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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

测试系统及方法，所述系统包括与自动驾驶汽车

固定于自动驾驶汽车内的至少一个测试终端，测

试终端与车载设备中的权限限定模块建立数据

连接，测试终端至少包括第一鉴权模块，在乘客

通过车载设备的身份识别进入自动驾驶汽车后

并且乘客的第一安全等级参数达到预设等级时，

第一鉴权模块启动并根据乘客的身份信息来设

定自然语言并采用自然语言以语音和/或视频互

动的方式测试乘客的当前心理状态，并将乘客的

当前心理状态参数作为第二安全等级参数发送

至权限限制模块，权限限制模块基于第一安全等

级参数和第二安全等级参数评估乘客的第二安

全等级并确定乘客的控制权限。本发明能为乘客

提供恰当的驾驶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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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测试系统，包括与自动驾驶汽车按照在电学方面

有线供电和数据通信、且在机械方面可拆卸但不可丢失的方式固定于自动驾驶汽车内，使

得测试终端经由OBD接口与CAN总线建立数据连接并能够从验证模块获取或提供数据及命

令的至少一个测试终端(60)，

其特征在于，

所述测试终端(60)与车载设备中的权限限定模块(50)建立数据连接，所述测试终端

(60)至少包括第一鉴权模块(61)，

在乘客通过车载设备的身份识别进入自动驾驶汽车后并且乘客的第一安全等级参数

达到预设等级时，

所述第一鉴权模块(61)启动并根据乘客的身份信息来设定自然语言并采用所述自然

语言以语音和/或视频互动的方式测试所述乘客的当前心理状态，并将乘客的当前心理状

态参数作为第二安全等级参数发送至所述权限限制模块(50)，

所述权限限制模块(50)基于所述第一安全等级参数和第二安全等级参数评估乘客的

第二安全等级并确定乘客的控制权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鉴

权模块(61)在触摸屏显示若干个心理测试题目和/或测谎题目，第一鉴权模块(61)基于乘

客的反馈答案评估乘客的心理状态参数和诚信参数，

所述第一鉴权模块(61)针对诚信参数低于诚信阈值的乘客和/或心理状态参数处于非

正常阈值范围的乘客，在触摸屏上以语音和/或文字信息的方式发出拒绝控制的信息，同时

将拒绝控制的信息发送至权限限制模块(50)。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测试终端(60)还设置第二鉴权模块(62)，

所述第二鉴权模块(62)基于测试终端(60)通过OBD接口与CAN总线的控制单元建立数

据连接的方式主动采集自动驾驶汽车的运行数据，能够获取自动驾驶汽车的各个控制单元

的相关数据、指令和运行状态。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鉴权模块(62)基于乘客的人工驾驶请求在所述测试终端(60)的触摸屏上显示用于测试驾

驶能力的模拟道路视频，

所述乘客根据至少包括触摸屏和重力传感器的所述测试终端所提供的视频形式的操

作请求来操作所述自动驾驶汽车的相应操控单元并由此产生能够由所述第二鉴权模块

(62)采集的所述与驱动和/或操控相关的第三安全等级参数，

所述第二鉴权模块(62)将所述第三安全等级参数发送至所述权限限制模块以由所述

权限限制模块确定是否提供人工驾驶权限。

5.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测试系统，其特征在

于，

所述权限限制模块基于所述第一安全等级参数、第二安全等级参数和第三安全等级参

数计算所述乘客的驾驶风险级别并根据所述驾驶风险级别确定所述乘客的人工驾驶权限，

所述人工驾驶权限至少包括全部权限、限制级权限和/或高危权限。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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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60)设置有模拟交通驾驶环境的模拟程序，

所述测试终端(60)基于自动驾驶汽车的车锁控制单元的开锁信息以语音、声音和/或

震动的方式启动并引导乘客进行模拟驾驶测试，

在乘客根据模拟的驾驶环境在自动驾驶汽车内进行正常的驾驶操作时，所述测试终端

(60)读取乘客在模拟环境操作的自动驾驶汽车的各个控制单元数据，从而获得乘客的反应

时间和驾驶操作数据，从而评估乘客的驾驶能力。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在乘客进

行模拟驾驶期间，所述权限限制模块(50)设置自动驾驶汽车的驱动单元和点火装置进入保

护状态，自动驾驶汽车不接受人工驾驶操作发出的控制命令。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试

终端(60)通过CAN总线和OBD接口获取点火控制单元、驻车控制单元、制动控制单元、加速度

控制单元和/或转向控制单元的变化数据并在变化出现异常时，通过测试终端(60)的通信

接口将异常数据反馈至管理自动驾驶汽车的云服务器。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权限

限制模块(50)将第一、第二和/或第三安全等级参数按照乘客在乘坐所述自动驾驶汽车期

间的控制方式显示于测试终端的显示屏上，并且结合与控制命令对应的有效控制参数计算

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优惠参数，同时将所述优惠参数以数字方式在所述测试终端的触摸屏

上展示给该乘客。

10.一种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测试方法，方法包括：在自动驾驶汽车内设置有

与自动驾驶汽车按照在电学方面有线供电和数据通信、且在机械方面可拆卸但不可丢失的

方式固定于自动驾驶汽车内，使得测试终端经由OBD接口与CAN总线建立数据连接并能够从

验证模块获取或提供数据及命令的至少一个测试终端(60)，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在所述测试终端(60)内设置第一鉴权模块(61)，

在乘客通过车载设备的身份识别进入自动驾驶汽车后并且乘客的第一安全等级参数

达到预设等级时，

所述第一鉴权模块(61)启动并根据乘客的身份信息来设定自然语言并采用所述自然

语言以语音和/或视频互动的方式测试所述乘客的当前心理状态，并将乘客的当前心理状

态参数作为第二安全等级参数发送至车载设备的权限限制模块(50)，

所述权限限制模块(50)基于所述第一安全等级参数和第二安全等级参数评估乘客的

第二安全等级并确定乘客的控制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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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测试系统及方法

[0001] 本发明是申请号201710340406.8，申请日2017年5月15日，申请名称为一种自动驾

驶汽车判断乘客身份的系统，申请类型为发明的发明专利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自动驾驶汽车，尤其涉及一种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测试系统

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自动驾驶汽车又称无人驾驶汽车、电脑驾驶汽车、或轮式移动机器人，是一种通过

电脑系统实现无人驾驶的智能汽车。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研发，在20世纪也已经有数十年

的历史，于21世纪初呈现出接近实用化的趋势，比如，谷歌自动驾驶汽车于2012年5月获得

了美国首个自动驾驶车辆许可证，预计于2015年至2017年进入市场销售。自动驾驶汽车依

靠人工智能、视觉计算、雷达、监控装置和全球定位系统协同合作，让电脑可以在没有任何

人类主动的操作下，自动安全地操作机动车辆。

[0004] 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广泛使用，自动驾驶汽车应用在出租车行业。自动驾驶出租

车能够让乘客能以低廉的价格到达目的地。但是，目前自动驾驶汽车还不能够准确判断乘

客的身份，经常向错误的乘客开启车门并载客。因此，自动驾驶出租行业需要一种能够准确

判断乘客的系统，解决如何准确判断乘客身份的技术问题。

[0005] 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出现用于准确判断乘客身份的自动驾驶汽车系统，只有通过电

子订单进行人工驾驶载客的系统。例如，中国专利(CN  104867324)公开了一种打车服务中

识别乘客上车的方法，在第一客户端侧，其特征在于，包括：接收第二客户端的订单后，获取

第二客户端上传的用以唯一确定所述第二客户端的识别标识；根据所述第二客户端的识别

标识，不断检测所述第二客户端是否位于预设的区域范围内；当检测到所述第二客户端位

于所述预设的区域范围内，且已接收到第二客户端发出的上车确认信息时，触发进入计费

状态。该方法是由上车的乘客主动进行上车确认来识别的。但是，该专利无法应用到自动驾

驶出租车上。若应用在自动驾驶出租车上，自动驾驶出租车需要先打开车门，再根据乘客的

确认信息辨识乘客，则自动驾驶出租车容易被非法分子的控制信息控制，而乘客在驾驶的

途中也无法修改行程。该专利无法避免乘客上错车的失误情况。

[0006] 人脸识别和生理特征识别技术已较成熟，市场上已存在成熟的人脸识别设备和生

理特征识别设备。例如，利方琪(LIFANGQI)130万960P高清红外夜视USB摄像头模组车载记

录低照度人脸识别模块170度镜头。生理特征识别模块通常包括指纹识别设备、虹膜识别设

备和声纹识别设备等。例如，指纹识别设备可以是德飞莱AS608光学指纹识别模块，或者可

以是西颜娴R300电容指纹传感识别模块；虹膜识别设备可以是西颜娴黑白窄带850红外人

脸识别虹膜识别定制宽动态AR0130摄像头模组3.6mm90度镜头；声纹识别设备可以是科大

讯飞声纹识别。

[0007] 论文“林英姿，余群.车辆转向操纵过程中驾驶员的生理/心理分析与测试[J].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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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工程，1998(2)：71‑76.”公开了一种驾驶员人体身心反应的测试方案，测定驾驶员的心率

和血压值。采用日本三荣公司生产的ZE61心电遥测仪连续测量驾驶员心电图，由此得出各

个时刻的瞬时心率值；采用英国生产的EXCE12  24h血压记录仪测得驾驶员的瞬时血压值，

采用日本小野测器生产的LC‑761速度仪、航天部一院13所的CDY‑1A汽车动态测试仪测量汽

车的纵向速度、纵向加速度、横摆角速度及转向盘转角等各项动态特性参数，用清华大学汽

车工程系开发的LSFX‑IV型汽车性能路试数据采集系统同时采集上述8路模拟信号，进行单

移线、双移线、蛇形线穿杆实验。

[0008] 论文“田新民，田泉，田原.客车驾驶员驾驶适宜性的动态模拟驾驶测试[J].公路

交通科技，2000，17(5) .”公开了一种动态驾驶模拟系统，设定了客车驾驶员选拔标准、动态

模拟驾驶舱考核及训练方法和系统、被试驾驶员的动态模拟驾驶考核评价方法、客车动态

驾驶模拟测试与客车设计。该论文制定了驾驶员状态的评价标准。

[0009] 中国专利CN  101238985A公开了一种基于模拟驾驶平台的心理和行为监测系统。

包括模拟驾驶子系统，次要任务实验子系统以及驾驶员生理数据采集子系统；其中，模拟驾

驶子系统包括模拟驾驶设备和情景模拟与数据采集平台，情景模拟与数据采集平台还包括

驾驶情景模拟模块和实验数据记录模块；次要任务实验子系统用于使驾驶员完成次要任

务，并对驾驶员的次要任务绩效数据进行记录和分析；驾驶员生理数据采集子系统用于采

集驾驶员的生理数据，它包括心电数据采集模块、体动数据采集模块和呼吸数据采集模块。

本发明有利于对驾驶员的驾驶状态进行监控，对汽车安全驾驶装置的设计提供技术上的支

持。该专利说明书详细记载了各个子系统的具体结构、组成部分和布置组合方式。

[0010] 中国专利CN202130310U公开了一种具有驾驶员识别功能的汽车安防终端，属于汽

车安防技术领域。它包括有遮阳板主体，设置在遮阳板主体内部的控制单元，以及用以对终

端进行操作的操作面板；其中的控制单元包括有用以采集人脸图像进行用户识别的人脸识

别模块，以及通过人脸识别模块的识别结果，来设定用户对汽车操作权限的权限控制模块。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这种具有驾驶员识别功能的汽车安防终端，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在对驾

驶人员进行识别。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预先设置至少一位合法驾驶员的图像信息，当汽车

被启动时，通过该装置中的摄像头来采集现场的驾驶员头像信息，与预设的驾驶员图像信

息进行比较识别，来判断现场驾驶员的合法性。

[0011] 中国专利CN105847452A提供了一种车辆联网安全管控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进

入驾驶舱时获取驾驶员信息；根据所述驾驶员信息判断对应的驾驶员是否具有驾驶权限，

是则执行下一步；判断所述驾驶员是否完成驾驶准备，是则执行下一步；判断所述驾驶员是

否处于正常状态，是则执行下一步；上传所述驾驶员信息。采用上述方案，本发明通过在驾

驶员进入驾驶舱时获取驾驶员信息，确定驾驶权限及驾驶准备，上传驾驶员信息，使得只有

授权的驾驶员才能正常驾驶车辆，从而提升了车辆的防盗效果，增强了防盗安全，还避免了

发生事故时使用替身承担责任，从而能够有效预防酒驾毒驾，提升驾驶员责任心，有助于减

少交通事故及明确事故责任人。

[0012] 中国专利CN102982316A公开了一种对驾驶员非正常驾驶行为的识别装置和方法，

该装置包括：人脸特征点定位模块、人脸姿态检测模块、汽车传感器模块、驾驶动作分析模

块及控制模块，所述人脸检测模块的输出端依次通过人脸特征点定位模块、人脸姿态检测

模块与控制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汽车传感器模块的输出端通过驾驶动作分析模块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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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本发明在对驾驶员非正常驾驶行为进行识别时，不需接触驾驶员，实

现方法简单且精确度高。本发明作为一种性能优良的对驾驶员非正常驾驶行为的识别装置

和方法可广泛应用于安全驾驶监控中。

[0013] 中国专利CN102113888B提供一种基于模拟驾驶的心理负荷测量系统，包括用于生

成模拟驾驶场景的模拟场景显示模块、用于执行模拟驾驶动作的模拟驾驶模块、用于对模

拟驾驶过程中的心理状态进行检测的心理状况记录模块；其中，模拟驾驶模块包括对用户

的驾驶行为进行记录的数据采集装置；模拟场景显示模块根据预先设定的驾驶任务显示模

拟驾驶场景，用户根据模拟驾驶场景在模拟驾驶模块上进行驾驶操作，数据采集装置采集

并记录用户的模拟驾驶行为，并将与模拟驾驶行为有关的数据反馈到模拟场景显示模块，

以实时更新模拟场景显示模块所显示的驾驶场景；与模拟驾驶行为有关的数据还被发送到

心理状况记录模块，心理状况记录模块检测用户在不同路况和任务难度下的心理负荷。该

专利公开了采用NASA‑3000作为心理负荷的评价量表的技术方案。

[0014] 论文“王晓龙.基于移动传感数据推演的汽车驾驶倾向性辨识[D].2014.”以实现

驾驶倾向性的辨识为目的，将驾驶倾向性分为三种类型：激进型、普通型和保守型，可进一

步细分为：激进型、普通激进型、普通型、保守型、普通保守型。采用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最小

信息熵连续属性离散化算法，将样本信息进行离散化处理，再运用启发式贪心算法，对相应

的样本属性进行约简，对驾驶倾向性的特征数据进行了提取；针对三车道情况并重点考虑

环境因素中直接影响驾驶员情感的态势因素，运用动态贝叶斯网络建立适应环境演化的驾

驶倾向性识别模型；另外，本文还立足于车辆安全他控技术研究角度，考虑以尊重和保护驾

驶员隐私为前提，利用GPS实时捕获的实验路段行程时间作为特征参数，建立基于支持向量

机的汽车驾驶倾向性动态辨识模型。

[0015] 现今各大城市均有实时路况信息更新数据库，例如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的实时路况等，这些路况信息包括道路拥堵情况、道路施工、雾和路面结冰等天气影响、交

通事故、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道路封闭等信息，因道路施工或自然灾害引起的路况差，凹

凸不平也包括在内。驾驶人员能够通过上述交通数据库获取路况信息，并对行程更改请求

进行有效反馈。

发明内容

[0016] 针对现有技术之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驾驶汽车判断乘客身份的系统，包括

由非特定乘客携带的呈智能通信设备形式的智能终端和安装有车载设备的自动驾驶汽车

装置，其中，乘客利用所述智能终端与所述车载设备的交互来预约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权

限，所述车载设备至少包括识别模块、验证模块和权限限定模块，经所述智能终端触发访问

而启动的所述识别模块以在指定区域检测所述智能终端标识的方式确定乘客的地理位置，

并且基于所述智能终端发送的乘客的图像信息以及生理特征信息确定预约行程的乘客，所

述验证模块基于所述识别模块的成功启动而根据乘客的个人信息向独立于第三方的历史

记录数据库发送查询请求，以获得的历史数据作为第一安全等级参数来计算乘客的第一安

全等级，所述权限限定模块根据所述乘客的所述第一安全等级确定乘客的控制权限并开启

车锁，并且基于乘客的有效控制参数来更新乘客的所述控制权限。本发明通过对乘客的个

人信息进行验证，计算安全等级，验证乘客的合法身份从而允许乘客乘坐。本发明能够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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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通缉的非法分子乘坐自动驾驶汽车进行逃离或进行其他非法活动。

[0017] 优选的，所述车载设备还包括设置有第一鉴权模块的测试终端，所述测试终端在

第一安全等级参数达到预设等级时启动，并且所述第一鉴权模块根据乘客的身份信息来设

定自然语言并采用所述自然语言以语音和/或视频互动的方式测试所述乘客的当前心理状

态，并将乘客的当前心理状态参数作为第二安全等级参数发送至所述权限限制模块，所述

权限限制模块基于所述第一安全等级参数和第二安全等级参数评估乘客的第二安全等级

并确定乘客的控制权限。本发明通过查询乘客的第二安全等级参数，确定乘客的心理状态。

本发明对心理极端的非法分子进行了控制权限的限制，避免了心理极端的非法分子随心所

欲的控制汽车从而进行极端的危险驾驶。

[0018] 优选的，所述测试终端与所述自动驾驶汽车按照在电学方面有线供电和数据通

信、且在机械方面可拆卸但不可丢失的方式固定于所述自动驾驶汽车内，使得所述测试终

端经由OBD接口与CAN总线建立数据连接并能够从所述验证模块获取或提供数据及命令，从

而所述权限限制模块通过与所述验证模块交互而能够凭借由所述测试终端所采集的图像

和/或声音以动态分时的方式确定所述乘客在使用所述自动驾驶汽车期间各个时段的控制

权限范围。本发明通过对乘客在乘坐期间进行监测，避免了乘客在自动驾驶汽车驾驶期间

进行非法活动。若确定乘客的行为异常或突发疾病，测试终端能够在第一时间进行报警，保

证乘客的人身安全。

[0019] 优选的，所述测试终端还设置第二鉴权模块，所述第二鉴权模块基于测试终端通

过OBD接口与CAN总线的控制单元建立数据连接的方式主动采集自动驾驶汽车的运行数据，

并且基于乘客的人工驾驶请求在所述测试终端的触摸屏上显示用于测试驾驶能力的模拟

道路视频，其中，所述乘客根据至少包括触摸屏和重力传感器的所述测试终端所提供的视

频形式的操作请求来操作所述自动驾驶汽车的相应操控单元并由此产生能够由所述第二

鉴权模块采集的所述与驱动和/或操控相关的第三安全等级参数，所述第二鉴权模块将所

述第三安全等级参数发送至所述权限限制模块以由所述权限限制模块确定是否提供人工

驾驶权限。本发明的第二鉴权模块通过对乘客进行模拟驾驶测试评估乘客的驾驶能力，从

而避免对不具有驾驶能力的乘客授予人工驾驶权限，降低了人工驾驶的危险性，减少交通

事故。

[0020] 优选的，所述权限限制模块基于所述第一安全等级参数、第二安全等级参数和第

三安全等级参数计算所述乘客的驾驶风险级别并根据所述驾驶风险级别确定所述乘客的

人工驾驶权限，所述人工驾驶权限至少包括全部权限、限制级权限和/或高危权限。本发明

对人工驾驶权限进行分级，既能够给予要求人工驾驶的乘客相应的驾驶权限，又降低了人

工驾驶权限的危险性，很好的解决了如何区分不具有驾驶能力且危险性较高的人乘坐自动

驾驶汽车的技术问题。

[0021] 优选的，所述权限限制模块将所述第一、第二和/或第三安全等级参数按照乘客在

乘坐所述自动驾驶汽车期间的控制方式显示于测试终端的显示屏上，并且结合与控制命令

对应的有效控制参数计算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优惠参数，同时将所述优惠参数以数字方式

在所述测试终端的触摸屏上展示给该乘客。本发明通过有效控制参数的反馈，使得乘客基

于自动驾驶汽车的优越性而随意控制自动驾驶汽车从而扰乱交通的行为会得到惩罚，减少

优惠参数。因此，有效控制参数的透明计算能够很好地使乘客合理的控制自动驾驶汽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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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根据情绪发出控制命令。

[0022] 优选的，所述权限限制模块基于所述智能终端的行程更改请求和交通状况评估预

备路线的行驶参数和第四安全等级参数，并且基于所述行驶参数和第四安全等级参数对所

述行程更改请求进行反馈，其中，所述权限限制模块基于由所述乘客的第三安全等级参数、

行驶参数和第四安全等级参数评估形成的第五安全等级参数对行程更改请求进行反馈。本

发明能够很好地规避行程的风险。在乘客更改的行程具有危险性或者不能到达的情况下，

权限限制模块能够拒绝修改行程。

[0023] 优选的，所述测试终端通过由OBD接口与CAN总线建立数据连接并将获取的点火控

制单元、驻车控制单元、制动控制单元、加速度控制单元和/或转向控制单元的变化数据和

乘客的个人信息发送至管理所述自动驾驶汽车的云服务器以更新乘客的历史驾驶数据，并

且将所述历史驾驶数据作为乘客的第三安全等级参数的基础参数之一。本发明通过根据历

史记录数据评估乘客的第三安全等级，使得乘客不会随意地发出控制命令和更改行程，以

免影响以后的乘车权限。

[0024] 优选的，测试终端还包括用于对乘客的控制命令反馈警告信息的警告模块，所述

警告模块基于驾驶环境评估控制命令的实施安全参数并在所述实施安全参数低于实施安

全参数阈值时发出警告信息和拒绝执行所述控制命令。在乘客发出控制命令相对于驾驶环

境存在较高危险性的情况下，警告信息会提醒乘客并拒绝控制命令的执行，降低了驾驶的

危险性，保证了自动驾驶汽车和乘客的安全。同时，警告信息能够使得乘客理性乘坐，纠正

和约束乘客的不理性行为。

[0025] 优选的，所述自动驾驶汽车具有自动巡航模块，用以判断交通状况并直接干预或

接管驾驶权限，所述自动巡航模块与所述测试终端彼此关联；测试终端通过CAN总线和OBD

接口获取点火控制单元、驻车控制单元、制动控制单元、加速度控制单元和/或转向控制单

元的变化数据并在所述变化出现异常时，通过所述测试终端的通信接口将所述异常数据反

馈至管理所述自动驾驶汽车的云服务器。本发明很好的解决了如何在自动驾驶汽车出现异

常时保护乘客安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将异常数据保存，能够便于自动驾驶汽车管理公司

有效分析自动驾驶汽车异常的原因和故障，更好的管理自动驾驶汽车。

[0026]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测试系统，包括与自动驾驶汽车

按照在电学方面有线供电和数据通信、且在机械方面可拆卸但不可丢失的方式固定于自动

驾驶汽车内，使得测试终端经由OBD接口与CAN总线建立数据连接并能够从验证模块获取或

提供数据及命令的至少一个测试终端，所述测试终端与车载设备中的权限限定模块建立数

据连接，所述测试终端至少包括第一鉴权模块，在乘客通过车载设备的身份识别进入自动

驾驶汽车后并且乘客的第一安全等级参数达到预设等级时，所述第一鉴权模块启动并根据

乘客的身份信息来设定自然语言并采用所述自然语言以语音和/或视频互动的方式测试所

述乘客的当前心理状态，并将乘客的当前心理状态参数作为第二安全等级参数发送至所述

权限限制模块，所述权限限制模块基于所述第一安全等级参数和第二安全等级参数评估乘

客的第二安全等级并确定乘客的控制权限。

[0027] 优选地，所述第一鉴权模块在触摸屏显示若干个心理测试题目和/或测谎题目，第

一鉴权模块基于乘客的反馈答案评估乘客的心理状态参数和诚信参数，所述第一鉴权模块

针对诚信参数低于诚信阈值的乘客和/或心理状态参数处于非正常阈值范围的乘客，在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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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屏上以语音和/或文字信息的方式发出拒绝控制的信息，同时将拒绝控制的信息发送至

权限限制模块。

[0028] 优选地，所述测试终端还设置第二鉴权模块，所述第二鉴权模块基于测试终端通

过OBD接口与CAN总线的控制单元建立数据连接的方式主动采集自动驾驶汽车的运行数据，

能够获取自动驾驶汽车的各个控制单元的相关数据、指令和运行状态。

[0029] 优选地，所述第二鉴权模块基于乘客的人工驾驶请求在所述测试终端的触摸屏上

显示用于测试驾驶能力的模拟道路视频，所述乘客根据至少包括触摸屏和重力传感器的所

述测试终端所提供的视频形式的操作请求来操作所述自动驾驶汽车的相应操控单元并由

此产生能够由所述第二鉴权模块采集的所述与驱动和/或操控相关的第三安全等级参数，

所述第二鉴权模块将所述第三安全等级参数发送至所述权限限制模块以由所述权限限制

模块确定是否提供人工驾驶权限。

[0030] 优选地，所述权限限制模块基于所述第一安全等级参数、第二安全等级参数和第

三安全等级参数计算所述乘客的驾驶风险级别并根据所述驾驶风险级别确定所述乘客的

人工驾驶权限，所述人工驾驶权限至少包括全部权限、限制级权限和/或高危权限。

[0031] 优选地，所述测试终端设置有模拟交通驾驶环境的模拟程序，所述测试终端基于

自动驾驶汽车的车锁控制单元的开锁信息以语音、声音和/或震动的方式启动并引导乘客

进行模拟驾驶测试，在乘客根据模拟的驾驶环境在自动驾驶汽车内进行正常的驾驶操作

时，所述测试终端读取乘客在模拟环境操作的自动驾驶汽车的各个控制单元数据，从而获

得乘客的反应时间和驾驶操作数据，从而评估乘客的驾驶能力。

[0032] 优选地，在乘客进行模拟驾驶期间，所述权限限制模块设置自动驾驶汽车的驱动

单元和点火装置进入保护状态，自动驾驶汽车不接受人工驾驶操作发出的控制命令。

[0033] 优选地，所述测试终端通过CAN总线和OBD接口获取点火控制单元、驻车控制单元、

制动控制单元、加速度控制单元和/或转向控制单元的变化数据并在变化出现异常时，通过

测试终端的通信接口将异常数据反馈至管理自动驾驶汽车的云服务器。

[0034] 优选地，所述权限限制模块将第一、第二和/或第三安全等级参数按照乘客在乘坐

所述自动驾驶汽车期间的控制方式显示于测试终端的显示屏上，并且结合与控制命令对应

的有效控制参数计算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优惠参数，同时将所述优惠参数以数字方式在所

述测试终端的触摸屏上展示给该乘客。

[003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驾驶权限测试方法，方法包括：在自动驾

驶汽车内设置有与自动驾驶汽车按照在电学方面有线供电和数据通信、且在机械方面可拆

卸但不可丢失的方式固定于自动驾驶汽车内，使得测试终端经由OBD接口与CAN总线建立数

据连接并能够从验证模块获取或提供数据及命令的至少一个测试终端，所述方法还包括：

在所述测试终端内设置第一鉴权模块，在乘客通过车载设备的身份识别进入自动驾驶汽车

后并且乘客的第一安全等级参数达到预设等级时，所述第一鉴权模块启动并根据乘客的身

份信息来设定自然语言并采用所述自然语言以语音和/或视频互动的方式测试所述乘客的

当前心理状态，并将乘客的当前心理状态参数作为第二安全等级参数发送至车载设备的权

限限制模块，所述权限限制模块基于所述第一安全等级参数和第二安全等级参数评估乘客

的第二安全等级并确定乘客的控制权限。

[0036]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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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本发明通过对乘客的身份进行验证，能够准确的识别乘客以及乘客的控制权限。

本发明通过限制乘客的控制权限和人工驾驶权限，即能够便于乘客更改行程，又便于降低

乘客的乘坐风险。本发明通过多角度对乘客的安全进行评估，使得乘坐自动驾驶汽车的乘

客为正常的普通乘客，排除了具有危险性，心理极端或者具有恶劣乘坐历史的乘客，使得自

动驾驶汽车的驾驶健全又健康。

附图说明

[0038] 图1是本发明的模块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进行详细说明。

[0040] 实施例1

[0041] 如图1所示，一种自动驾驶汽车判断乘客身份的系统，包括由非特定乘客携带的呈

智能通信设备形式的智能终端10和安装有车载设备的自动驾驶汽车装置20。其中，乘客利

用智能终端1O与车载设备的交互来预约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权限。

[0042] 例如，乘客通过智能终端下订单来预定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权限和行程。乘客在

智能终端进行个人信息注册。车载设备接受乘客的行程预定并到达乘客所在的位置等待乘

客上车。优选的，乘客通过智能终端可以挑选自动驾驶汽车的颜色、类型和/或载人数量。

[0043] 车载设备至少包括识别模块30、验证模块40和权限限定模块50。经由智能终端10

触发访问而启动的识别模块以在指定区域检测智能终端标识的方式确定乘客的地理位置，

并且基于智能终端10发送的乘客的图像信息以及生理特征信息确定预约行程的乘客。

[0044] 例如，识别模块包括自动驾驶车辆设置的人脸识别设备和生理特征识别设备。人

脸识别设备和生理特征识别设备以可隐藏的方式隐藏在自动驾驶汽车车体或者以防水的

方式可折叠的设置在车体上。在自动驾驶汽车到达指定区域后根据发送预订信息的智能终

端的硬件标识或软件标识确定乘客的具体地理位置。在到达乘客的附近后，识别模块30通

过智能终端发送的图像信息识别乘客的脸部特征，并且在生理特征识别设备对乘客的生理

特征识别后打开车锁。优选的，自动驾驶车辆车体设置有可输入验证码的按键装置或者触

摸屏装置。乘客通过输入验证码来验证乘客身份。

[0045] 验证模块40基于识别模块30的成功启动而根据乘客的个人信息向独立于第三方

的历史记录数据库发送查询请求，以获得的历史数据作为第一安全等级参数来计算乘客的

第一安全等级。

[0046] 例如，验证模块40在识别模块30对乘客识别成功后，将识别模块确认的个人信息

发送至独立于第三方的历史记录数据库发送查询请求。验证模块40将历史记录数据库反馈

的涉及乘客的历史记录数据作为第一安全等级参数计算第一安全等级。若历史记录数据显

示乘客为在通缉的犯罪分子，则第一安全等级为零。若历史记录显示乘客的信用指数较低，

则第一安全等级为一级，安全度略高于零级。若历史记录数据显示乘客的交通历史记录多

次重大违章，则第一安全等级为二级。优选的，第一安全等级越高，安全度越高。

[0047] 权限限定模块50根据乘客的第一安全等级确定乘客的控制权限并开启车锁，并且

基于乘客的有效控制参数来更新乘客的控制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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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例如，权限限制模块50对第一安全等级为零的乘客，拒绝乘坐和开锁。权限限制模

块50对第一安全等级为一级的乘客，开锁并允许乘客乘坐，但是没有控制权限。权限限制模

块50对第一安全等级为二级的乘客，开锁并允许乘客乘坐，但是只有有限的控制权限，与乘

客的交通违章历史记录相关的控制权限均被限制。

[0049] 优选的，车载设备还包括设置有第一鉴权模块61的测试终端60。测试终端60在第

一安全等级达到预设等级时启动，并且第一鉴权模块61根据乘客的身份信息来设定自然语

言并采用自然语言以语音和/或视频互动的方式测试乘客的当前心理状态，并将乘客的当

前心理状态参数作为第二安全等级参数发送至权限限制模块50。权限限制模块50基于第一

安全等级参数和第二安全等级参数评估乘客的第二安全等级并确定乘客的控制权限。

[0050] 例如，测试终端60在第一安全等级达到二级时启动。第一鉴权模块61在触摸屏显

示若干个心理测试题目和/或测谎题目。心理测试题目和/或测谎题目能够以问答的方式、

口述的方式和/或游戏的方式显示在触摸屏上以和乘客形成互动。第一鉴权模块61基于乘

客的反馈答案评估乘客的心理状态参数和诚信参数。第一鉴权模块61针对诚信参数低于诚

信阈值的乘客和/或心理状态参数处于非正常阈值范围的乘客，在触摸屏上以语音和/或文

字信息的方式发出拒绝控制的信息，同时将拒绝控制的信息发送至权限限制模块50。

[0051] 优选的，测试终端60与自动驾驶汽车按照在电学方面有线供电和数据通信、且在

机械方面可拆卸但不可丢失的方式固定于自动驾驶汽车内，使得测试终端经由OBD接口与

CAN总线建立数据连接并能够从验证模块获取或提供数据及命令，从而权限限制模块通过

与验证模块交互而能够凭借由测试终端所采集的图像和/或声音以动态分时的方式确定乘

客在使用自动驾驶汽车期间各个时段的控制权限范围。

[0052] 优选的，测试终端60为具有显示屏幕的智能设备。测试终端60包括计算机、笔记本

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或智能眼镜。测试终端60以有线的方式与非特定的自动驾驶

汽车连接，防止测试终端60被不法分子偷窃或丢失。并且，测试终端60与自动驾驶汽车连接

的线可以是具有弹性结构或者以弹性材料构成的能够传输电流和数据的数据线。数据线在

防止测试终端60与自动驾驶汽车80分离的同时，能够保证测试终端60的供电和与自动驾驶

汽车之间的数据交互，使得测试终端60能够监测自动驾驶汽车的运行。

[0053] 例如，测试终端60采集自动驾驶汽车内乘客的驾驶动作和说话的声音。当乘客单

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接电话时，测试终端60采集乘客接听电话的图像发送至权限限制模

块50。权限限制模块50根据测试终端60发送的图像判断乘客接听电话的驾驶风险增加，乘

客的最大驾驶速度限制从80km/h变更为60km/h。权限限制模块50根据测试终端60发送的图

像判断乘客恢复双手握方向盘的驾驶行为，将乘客的最大驾驶速度限制从60km/h恢复为

80km/h。

[0054] 优选的，测试终端60还设置第二鉴权模块62。第二鉴权模块62基于测试终端60与

OBD接口与CAN总线的控制单元建立数据连接的方式主动采集自动驾驶汽车的运行数据，并

且基于乘客的人工驾驶请求在测试终端60的触摸屏上显示用于测试驾驶能力的模拟道路

视频。

[0055] 优选的，测试终端60与自动驾驶汽车的CAN总线和OBD接口建立数据连接，从而能

够获取自动驾驶汽车的各个控制单元的相关数据、指令和运行状态。

[0056] 例如，测试终端60设置有模拟交通驾驶环境的模拟程序。测试终端基于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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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的车锁控制单元的开锁信息以语音、声音和/或震动的方式启动并引导乘客进行模拟

驾驶测试。乘客根据模拟的驾驶环境在自动驾驶汽车内进行正常的驾驶操作。测试终端60

读取乘客在模拟环境操作的自动驾驶汽车的各个控制单元数据，从而获得乘客的反应时间

和驾驶操作数据，从而评估乘客的驾驶能力。若乘客的驾驶能力较差，反应较慢，则拒绝乘

客的人工驾驶请求。若乘客的驾驶能力和反应时间符合驾驶标准，则权限限制模块50向乘

客授予人工驾驶权限。

[0057] 优选的，乘客根据至少包括触摸屏和重力传感器的测试终端所提供的视频形式的

操作请求来操作自动驾驶汽车的相应操控单元并由此产生能够由第二鉴权模块62采集的

与驱动和/或操控相关的第三安全等级参数。第二鉴权模块62将第三安全等级参数发送至

权限限制模块以由权限限制模块确定是否提供人工驾驶权限。

[0058] 例如，乘客通过测试终端的模拟驾驶测试进行相应的模拟驾驶操作。在乘客进行

模拟驾驶期间，权限限制模块设置自动驾驶汽车的驱动单元和点火装置进入保护状态，自

动驾驶汽车不接受人工驾驶操作发出的控制命令。第二鉴权模块采集与驱动和/或操控相

关的第三安全等级参数，并且评估乘客的驾驶能力等级。对于驾驶能力级别高的乘客，授予

其人工驾驶的权限。对于驾驶能力较低的乘客，拒绝授予人工驾驶权限。

[0059] 优选的，权限限制模块基于第一安全等级参数、第二安全等级参数和第三安全等

级参数计算乘客的驾驶风险级别并根据驾驶风险级别确定乘客的人工驾驶权限，人工驾驶

权限至少包括全部权限、限制级权限和/或高危权限。

[0060] 例如，第一安全等级参数评估乘客的基本人身安全等级，第二安全等级参数评估

乘客的心理状态安全等级，第三等级参数评估乘客人工驾驶安全等级。假设以加法评估乘

客的驾驶风险级别，则三者安全等级越低，驾驶风险越高，人工驾驶权限的限制越多。

[0061] 优选的，根据第一安全等级参数、第二安全等级参数和第三安全等级参数以加权

法计算乘客的驾驶风险级别，则具有同样的驾驶风险等级划分效果。

[0062] 优选的，权限限制模块50基于乘客的驾驶风险级别确定人工驾驶权限。人工驾驶

权限至少包括全权限的A级权限、基于心理缺陷和交通历史信息而受限部分权限的B级权限

和具有高险驾驶风险的C级权限。

[0063] 优选的，权限限制模块50将第一、第二和/或第三安全等级参数按照乘客在乘坐自

动驾驶汽车期间的控制方式显示于测试终端的显示屏上，并且结合与控制命令对应的有效

控制参数计算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优惠参数，同时将优惠参数以数字方式在测试终端的触

摸屏上展示给该乘客。

[0064] 例如，乘客因为发布错误的控制命令而导致自动驾驶车辆违反交通规则，在扣除

交通罚款的措施之外，乘客享受的优惠率由50％降低至20％。乘客会通过的有效控制参数

掌握自己的违规行为，并且在以后的乘坐中为了提高优惠率而合理发布控制命令。

[0065] 优选的，权限限制模块50基于智能终端10的行程更改请求和交通状况评估预备路

线的行驶参数和第四安全等级参数，并且基于行驶参数和第四安全等级参数对行程更改请

求进行反馈。

[0066] 例如，乘客智能终端请求更改行程，权限限制模块根据相关交通数据库反馈的交

通状况评估预备路线堵塞，很难到达，并且该道路路况较差，凹凸不平。权限限制模块从交

通数据库获取行驶参数和表示路况安全的第四安全等级参数决定是否同意乘客的行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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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请求。若行驶参数和第四安全等级参数之中有一个低于行驶参数阈值和第四安全等级参

数阈值，则权限限制模块拒绝乘客的行程更改请求。

[0067] 优选的，权限限制模块50基于由乘客的第三安全等级参数、行驶参数和第四安全

等级参数评估形成的第五安全等级对行程更改请求进行反馈。

[0068] 例如，在乘客进行人工驾驶的状态下，权限限制模块根据乘客的人工驾驶级别、行

驶参数和第四安全等级参数以加权法的方式评估第五安全等级，在第五安全等级高于预设

的第五安全级别的情况下，同意乘客的行程更改请求。在第五安全等级低于预设的第五安

全级别的情况下，拒绝乘客的行程更改请求，以保证乘客的驾驶安全，降低乘客的驾驶风

险。

[0069] 优选的，测试终端60通过由OBD接口与CAN总线建立数据连接并将获取的点火控制

单元、驻车控制单元、制动控制单元、加速度控制单元和/或转向控制单元的变化数据和乘

客的个人信息发送至管理自动驾驶汽车的云服务器以更新乘客的历史驾驶数据，并且将历

史驾驶数据作为评估乘客的第三安全等级参数的基础参数之一。

[0070] 乘客的历史驾驶数据能够充分反映乘客的控制自动驾驶汽车的控制习惯和人工

驾驶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习惯。将历史驾驶数据作为评估乘客的第三安全等级的基础参数

之一，能够在乘客再次使用自动驾驶汽车时，根据参考历史驾驶数据重新评估乘客的驾驶

能力，确定乘客的第三安全等级。这样，对于驾驶能力高的乘客，再次提出人工驾驶请求的

时候更容易获得人工驾驶权限。

[0071] 优选的，测试终端60还包括用于对乘客的控制命令反馈警告信息的警告模块。警

告模块基于驾驶环境评估控制命令的实施安全参数并在实施安全参数低于实施安全参数

阈值时发出警告信息并拒绝执行控制命令。

[0072] 例如，乘客发出了某个控制命令。警告模块根据当前的驾驶环境参数评估控制命

令的实施安全参数。若实施安全参数低于实施安全参数阈值，则标识控制命令不适合当前

的驾驶环境，安全风险较大，安全等级较低。因此，在乘客的控制命令不适合当前的驾驶环

境时，警告模块向乘客发出警告信息。警告信息可以由车载设备以语音的行驶和/或图像的

形式发出。警告模块将警告信息发送至权限限制模块。权限限制模块根据警告信息拒绝执

行乘客发出的控制命令。这样，本发明很好的保障了乘客和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降低了危

险。

[0073] 优选的，所述自动驾驶汽车具有自动巡航模块，用以判断交通状况并直接干预或

接管驾驶权限。所述自动巡航模块与所述测试终端60彼此关联以使所述测试终端基于自动

巡航模块发送的交通状况更换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系统，或者拒绝乘客的控制命令。测试

终端60通过CAN总线和OBD接口获取点火控制单元、驻车控制单元、制动控制单元、加速度控

制单元和/或转向控制单元的变化数据并在变化出现异常时，通过测试终端60的通信接口

将异常数据反馈至管理自动驾驶汽车的云服务器。

[0074]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具体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本发明公开

内容的启发下想出各种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也都属于本发明的公开范围并落入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本发明说明书及其附图均为说明性而并非

构成对权利要求的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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