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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路协同智能交通控制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车路协同智能交通控制

系统，包括GPS模块、车内短距离通信模块、路面

湿度传感器、速度传感器、车辆处理控制模块、刹

车减速辅助系统、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和告警

器，其中：GPS模块，用于定位车辆的位置信息；车

内短距离通信模块，与GPS模块连接，用于将各自

车辆的位置信息传输给周边车辆；路面湿度传感

器，用于监测路面湿度情况，并传输给车辆处理

控制模块；速度传感器，用于监测车辆速度，并传

输给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车辆处理控制模块，与

车内短距离通信模块连接，用于根据周边车辆位

置信息计算处理获得与周边车辆的距离；还分别

与路面湿度传感器和刹车减速辅助系统连接。本

发明能够在汽车在监控路段行驶过程中起到智

能的告警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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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路协同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GPS  模块、车内短距离通信模

块、

路面湿度传感器、速度传感器、车辆处理控制模块、刹车减速辅助系统、交通信息处理

控制平台和告警器，其中：

GPS  模块，用于定位车辆的位置信息；

车内短距离通信模块，与  GPS  模块连接，用于将各自车辆的位置信息传输给周边车

辆；

路面湿度传感器，用于监测路面湿度情况，并传输给车辆处理控制模块；

速度传感器，用于监测车辆速度，并传输给车辆处理控制模块；

车辆处理控制模块，与车内短距离通信模块连接，用于根据周边车辆位置信息计算处

理获得与周边车辆的距离；还分别与路面湿度传感器和刹车减速辅助系统连接；

当车辆本身与周边车辆的距离低于距离安全值时或当路面湿度情况低于路面湿度安 

全值时，由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触发告警器告警；

当车辆本身与周边车辆距离低于距离安全值，且路面湿度情况低于路面湿度安全值 

和/或车速高于车速设定值时，所述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触发刹车减速辅助系统减速；

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与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连接，用于在监控路段接收监控车辆位

置信息和车速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处理，判断是否发送监控路段拥堵告警信号；

所述分析处理包括：

根据所监控的车辆的车速和位置情况，判断监控路段是否存在拥堵情况，若存在所监 

控路段的一定数量的车辆的平均车速低于所监控路段设定的车速范围，且它们之间的车距 

等于

或者低于设定的距离范围，则判定所监控路段出现拥堵情况，且发送告警信号至车辆 

的车辆处理控制模块；

在交通信息处理控  制平台中，若存在速度超过监控路段限速上限  10%的，则这部分速

度数据会设定为跟踪信息，并发送告警信息至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若一定时间内所述跟踪

信息超速依旧保持在监控路段限速上限  10%则发送至交警部门告警记录；

还包括与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连接的智能控灯系统，所述智能控灯系统根据车与车

的距离控制调整车的远光灯的启闭；

所述智能控灯系统根据路面情况启用，在前车与后车位于一定车距范围内，通过交通

信息处理控制平台获取的综合信息识别位于该车距范围内位于最前面的车辆，允许该车辆

远光灯开启，而位于该车距范围内的其他车辆远光灯关闭。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车路协同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监

控路段上视频传感器，所述视频传感器与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连接；且在交通服务控制

平台中设有安全带检测模块，用于识别从视频传感器获取的视频数据中驾驶员是否有没佩

戴  安全带，对车窗中人体上半身区域进行检测，利用混合多尺度可变形部件模型的模式识

别方法进行安全带检测。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车路协同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通过安全带检测

模块检测到驾驶员如果没有佩戴安全带则会发送告警信息到对应车辆的车辆处理控制模

块，并由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触发告警器进行告警提醒，同时系统进行告警记录；若存在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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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监控路段的视频传感器拍摄到车辆驾驶员没有佩戴安全带，则车辆处理控制模块接收

到  两次未佩戴安全带的告警信号后，同时触发刹车减速系统减速。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车路协同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道路灯控

单元，用于控制路口红绿灯时间；所述道路灯控单元与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连接，接收交

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发送的红绿灯调控信号，当监控路段出现拥堵情况，红灯持续时间比

路 况正常时间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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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路协同智能交通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交通控制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车路协同智能交通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智能交通系统在我国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我国的许多大城市在交通基础设施

比较完备的基础上，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了，交通领域的信息化程度在慢慢

提高，交通服务水平提高了，居民购车需求就上涨了，随之机动车保有量逐年增加，新的交

通需求就又产生了，人们对交通服务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了，这就对交通管理者来说是一个

新的考验。

[0003] 而针对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以及道路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容易使驾驶员存在驾驶

风险，现有的很多智能交通系统只能根据车辆独自的行驶情况进行告警提醒，并不能做到

基于车联网架构下实现综合多方面情况对行驶车辆作出最佳的告警控制。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车路协同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它考

虑的因素更全面，能够在汽车在监控路段行驶过程中起到智能的告警控制作用。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车路协同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包括GPS模块、车内短距离通信模块、路面湿度

传感器、速度传感器、车辆处理控制模块、刹车减速辅助系统、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和告

警器，其中：

[0007] GPS模块，用于定位车辆的位置信息；

[0008] 车内短距离通信模块，与GPS模块连接，用于将各自车辆的位置信息传输给周边车

辆；

[0009] 路面湿度传感器，用于监测路面湿度情况，并传输给车辆处理控制模块；

[0010] 速度传感器，用于监测车辆速度，并传输给车辆处理控制模块；

[0011] 车辆处理控制模块，与车内短距离通信模块连接，用于根据周边车辆位置信息计

算处理获得与周边车辆的距离；还分别与路面湿度传感器和刹车减速辅助系统连接；

[0012] 当车辆本身与周边车辆的距离低于距离安全值时或当路面湿度情况低于路面湿

度安全值时，由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触发告警器告警；

[0013] 当车辆本身与周边车辆距离低于距离安全值，且路面湿度情况低于路面湿度安全

值和/或车速高于车速设定值时，所述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触发刹车减速辅助系统减速；

[0014] 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与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连接，用于在监控路段接收监控车

辆位置信息和车速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处理，判断是否发送监控路段拥堵告警信号。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分析处理包括：

[0016] 根据所监控的车辆的车速和位置情况，判断监控路段是否存在拥堵情况，若存在

所监控路段的一定数量的车辆的平均车速低于所监控路段设定的车速范围，且它们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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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距等于或者低于设定的距离范围，则判定所监控路段出现拥堵情况，且发送告警信号至

车辆的车辆处理控制模块。

[0017] 在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中，若存在速度超过监控路段限速上限10%的，则这部分

速度数据会设定为跟踪信息，并发送告警信息至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若一定时间内所述跟

踪信息超速依旧保持在监控路段限速上限10%则发送至交警部门告警记录。

[0018] 进一步地，本发明还包括设置在监控路段上视频传感器，所述视频传感器与交通

信息处理控制平台连接；且在交通服务控制平台中设有安全带检测模块，用于识别从视频

传感器获取的视频数据中驾驶员是否有没佩戴安全带，对车窗中人体上半身区域进行检

测，利用混合多尺度可变形部件模型的模式识别方法进行安全带检测。

[0019] 进一步地，本发明通过安全带检测模块检测到驾驶员如果没有佩戴安全带则会发

送告警信息到对应车辆的车辆处理控制模块，并由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触发告警器进行告警

提醒，同时系统进行告警记录；若存在连续两次监控路段的视频传感器拍摄到车辆驾驶员

没有佩戴安全带，则车辆处理控制模块接收到两次未佩戴安全带的告警信号后，同时触发

刹车减速系统减速。

[0020] 进一步地，本发明还包括道路灯控单元，用于控制路口红绿灯时间；所述道路灯控

单元与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连接，接收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发送的红绿灯调控信号，

当监控路段出现拥堵情况，红灯持续时间比路况正常时间缩短，而且道路灯控单元红绿灯

持续时间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会发送给车辆的车辆处理控制模块，方便车主提前了解做

好驾驶准备。

[0021] 本发明中，车辆中还包括与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连接的智能控灯系统，所述智

能控灯系统根据车与车的距离控制调整车的远光灯的启闭。

[0022] 由于现实车辆在夜晚道路行驶过程中经常都开启远光灯行驶，这样容易对前面和

对面的汽车行驶产生影响，本发明中，所述智能控灯系统根据路面情况启用，它能够在前车

与后车位于一定车距范围内，通过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获取的综合信息识别位于该车距

范围内位于最前面的车辆，允许该车辆远光灯开启，而位于该车距范围内的其它车辆远光

灯关闭。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

[0024] 1.能够根据路况实时为车辆提供告警信息；

[0025] 2.能够检测驾驶员的安全带佩戴情况，并进行告警提醒。

附图说明

[0026] 图1：本发明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本发明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如图1所示，一种车路协同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包括GPS模块、车内短距离通信模

块、路面湿度传感器、速度传感器、车辆处理控制模块、刹车减速辅助系统、交通信息处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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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平台和告警器，其中：

[0031] GPS模块，用于定位车辆的位置信息；

[0032] 车内短距离通信模块，与GPS模块连接，用于将各自车辆的位置信息传输给周边车

辆；

[0033] 路面湿度传感器，用于监测路面湿度情况，并传输给车辆处理控制模块；

[0034] 速度传感器，用于监测车辆速度，并传输给车辆处理控制模块；

[0035] 车辆处理控制模块，与车内短距离通信模块连接，用于根据周边车辆位置信息计

算处理获得与周边车辆的距离；还分别与路面湿度传感器和刹车减速辅助系统连接；

[0036] 当车辆本身与周边车辆的距离低于距离安全值时或当路面湿度情况低于路面湿

度安全值时，由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触发告警器告警；

[0037] 当车辆本身与周边车辆距离低于距离安全值，且路面湿度情况低于路面湿度安全

值和/或车速高于车速设定值时，所述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触发刹车减速辅助系统减速；

[0038] 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与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连接，用于在监控路段接收监控车

辆位置信息和车速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处理，判断是否发送监控路段拥堵告警信号。

[0039] 所述分析处理包括：

[0040] 根据所监控的车辆的车速和位置情况，判断监控路段是否存在拥堵情况，若存在

所监控路段的一定数量的车辆的平均车速低于所监控路段设定的车速范围，且它们之间的

车距等于或者低于设定的距离范围，则判定所监控路段出现拥堵情况，且发送告警信号至

车辆的车辆处理控制模块。

[0041] 在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中，若存在速度超过监控路段限速上限10%的，则这部分

速度数据会设定为跟踪信息，并发送告警信息至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若一定时间内所述跟

踪信息超速依旧保持在监控路段限速上限10%则发送至交警部门告警记录。

[0042] 实施例2

[0043] 基于图2的框架，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区别在于，还包括设置在监控路段上视频传

感器，所述视频传感器与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连接；且在交通服务控制平台中设有安全

带检测模块，用于识别从视频传感器获取的视频数据中驾驶员是否有没佩戴安全带，对车

窗中人体上半身区域进行检测，利用混合多尺度可变形部件模型的模式识别方法进行安全

带检测。

[0044] 通过安全带检测模块检测到驾驶员如果没有佩戴安全带则会发送告警信息到对

应车辆的车辆处理控制模块，并由车辆处理控制模块触发告警器进行告警提醒，同时系统

进行告警记录；若存在连续两次监控路段的视频传感器拍摄到车辆驾驶员没有佩戴安全

带，则车辆处理控制模块接收到两次未佩戴安全带的告警信号后，同时触发刹车减速系统

减速。

[0045] 还包括道路灯控单元，用于控制路口红绿灯时间；所述道路灯控单元与交通信息

处理控制平台连接，接收交通信息处理控制平台发送的红绿灯调控信号，当监控路段出现

拥堵情况，红灯持续时间比路况正常时间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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