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科学技术奖申报项目公示信息 

项目名称 公路交通气象监测预警与行车安全主动防控关键技术及应用 

主要完成人 

刘会学、文涛、韩晖、辛欣、杨文臣、李长城、阮驰、娄峰、廖

文洲、焦圣明、柳本民、汤筠筠、房锐、钟连德、郭艳、杨轸、

谭一鸣、仝龙飞、胡澄宇、刘洪启、朱承瑛、朱毓颖、陈伟、李

洋洋、陈慧 

主要完成单位 

北京中交华安科技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云南

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江苏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同济大学、杭州博达伟业公共

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果简介 

项目属于交通运输安全工程领域。公路交通运输属于对气象高度敏感的行业，

现代公路交通运输体系所追求的快速、高效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气象条件

的影响和制约，平均每年因恶劣气象及其次生灾害导致公路交通阻断的比例达到

60%，接近 30%的道路交通事故直接或间接与低能见度、路面结冰等气象条件有

关，进而造成供应链受阻、出行成本增加、生命财产损失等各种社会经济后果，

是广大人民群众极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国务院于 2012 年 7 月印发的《关于

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公路灾害性天气预报和预

警系统建设，提高对暴雨、浓雾、团雾、冰雪等恶劣天气的防范应对能力”，交

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公安部等部门相继发布了一系列行业指导文件，推动恶

劣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立项之初，我国公路交通气象安全保障与服务技术体系及

装备研发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存在公路交通气象监测网络覆盖率低、交通

气象监测设备进口依赖性强、高影响天气精细化预警程度不足、交通气象信息化

辅助决策程度低、主动安全保障装备欠缺或功能单一等系列重大技术难题以及配



套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缺乏制约产业化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因此，强化公路交

通气象监测预警与防灾减灾保障能力是提升我国公路交通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 

为了系统解决以上问题，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等重大

专项支持下，采用“问题导向-理论创新-技术突破-装备研发-示范验证-规模推

广”的技术思路，组织产学研用 7 家单位联合攻关，对恶劣气象条件下公路行车

安全预警与主动防控关键技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项目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1.公路交通气象要素无缝隙智能监测感知技术。采用粗糙表面散射模型，揭

示了路面黑冰光学散射机理，研发了基于归一化反射率的三波长光学非接触式路

面黑冰探测设备，突破了交通气象传感器制造关键技术；研制了车载式移动交通

气象数据高精度快速采集设备，提高了公路交通气象监测的时空分辨率；提出了

基于热谱地图的路面温度空间分布规律提取方法，实现了全网路面温度空间反演。 

2.公路交通高影响天气预警、评价及决策技术。攻克了连续式路面低温点段

辨识与潜在结冰预警技术难题，提出了浓雾前兆大气温度回温波动、能见度前期

振荡模式及其关键阈值，实现了路面结冰和浓雾危险行车条件的短临预警；建立

了高影响天气公路通行条件评价指标体系及其预警分级标准；开发了冬季冰雪路

面养护决策支持模型及系统，实现了融雪剂撒布优化和铲冰除雪作业精细化管理。 

3.低能见度条件下公路运行主动安全防控技术。研制了低能见度公路行车安

全智能诱导与防撞预警装置、太阳能地磁感应突起路标设施，以及基于 LED 亮度

自适应调节的雾区交通诱导标志、低能见度公路管控车辆行车安全风险主动防控

装备，是对传统雾灯、太阳能突起路标等主动发光诱导设施的重大技术革新，实

现了动态间距警示、车道级引导、事件检测、视程增强、多模态预警等功能。 

项目成果系统构建了公路交通气象安全保障的“识-警-控”关键技术及配套

标准体系，有力支撑了我国交通气象领域唯一国家级实验平台“陆地交通气象灾

害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建设，有效推动了我国公路交通气象监测预警与

行车安全主动防控技术演进及装备产业化，孵化出一批高科技企业并在全国多个



省份大规模推广应用，显著提升了恶劣气象条件下公路交通安全水平和通行效率，

增强了公路交通运输系统应对极端气象灾害的韧性，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组织以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周伟为组长、交通运输部公

路局原局长李华为副组长的专家组对项目进行了评价，专家组一致认为研究成果

在交通安全与气象条件集成融合应用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成果 

一、发明专利 

浓雾预测方法、装置及系统（ZL201710551610.4） 

一种雾霾模拟装置（ZL201510295409.5） 

雾区行车安全智能引导系统以及引导方法（ZL201310474405.4） 

太阳能地磁感应路标以及车辆动态尾迹显示系统和方法（ZL201410035824.2） 

气象要素等值面分析平台及构建方法（ZL201410391032.9） 

确定路面温度分布规律的方法和装置（ZL201710520734.6） 

一种路面气象状态探测方法以及路面气象状态传感器（ZL201210566374.0） 

路面的气象状态确定方法、装置及系统（ZL201810017719.4） 

一种非接触式路面黑冰状态的检测方法（ZL201910350426.2） 

高亮度交通可变情报板及其实现方法（ZL201210566690.8） 

低能见度高速公路带队通行方法（ZL201710312101.6） 

一种便携式公路管控车辆行车安全综合管理系统（ZL201811303542.0） 

二、软件著作权 

高速公路浓雾短临预警及智能终端系统 V1.0（2020SR0667693） 

低能见度条件下行车安全智能诱导设施控制系统 V1.0（2015SR254067） 

山区高速公路路面温度热谱地图分析系统（web 版）V1.0（2019SR1082215） 

公路交通气象移动监测数据采集系统 V1.0（2018SR813007） 

冬季冰雪路面养护处置决策支持系统 V1.0（2017SR090696） 



道路交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系统 V1.0（2017SR086277） 

公路行车安全移动管理系统 V1.0（2018SR988236） 

管控车辆行车安全综合管控系统 V1.0（2018SR988631） 

冰雪雾恶劣气象条件监测预警系统 V1.0（2016SR065516） 

雾条件下高速公路安全监控与管理支持系统 V1.0（2014SR003924） 

三、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峡谷区高速公路云雾团监测预警装置（ZL201921529060.7） 

一种基于腔衰荡技术的大气能见度检测装置（ZL201420342967.3） 

车载式移动交通气象监测系统（ZL201520887011.6） 

包含气象参数的图像融合采集系统（ZL201820313952.2） 

车载行车辅助安全系统（ZL201520874224.5） 

太阳能地磁感应路标以及车辆动态尾迹显示系统（ZL201420048553.X） 

一种适用于恶劣气象条件的交通标志（ZL201320016492.4） 

一种新型交通标志以及交通警示系统（ZL201320628494.9） 

行车安全警示器（低能见度条件下）（ZL201730005318.3） 

四、标准规范 

国标《雾天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控制条件》（GB/T31445-2015） 

国标《雾天公路通行条件预警分级》（GB/T31444-2015） 

行标《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JTG/T 3381-02-2020） 

行标外文版《Guiding device for highway traffic safety in fog》（JT/T 1032-2016E） 

行标《雾天公路行车安全诱导装置》（JT/T 1032-2016） 

行标《公路用防撞预警器》（JT/T 1263-2019） 

行标《公路交通高影响天气预警等级》（QX/T414-2018） 

五、代表性论文 

Method for black ice detection on roads using tri-wavelength backscattering 

measurements. Applied Optics. 2020 



Road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 sensor based on multi-wavelength light dete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SPIE. 2019 

Freeway variable speed limit system based on traffic meteor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Proceedings of the SPIE. 2019 

不利天气对公路交通安全及交通流的影响研究综述.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19 

基于移动监测的冬季路面温度数据处理.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海南高速公路沥青路面路表温度分布规律与预估模型. 中外公路. 2018 

路用氯化钠融雪剂残留浓度预测研究.公路工程. 2018 

Influence Factors of Friction Performance for SMA-13 and AC-13 Pavement under 

Icing Condition. Cot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ransportation Professionals. 2017 

An estimated method of visibility for a remote sensing system based on LabVIEW and 

Arduin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otonics and Optical Engineering. 2017 

灾害性天气个例库智能分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气象. 2017 

江苏地区一次罕见持续性强浓雾过程的成因分析. 气象学报. 2016 

Research on the high-brightness traffic variable message sign based on laser diode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s and Photonics. 2015 

降雨条件下高速公路车辆行驶速度特性.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15 

Road surface condition sensor based on scanning detection of backward power. 

Chinese Optics Letters. 2014 

非正弦波长调制的洛伦兹线型的傅里叶分析.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2014 

基于路面摩擦因数的冬季典型路面状态识别模型. 中国公路学报. 2014 

基于自回归求和移动平均的冬季路温短临预测.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 

不同能见度条件下高速公路车辆速度特性研究.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 2014 

Characteristic of Freeway Traffic Accidents in Fog in Liaoning Provi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13 

雾区行车安全智能引导系统的控制策略.公路交通科技学术版. 2013 

雾天公路网通行条件预警指标体系构建及分级方法.公路交通科技学术版.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