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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联邦自动驾驶汽车政策》
解读与探讨

Interpreting and discussing for the Federal Automated 
Vehicles Policy

摘要│自动驾驶汽车是当前最热门的技术，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也受到政府、企业、消费者等相关各方的关注。本文介绍了美国政府

发布的全球首个无人驾驶汽车政策文件——《联邦自动驾驶汽车政策》，其内容包括：政策目的、自动驾驶等级定义，政策组成包括

了自动驾驶汽车性能指南、统一的州政策、现行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监管法规工具、将来可采用的新监管工具，以及政策下一步

工作。总结了政策成果，包括将安全监管作为核心，鼓励创新、建立规范的决策程序，以及政策困难。认为美国的政策相关内容值得

中国不断地跟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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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automated vehicles are the most popular technical field and the related development policies are 

concerned by governments, businesses, consumers and stakeholders widely. The paper introduced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sued the world's first self-driving car policy——“Federal Automated Vehicles Policy”，including the 

policy objectives and Taxonomy and Definitions for Terms Related to On-Road Motor Vehicle Automated Driving Systems. 

Components of the Policy include “Vehicle Performance Guidance for Automated Vehicles”, Model State Policy, Current 

Regulatory Tools and Modern Regulatory Tools, and next steps of the Policy. Summarizes the results of policy, including 

safety regulating as a core, prompting innovation, establishing the normal rule-making procedures and policy difficulties. 

The paper deems the content related to the Policy is worth continuing to track and analyze.

Keywords │ United States, policy, regulation, Automated Vehicle, State、self-driving car

文 / 陈燕申 1     陈思凯 2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研究员，北京 100037； 2 美国普渡大学（西拉法叶）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
Yanshen Chen     Sikai Chen

0 引言
美国交通运输部（DOT）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公布了全球

首个无人驾驶汽车（self-driving cars）政策文件《联邦自动驾驶
汽车政策》（Federal Automated Vehicles Policy，简称《政策》）[1]。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匹兹堡邮报》上撰文推行发
布的新政：美国的技术创新正演绎着更大的变革，无人驾驶汽车
逐步从科幻小说中的幻想走向现实，它有潜力每年挽救数以万计
的美国人的生命，并改变许多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生活，更加安全，
较少堵车和污染。但是，我们必须把事情做对，这就是为什么要
制定新政策 [2]。

美国是世界上无人驾驶汽车研发和使用的全球领先国家，发
布《政策》再占先机，必然受到世界的关注，成为各国制定相应
政策的“模板”。在中国同样积极研发无人驾驶汽车时，《政策》
出台提醒中国学术界、业界和决策者应尽快开展相应的政策研究
以促进无人驾驶汽车健康发展和技术创新。《政策》内容无疑值
得解读和参考。

1 《联邦自动驾驶汽车政策》目的、定义和组成
1.1 目的

在《 政 策》 发 布 的 同 时， 交 通 运 输 部 长 安 东 尼 • 福 克 斯
（Anthony R. Foxx）点明了制定政策目的，发展中的数字时代逐
渐浸入交通运输领域，美国交通运输部的任务不仅是要跟上时代
步伐，而且要确保公众安全。DOT 要为未来政府治理建立一个
基础和框架，同时，也为行业和公众所知晓、理解和响应 [3]。

1.2 自动驾驶等级定义
自动驾驶有多种自动化水平的定义。《政策》采用国际自动

车工程师学会（SAE International，简称 SAE）标准 SAE J3016 
自 动 驾 驶 水 平 的 分 类 和 定 义（Taxonomy and Definitions for 
Terms Related to On-Road Motor Vehicle Automated Driving 
Systems）[4]，该定义基于“什么时候，谁做什么”划分车辆自
动驾驶水平：

自动化水平 0（SAE Level 0，L0）：操作汽车全部由驾驶员
完成；

自动化水平 1（SAE Level 1，L1）：在行驶过程中系统有时
能够辅助驾驶员处理部分驾驶操作任务；

自动化水平 2（SAE Level 2，L2）：在行驶中驾驶员持续监
控周边环境和操作部分行驶任务时，车辆自动系统能够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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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其他部分的任务 ;
自动化水平 3（SAE Level 3，L3）：在某些情况下，车辆自

动系统同时能够完成驾驶操作和监控行驶的周边环境，但是，当
自动系统有请求时，驾驶员必须随时接管行驶控制权。

自动化水平 4（SAE Level 4，L4）：仅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
车辆自动系统同时能够完成驾驶操作和监控行驶的周边环境，驾
驶员不需要接管行驶控制权；

自动化水平 5（SAE Level 5，L5）：在所有的条件下，自动
系统能够完成人类驾驶所有的驾驶操作任务。

根据 SAE 水平划分，DOT 根据是否由人类驾驶员或由自
动系统对于驾驶环境监控的初始响应的差别，划分为 L0-L2 和
L3-L5 两类，其中采用“高度自动化车辆”（highly automated 
vehicle，HAV）为能够监控驾驶环境，具有 L3-L5 的自动驾驶系统。

自动驾驶汽车由基于每一种操作环境设计（Operational 
Design Domain，ODD）为分离的自动驾驶系统组成，如 L2、
L3 或 L4；每一种水平的车辆有一个或多个基于 ODD 的环境，
如 高 速 公 路 驾 驶、 自 动 泊 车、 划 区 行 驶（geofenced urban 
driving）。L5 的车辆有一个能在所有条件下执行驾驶操作的单
一自动驾驶系统。

1.3 政策组成
《政策》由四个部分组成 [5]：
（1） 自 动 驾 驶 汽 车 性 能 指 南（Vehicle Performance 

Guidance for Automated Vehicles）：指导制造商和其他实体进
行 HAVs 安全设计、开发和测试，以及 HAVs 研发，确定了 15 项
评估。

（2）统一的州政策（Model State Policy）：定义联邦和州
的 HAVs 的立法责任，向各州建议其制定政策的范围和内容，在
建立一致的国家框架目标下，开发和测试 HAVs。

（3） 现 行 国 家 公 路 交 通 安 全 管 理 局 (NHTSA) 监 管 工 具
（NHTSA’s Current Regulatory Tools）：讨论了现行 DOT 法
规中能够用于加速 HAVs 开发的监管工具，例如对现行法规在车
辆设计上允许有更大的适应性的解释，允许为非传统车辆设计的
测试及时提供有限的豁免。

（4）新的监管工具（Modern Regulatory Tools）：讨论和
提出能够有助于安全和有效率的开发新的人身安全技术的潜在的
新监管工具和立法权力。

2 《联邦自动驾驶汽车政策》主要内容
《政策》从 4 个方面推动安全导入和发展 HAVs。
2.1 自动驾驶汽车性能指南
1）性能框架
《政策》提出车辆性能指导框架（图），由制造商或其他实

体按照框架，为自动驾驶汽车选择符合 SAE 定义的自动化水平：

2）评估内容——跨界数据
（1）数据记录和共享：为进行原因分析而记录发生故障、

降级、失效数据。制造商和其他实体机构应当建立规范的测试、
验证、情景选择、事件和碰撞数据采集、记录、共享、存储、审
计和销毁制度。为重现碰撞目的，数据应存储、维护，能够随时
被制造商和 NHTSA。

（2）隐私权：按照相关方案，保护用户的隐私权，制造商
的隐私权政策应当确认：

透明：既要提供合乎要求的数据，也要保护消费者隐私；
选择权：消费者选择车辆数据管理方式的权利；
尊重事实：使用 HAVs 的数据与数据生成的目的一致。
维护、脱敏和保留：以合法的方式，采集和获得并尽可能长

时间保留最少的、去掉个人敏感信息的数据，
遗失、数据安全：采取措施，防止数据遗失或未经授权的披露；
完整和访问：车辆操作者和所有者能够审查所采集的准确个

人信息；
负有责任：制造商和其他实体采集的消费者的数据符合隐私

权保护协议和安全规定。
（3）系统安全：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建立系统安全，所有的

过程都是可追溯的。目标是避免所有已知的安全风险。
（4）车联网安全：采用 SAE、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NIST）

等美国国家和国际标准，建立健康的产品开发过程，防护车辆黑
客入侵风险。

（5）人机接口：实现向驾驶员、所有者和其他道路使用者
传送信息。

图  车辆性能指导框架
Figure : Framework for Vehicle Performance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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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耐碰撞性：发生碰撞时的使用者保护应符合 NHTSA 的
耐碰撞标准。预期的安全性能要扩展到无人乘坐的自动行驶车辆。

（7）消费者教育和培训：制造商和其他实体应开发、制定
教材和维护雇员、销售商、提供商、消费者的教育和培训课程。

（8）注册和认证：制造商和其他实体应充分描述其 HAV 系
统中的每一项源于 ODD 的能力和限制，向 NHTSA 提供信息，注
册和认证 HAV 系统。

（9）碰撞后车辆行为：制造商和其他实体应提供规范化的
车辆发生碰撞后，HAV 操作、自动驾驶功能恢复的过程，包括评
估、测试、验证 HAV 重新设置进入服务。

（10）联邦、州和地方法律：车辆符合所有适用交通法规的
程序。

（11）道德考虑：在行驶中，当车辆出现法律和安全冲突时
的应对程序。

3）评估内容——自动驾驶功能
（1）操作环境设计（ODD）：在测试或安装在公共道路上

使用的车辆上的每一个 ODD 系统，定义和形成 ODD 文件。文件
应描述 HAV 系统适合的运行环境，并包括以下系统能力信息：
  HAV 系统能够安全运行的道路类型；
  地理区域；
  速度范围；
  HAV 的运行环境，包括气候、昼夜时间等；
  其他的限制。

（2）目标和事件的探测和响应：HAV 系统的感知和相应功能，
包括：

正常驾驶，建议采用“California PATH”项目的研究成果，
该成果提出了一套 28 项正常驾驶的行为能力，例如：

探测和响应道路限速的变化；
探测和响应前方停止的车辆；
车流中跟随行驶；
探测和响应车道变线；
探测和响应信号灯；
设置侧面的车辆、步行者、自行车的安全距离；
服从执法行为，如避让消防车、警车、救护车。
碰撞避免—危险判断，例如：
基于 ODD，HAV 应当能够预先设置碰撞状况，包括车辆失控、

跨线、变线 / 并线、迎头行驶、逆行、追尾、驶离道路、低速（如
倒车、停车）。

其他事件，如道路维修、交通警指挥、遇残疾人车辆等事件
应包括在 ODD 中。

（3）降级运行：当 HAVs 探测到其发生故障或运行超出
ODD 的范围，应转为降级运行，并通知驾驶员，HAV 能够使驾
驶员接管车辆的控制或让 HAV 系统回到最小风险状态。

（4）验证模式：包括 HAV 系统的测试、验证和认证。通过
测试显示 HAV 系统是否达到在正常驾驶时希望的行为能力，碰

撞避免性能及其 ODD 的降级运行性能。
4）较低自动化水平的自动驾驶系统指南
《政策》认为，虽然 HAV 系统与 SAE L0—L2 低自动化水平

系统有明显技术差别，但是，除了联邦法规、州法规和地方法规，
ODD、“目标和事件的探测和响应”、“及降级运行功能”以外，
两者其他评估内容应当是相同的。

2.2 统一的州政策
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汽车应当同时服从于联邦和州的司法管

辖。为建立采用所有自动化（驾驶）水平技术 HAVs 的一致的、
统一的国家政策框架，联邦和各州承担相应的责任。 

1）联邦和州的立法角色
（1）NHTSA 的责任：

  确定新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FMVSS）；
  符合 FMVSS 执法；
  调查和管理不符合安全要求和存在安全缺陷车辆的召
回和补偿。
  关于车辆安全问题的公众交流和培训；
  发布落实《政策》的指南。

（2）州政府的责任：
  在管辖地域颁发驾驶执照和机动车注册；
  颁布和实施交通法规；
  进行安全检查；
  机动车保险和责任立法。
  对于 HAVs 来说，上述一般性责任在联邦和州二级法
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发生变化。

2）统一的州政策
《政策》建议各州制定政策考虑的目标是为 HAVs 测试和开

发，形成统一的国家政策框架（政策方面覆盖较为广泛，以下举
例说明）。

（1）行政管理，例如：
各州应当挑选一个领导机构负责 HAVs 所有测试的相关事务；
各州应当建立一个具有司法管辖权的自动化驾驶安全技术委

员会。
（2）制造商和其他实体申请在公共道路上测试 HAVs 的政策，

如：申请应当声明用于测试的车辆符合《政策》的“自动驾驶汽
车性能指南”和满足适用的 FMVSS 的要求。

（3）测试的法律许可，例如：在一些法规的限制下，测试
领导机构可以选择授权测试；或者禁止在一些区域，如学校及周
边、建筑工地或其他安全敏感地区，进行测试。

（4）制造商或其他实体的测试，如：测试人员应对符合交
通规则负责，承担违规的责任。

（5）车辆的“驾驶员”，如： 安装了 L3 以下的自动驾驶
系统技术的车辆驾驶员应持有驾驶证，负责操作车辆、监控运行；
当自动驾驶系统失去控制或有请求时，驾驶员能够立即接管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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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任务。
（6）车辆注册和标注，例如：
车辆应当注册和标注 HAV 代码；
由 NHTSA 发布法规，规定 HAVs 标识和识别码。
（7）执法考虑，例如：
一旦 HAVs 上路运行，州的法规需要紧跟技术发展而改变；
警察、消防、急救医疗是，特定危险，如静默运行、自启动

或遥控点火、高电压和意外的移动、拖车和回复运行等的，第一
响应者，考虑将要面对潜在的危险，应当获得相应的信息和进行
培训。

（8）责任和保险，例如：
各州负责制定关于 HAVs 责任的法规。
各州应当考虑当碰撞发生时，如何划分相关各方责任，包括，

HAVs 所有者、操作者、乘客、制造商和其他人的责任。例如，
当发生碰撞时，如果 HAV 被判定出错，谁应当负责？

3）NHTSA 的执法权
NHTSA 听命于国会保护驾驶车辆人员的安全，拥有对现有

和新型汽车技术和设备广泛的执法权。

2.3 现行 NHTSA 监管工具
《政策》概述了如何利用现行监管工具提高安全水平和促进

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发。
1）现行法规解释权
NHTSA 利用法规解释作为工具，为法规机构和公众解释法

规和整体立法框架，及其对于现行法规使用的观点和方法。
（1）法规解释意图：利用法规解释，帮助问题提出者和其

他人理解 NHTSA 确认现行法规如何适用于问题提出者的机动车
辆或车辆设备，例如，明确法规术语，提供更多的精确的细节。

（2）NHTSA 立法解释审查和司法解释（ruling）过程：包括，
接受和审查法规解释请求、判断响应请求答复需要的时间、要求
提供法规解释请求内容的清晰和详细信息。

（3）根据请求问题的复杂性确定解释的时间。关于安全的
解释请求，要努力限时响应。

（4）拒绝解释：拒绝解释可能是要求提供或补充信息或争
议内容，也可能拒绝多余的和重复的解释请求。

2）请求临时豁免
NHTSA 有权对于现行标准提供有限的的豁免使之适用于车

辆设计选择，即，如果开发的车辆设计有重大不同，不符合现行
NHTSA 安全标准，制造商可以提出临时豁免申请。根据《车辆
安全法》（The Vehicle Safety Act）临时豁免最长不超过 3 年。《政
策》给出了详细复杂的临时豁免的条件，举例如下：

研发和评估新机动车安全特性；
研发和评估低排放机动车；
豁免的机动车安全水平不低于非豁免车辆。
3）安全立法和修订

当某一方希望时间豁免超过规定，或机动车数量超过豁免允
许数，或机动车或设备设计有重大不同，以至于难于符合标准，
而申请制定规章（rulemaking）可能是最好的方式。《政策》辅
助 NHTSA 采取二种立法行动申请制定规章：

（1） 在“ 国 家 交 通 和 机 动 车 安 全 法”（National Traffic 
and Motor Vehicle Safety Act）之下，启动制定规章程序，以修
订现行车辆安全标准或建立新标准，

（2）重新考虑修订最终规章（final rule，注：通常为联邦
法规发布的最后一版），或者建立安全标准。

2.4 新的监管工具
    为能够支持新的自动驾驶技术发展，使 DOT 能够更加灵敏和
具有适应性，《政策》分析提出新监管工具、权威和资源。一些
工具在现行法规下创建，另一些需要国会采取行动。

1）考虑建立新的权威
（1）安全保证（Safety Assurance）：方法和工具——要

求车辆制造商和其他实体在其技术产品投入市场前向 DOT 提
供的测试、数据和分析，以显示其设计制造和测试过程适用于
NHTSA 的车辆性能指南。

（2）前置审批权（Pre-Market Approval）：投放市场前的批准，
包括政府检查和确认批准新产品和技术，不属于现行的自我声明
认证系统的职权。

（3）停止和终止权（Cease and Desist）：当存在严重的和
紧迫的，可能构成巨大的危险时，要求制造商立即采取行动减小
安全风险的权利。

（4）扩大豁免（Expanded Exemptions）：，为促进安全
测试和推广 HAVs，提高车辆豁免数量的上限，延长豁免时间。

（5） 软 件 修 改 的 售 后 法 规（Post-sale Regulation of 
Software Changes）：这项权利应明确 NHTSA 管理售后软件修
改的权限。

2）考虑新工具
（1）可变的测试程序（Variable Test Procedures）：为创

建更有代表性的真实世界车辆测试环境，扩展测试程序。
（2） 功 能 性 和 系 统 安 全（Functional and System 

Safety）：可能使自动驾驶车辆性能指南中提出的 15 项安全评估，
成为强制性监管要求。

（3）定期审查（Regular Reviews）：为紧跟技术发展水平，
定期审查标准和测试规范。

（4）增加记录保存和报告（Additional Recordkeeping and 
Reporting）：帮助 NHTSA 履行安全监管责任，要求增加关于
HAV 测试和开发的报告。

（5）加强数据采集（Enhanced Data Collection）：加强数
据记录仪和更广泛的报告 HAVs 的性能要求。

3）考虑新资源
（1）专家网络（Network of Experts）：建立专家网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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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NHTSA 现有专业和知识。
（2）专门的招聘（Special Hiring Tools）：为 DOT 雇用具

有专业技能的合格求职者，赋以直接招聘的权利、临时聘用权和
更大更灵活的薪酬权利。

3《政策》下一步工作
DOT 官员承认《政策》还缺少足够的细节 [6]，《政策》列出

需要进一步细化四个组成部分内容和开展相应的工作。
（1）自动驾驶汽车性能指南：提出了 13 项进一步任务，包

括，进行公众评论、专家审查、出版评估模板、研究数据匿名共享、
制定安全优先领域的工作计划，联邦和州、州之间的法规协调，
自动化车辆分级、强制性安全评估 HAV 的注册、升级 FMVSS 及
减少篇幅以符合法规要求等。

（2）统一的州政策：进一步任务包括，公众评论、研讨会、
相关利益方加入、教育培训、落实政策的计划、北美地区跨边界
协调。

（3）现行监管工具：对的豁免和法规解释的新程序和时间
要求进行公布和公众评论，形成最终要求。

（4）潜在的工具和权利：对潜在的新工具和权利进行公众
评论，召开研讨会进行评估。

4 《政策》总结
4.1 《政策》的成果
《政策》在三个方面奠定了一个基础和未来自动驾驶技术发

展的监管框架：
首先，认识到美国 2015 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达 35,200 人，

其中 94% 由人为错误造成，自动驾驶技术“有潜力每年挽救数
以万计的美国人的生命”，《政策》将安全监管作为核心内容，
强调由安全监管部门主导制定安全政策、制修订安全法规和目标。

其次，鼓励创新。认识到发展自动驾驶汽车在节能、减少污染、
辅助残疾人和老人、创造就业、出行自由方面有巨大潜力和效益
以及不可避免的技术进步，《政策》提出了众多的鼓励创新的措施，
如采用“可变的测试程序”、 “临时豁免”、“扩大豁免”、“修
改法规”、规避现行认证体系等等，以加速 HAV 革命性的进步。
在美国这样的法制国家，显示联邦政府在努力克服法制障碍，竭
尽全力地推动 HAVs 的研究和应用。

第三，建立规范的决策程序，代表、协调各方利益和意见。
在《政策》制定中，咨询和收集了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利用现有
法规解释权，建立法规解释程序、请求临时豁免程序，等等，通
过规范决策过程，收集、采纳和协调各方意见和建议，使《政策》
最大限度地代表和协调各方利益。

4.2 《政策》的困难
《政策》仅是一个指导发展自动驾驶汽车的初始步骤，许多

内容更是政府的愿望。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环境中，协调并
达成一致始终是美国政府的难题，例如：

为公众的安全，《政策》提出允许政府、行业和公众共享
HAV 测试和研发活动产生的数据要求。对此，谷歌、Uber、福
特 Lyft 和沃尔沃等巨头则认为数据包含着商业机密和企业的权
益，而消极应对。

NHTSA 是《政策》的制定者，不可避免地试图掌控安全监
管的权利，并以听命于国会（commanded by Congress）的机
构自居制定和落实政策，如要求各州不应单独制定自动驾驶汽车
监管规则，应统一安全标准等，结果可能弱化各州的积极性，影
响实际监管效果。

面对美国各州现有完整的法规，《政策》提出建立一致的国
家政策框架的目标，避免形成 50 个州和联邦其他管辖权的法规
拼凑（patchwork），也是一项复杂的挑战性任务。

可以说，对于自动驾驶汽车的监管完善，仍然有很长的路要
走 [7]。

5 结语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自 2000 年以来，已支持开展

了大量汽车自动驾驶的研究。《联邦自动驾驶汽车政策》出台是
美国政府在推动 HAV 发展和进行监管上迈出具有关键意义的第
一步，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示范作用，刺激世界各国竞相研究制
定发展无人驾驶汽车政策，并推动技术研发。当自动驾驶技术成
为最热门的技术领域时，鲜见中国相应的政策研究成果，美国的
《政策》目的、组成、内容、标准，以及未来的政策方向和政策
困难都是绝好的实例，需要不断地跟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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