停止运行，由远程监视和操作者或车内的服务提供者等人员进行必要的
处置

※1 ODD的设定示例：
➢ 废弃线路或人口疏少地区等与其他交通参与者

接触较少的区域／道路
➢ 仅以低速及特定路线运行，在特定场所上下车

※2 超出ODD的情况示例：
➢ 存在违法停车车辆，不越过车道线便无法

避开的情况
➢ 大雪导致看不清行驶车道的情况

远程监视和操作

※根据《官民ITS构想·路线图2019》
（2019年6月7日 高度信息通信网络
社会推进战略总部·官民数据活用推进
战略会议决定）制作

＜2020年度的具体目标示例＞

〇实现由当地的运营企业定期运营基于远程监视和操作的车内无人自动驾驶移动出行

服务（例如：客运、无人回程）

〇优先选项为已多次开展过基于远程监视和操作的车内无人自动驾驶验证实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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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列队跟驰
◼ 为在2020年实现在高速公路上的后方无人列队跟驰，

探讨车辆技术研发及商业可行性、可持续性所必需的条件和框架。
目的

CACC (Cooperative Adaptive Cruise Control)：协同式自适应巡航控制技术

【后方车辆无人系统的验证实验】

〔新东名高速 滨松引佐出入口～长泉沼津出入口（约140km）〕

【后方车辆有人系统的高水平化】

·为提高社会接受度并实现商业化，计划于新东名
高速开展夜间行驶时的大型车辆汇入验证实验
（11月）

·通过模拟等手段探讨多品牌汽车进行车车通信时
对在坡道和弯道上的列队跟驰进行控制的方法

·扩大使用后方车辆无人系统的验证实验
扩大行驶范围和时间，在多种环境下行驶
（例：在坡道、隧道、夜间的行驶）

·推进技术开发，开展电子牵引技术验证工作

＜行驶实绩＞
时 间：6月24日～7月29日（其中18天）
行驶距离：3,585km
实 绩：事故和安全隐患为零

·为提高在昼夜的识别性，更换图案标志（车身造型）
·为匹配电子牵引技术进行协调，以及在测试道开展
后方车辆无人列队跟驰（后方车辆实际无人）试验

面向2020年度的行动方针

·以在2021年实现“导入型”商业化为目标，提高
CACC车距控制性能并开展路测试验

·先行探讨有助于“发展型”的开发的相关概念

※①车队控制、②其他车辆加塞时车队识别的持续、
③横向跟随控制的相关探讨

·验证内容的高水平化

最高速度：70km/h→80km/h
车 距：10m→9m（80km/h）

5～9m（20～50km/h）
追 踪：验证LiDAR、摄像机的夜间性能

·于2020年在远州森町停车区至滨松服务之间实现后方
车辆无人列队跟驰

后方车辆有人系统 后方车辆无人系统

2019年度实绩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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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距传感器＜毫米波雷达＞
（用于令前方车辆和被牵引车辆保持一定
车距）

车车通信
（在自动保持一定车距的同时，向驾驶员传达后方和侧方的图像和信息，驾驶
员则对周边情况进行监视）

前方车辆追踪传感器
（用于在无白线的分流汇入地点和并线时也
可追踪前方车辆）

白线识别摄像机
（用于在有白线的道路上修正行驶位置）

车车通信的控制系统
（由前方车辆的驾驶员“牵引”后
方车辆）

有人 无人

后侧方监视传感器

关于列队跟驰中的电子牵引（电子连接）

后侧方监视传感器

＜物理牵引与电子牵引的不同＞
电子牵引是指使用车车通信和前方车辆追踪传感器来形成电子连接以牵引后方车辆，旨在树立电子牵引与拥有物理连接
部件的牵引车相同这一概念

＜CACC与电子牵引的不同＞
CACC是通过车距传感器和车车通信来瞬间传达加速、减速、刹车时机等信息，来更细致地控制车距，确保在同一车道

上行驶的功能。电子牵引则在此基础上还可凭借前方车辆追踪传感器来实现包括并线等在内的追踪行驶。

电子牵引的示意图

白线

白线

白线

· 确立起即使在各种恶劣天气下，也能确保安全的通信维持技术
· 确立起通过确保通信速率来保障车辆行为安全的技术
· 确立起在故障等情况下采取安全停车等措施的技术 等

今后的技术性课题

＜参考＞货车列队跟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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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列队跟驰的实现示意图

计划在“2022年以后”实现的货车的后方车辆无人列队跟驰的理想状态

➢ 基于现行标准的牵引，基于所谓的“电子牵引（暂名）”进行列队跟驰

➢ 前方车辆和后方车辆均由前方车辆的驾驶员负责驾驶

➢ 电子牵引后方车辆，进行速度调整、车距保持、车道保持、并线，在无人驾驶状态下行驶

◼ 在主车道外形成队列，开始列队跟驰
（每个队列最多3台汽车）

◼ 汇入主车道
◼ 从主车道分流
◼ 在主车道外解除队列，列队跟驰结束

＜2020年度的具体示意图示例＞

在新东名高速实现基于“电子牵引（暂名）”的前方车辆有人、后方车辆无人的

列队跟驰验证实验。由比较适合行驶（例如单侧三车道）的区间作为候选。

2019年度验证实验区间

2018年度验证实验区间

※根据《官民ITS构想·路线图2019》
（2019年6月7日 高度信息通信网络

社会推进战略总部·官民数据活用推进
战略会议决定）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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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列队跟驰 列队跟驰结束

车道保持、
车距保持、
速度调整 并线 分流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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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临海部验证实验



[Ⅰ]実証実験企画·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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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参加者

2019年10月15日 启动东京临海部验证实验（内阁府、有关省厅的联合新闻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