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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智能驾培行驶控制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驾培行驶控制装置，

涉及机动车驾驶技术领域；包括自主刹车装置，

自主刹车装置包括前测距传感器、后测距传感

器、驱动器、定位装置和控制器；前测距传感器和

后测距传感器的输出端都与控制器输入端相连，

定位装置的输出端与控制器的输入端相连；控制

器的输出端与驱动器相连，控制器内存储有驾培

电子地图数据；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满足驾培的

需要，实现驾培过程自主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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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驾培行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自主刹车装置，自主刹车装置包括前

测距传感器(1)、后测距传感器(2)、刹车装置(6)、定位装置(5)和控制器(3)；所述前测距传

感器(1)和后测距传感器(2)的输出端都与控制器(3)输入端相连，定位装置(5)的输出端与

控制器(3)的输入端相连；所述控制器(3)的输出端与刹车装置(6)相连，控制器(3)内存储

有驾培电子地图数据；定位装置(5)为GPS定位天线；

通过定位基站对驾培训练场的场地进行电子地图测绘，电子地图与实际场地是一一对

应的，然后在1:1对应的驾培电子地图上后期绘制出限制区域，然后将制作完成的驾培电子

地图输入到带定位功能的控制器中；车辆行驶过程中，控制器连接定位装置就能判断出车

辆在驾培电子地图上的位置，当车辆越过限制区域时，控制器内的区域判别自主控制软件

会跟据相关信息发出刹车指令给驱动器，驱动器就会响应指令进行刹车；

前方或后方的限制距离内有行人、车辆、障碍物时也会触发控制器，从而控制刹车装置

对车辆及时采取刹车措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驾培行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测距传感器(1)为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前测距传感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驾培行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后测距传感器(2)为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后测距传感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驾培行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刹车装置(6)为：连

接绳(6.2)一端固定在车底部，连接绳(6.2)另一端与电机(6.1)上的线筒相连，电机(6.1)

固定在刹车脚踏(6.3)的连接杆上；所述电机(6.1)与控制器(3)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驾培行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油门限制组件

(8)，油门限制组件(8)固定在油门脚踏(7)连接杆下方的车体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智能驾培行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油门限制组件(8)为

能水平伸缩的可调节伸缩杆，可调节伸缩杆一端与车体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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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驾培行驶控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动车驾驶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机动车驾培行业大部分还是以人工教学为主，以教练口述，学员自行理解

的方式来进行驾驶学习。学员在练车过程中精神比较紧张，容易出现错误操作（比如方向盘

左右不分、刹车和油门脚踏混淆），虽然副驾驶装有副刹车脚踏，但由于教练反应过慢时仍

无法避免因刹车过慢而出现的险情。甚至有的教练不是随车教学，一旦出现险情时学员无

法自行处理，从而造成撞车等安全事故。

[0003] 由于机动车驾培过程与普通司机驾驶有很大区别，即机动车驾培学员大多没有驾

车经验不会开车，在训练过程中需要训练学员驾驶准确度，不能触及一点旁边的障碍物，而

且在驾驶过程中不能速度过快，所以对保证安全的装置要求较高，现有的自主驱动器视为

已经拿到驾照会开车有一定经验人员设置的，现有的自主驱动器不能满足驾培中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智能驾培行驶控

制装置，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能够实现驾培过程中驶入所限制区域或有障碍物时，自主刹

车装置能及时有效采取制动措施，保证安全。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包括自主刹车装置，自主刹车

装置包括前测距传感器、后测距传感器、驱动器、定位装置和控制器；前测距传感器和后测

距传感器的输出端都与控制器输入端相连，定位装置的输出端与控制器的输入端相连；控

制器的输出端与驱动器相连，控制器内存储有驾培电子地图数据。

[0006] 作为优选，前测距传感器为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前测距传感器。

[0007] 作为优选，后测距传感器为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后测距传感器。

[0008] 作为优选，定位装置为GPS定位天线。

[0009] 作为优选，控制器为带定位功能的嵌入式刹车控制器。

[0010] 作为优选，刹车装置为：连接绳一端固定在车底部，连接绳另一端与电机上的线筒

相连，电机固定在刹车脚踏的连接杆上；所述电机与控制器相连。

[0011] 作为优选，还包括油门限制组件，油门限制组件固定在油门脚踏连接杆下方的车

体上。

[0012] 作为优选，油门限制组件为能水平伸缩的可调节伸缩杆，可调节伸缩杆一端与车

体相连。

[001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实现了距

离判断和区域判断，控制器内存储有电子地图数据，能够实现驾培过程中驶入所限制区域

或有障碍物时，自主刹车装置能及时有效采取制动措施，满足驾培中安全驾驶的需要，实现

驾培过程自主刹车，保证安全；油门限制组件能限制驾驶学员脚踏油门的力度，防止因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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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造成危险。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自主驱动器的结构框图；

[0015] 图2是图1中驱动器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油门限制组件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17] 图中：1、前测距传感器；2、后测距传感器；3、控制器；  5、定位装置；6、刹车装置；7、

油门脚踏；8、油门限制组件；6.1、电机；6.2、连接绳；6.3、刹车脚踏；8.1、外层套管；8.2、内

层套管；8.3、固定孔；8.4、弹簧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9]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一种智能驾培行驶控制装置的一个实施例，包括自主刹车装

置，自主刹车装置包括前测距传感器1、后测距传感器2、刹车装置6、定位装置5和控制器3；

前测距传感器1和后测距传感器2的输出端都与控制器3输入端相连，当车辆前进或倒退时

前方或后方有障碍物时，前测距传感器1和后测距传感器2能将信息反馈给控制器3；定位装

置5的输出端与控制器3的输入端相连；控制器3的输出端与刹车装置6相连，控制器3内存储

有驾培电子地图数据，定位装置5可以定位车辆所在的位置传输到控制器3，控制器3会和驾

培电子地图数据进行对比，进而判断出机动车的位置，如果机动车驶入机动车不能驶入的

限制区域时，控制器3会发出制动信号传输给刹车装置6，刹车装置6启动对机动车刹车。

[0020] 自主刹车装置主要是在学员练习过程中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或者机动车驶入限制

区域、前进或后退过程中遇到障碍物时学员没有采取制动措施，为了保证练习过程顺利安

全而设置的能通过控制器的控制使机动车能自己采取刹车制动的装置，能满足在危险情况

下，自主、及时、有效刹车的要求。

[0021] 由于在机动车驾培过程中对限制区域要求比较严格，要求学员必须驾驶机动车在

非限制区域内行驶，所以必须对行驶路线中整个行驶区域进行监控，即使在直线行驶过程

中仍有进入限制区域的情况，如果超出限制区域而学员没有及时制动，自主刹车装置将会

启动。

[0022] 前测距传感器1为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前测距传感器，后测距传感器2为超声波测距

传感器后测距传感器，前测距传感器1和后测距传感器2主要是对机动车前方和后方的事物

进行探测，对机动车前进或后退时进行监测，实现机动车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判断；如果前

方或后方有障碍物而机动车没有采取制动措施，控制器3则会根据机动车距离障碍物的长

度对自主驱动器发出相应的刹车信号，可以根据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测量的距离障碍物的距

离控制刹车力度，机动车距离障碍物越近刹车力度越大。

[0023] 定位装置5为GPS定位天线，GPS定位天线能对车辆进行定位，定位装置5也能读取

机动车行驶速度，传输到控制器3中，控制器3中的区域判别软件会对机动车根据控制器3内

存储的电子地图数据进行判断，实现机动车区域判断；如果未进入限制区域则不发出指令，

当车辆越过限制区域时控制器3会综合传输过来的车辆速度对自主驱动器发出相对应的刹

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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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控制器3为带定位功能的嵌入式刹车控制器，现在常用技术，比较先进，带定位功

能的控制器与GPS定位天线配合实现定位功能。

[0025] 如图2所示为驱动器使用状态示意图，刹车装置6为：连接绳6.2一端固定在车底

部，连接绳6.2另一端与电机上的绳筒相连，电机6.1固定在刹车脚踏的连接杆上，电机6.1

上设有卡扣直接卡装在连接杆上，电机  6.1与控制器3相连；当控制器3发出刹车指令给电

机6.1时，电机6.1启动，电机带动连接绳6.2一端缠绕在绳筒中，进而使得刹车脚踏6.3向下

移动对机动车刹车，线筒上设有限位装置，限制连接绳6.2缠绕长度，简单方便，防止事故发

生，电机6.1放置在与刹车脚踏6.3连接的连接杆上，放置在连接杆上部不会影响正常驾驶，

安全可靠，连接绳6.2为钢丝绳，结实耐用，也可以使其他较解释的连接绳。

[0026] 如图3所示为本发明油门限制组件的使用状态示意图，油门限制组件8固定在油门

脚踏7连接杆下方的车体上，油门限制组件8的设置可以防止新学员在练车过程中由于慌乱

或精神紧张导致误踩油门或踩踏油门过于用力的情况发生，防止因油门过大导致的事故发

生。

[0027] 油门限制组件8为能水平伸缩的可调节伸缩杆，可伸缩杆为两层套管，外层套管

8.1中空，内层套管8.2套装在外层套管8.1中且内层套管8.2能在外层套管8.1中来回抽动，

外层套管8.1上设有至少一个固定孔8.3，内层套管8.2套装在外层套管8.1一端设有相对的

两个弹簧卡块8.4，弹簧卡块8.4与固定孔8.3相适配，通过调节弹簧卡块8.4在哪个固定孔

8.3中来调节伸缩杆的长度，简单方便；伸缩杆一端与车体相连，可调节伸缩杆的另一端与

油门脚踏7的连接杆有一定距离，当踩下油门脚踏7后，由于可调节伸缩杆的阻挡，使得油门

脚踏7只能踩下一定的距离不能踩到底部，从而达到限制油门的大小的目的，油门脚踏7踩

下的深度根据需要设置，通过调节可调节伸缩杆的长度来调节油门脚踏7踩下的深度，简单

方便，实现对新学员或有一定经验的学员对油门脚踏7可踩下深度不同设置，达到对不同学

员不同的设置，实现对不同学员不同教学的目的。

[0028] 使用过程：

[0029] 通过定位基站对驾培训练场的场地进行电子地图测绘，这个电子地图与实际场地

是一一对应的。然后可在1:1对应的驾培电子地图上后期绘制出限制区域（例如项目外区域

或绿化带等），然后将制作完成的驾培电子地图输入到带定位功能的嵌入式刹车控制器中。

车辆行驶过程中，嵌入式刹车控制器连接GSP定位天线就能判断出车辆在驾培电子地图上

的位置。当车辆越过限制区域时，嵌入式刹车控制器内的区域判别自主控制软件会跟据相

关信息发出刹车指令给驱动器，驱动器就会响应指令进行刹车。

[0030] 除了具有区域判别自主刹车外，在车辆的车头和车尾还分别装有超声波前测距传

感器和超声波后测距传感器，用来判别车辆在正常行驶和倒车过程中，如果前方或后方的

一段距离内有行人、车辆或障碍物时也会触发刹车信号给嵌入式刹车控制器，从而控制刹

车装置对车辆及时采取刹车措施。刹车的力度可以跟据车辆与限制区域或障碍物的相对距

离位置进行调节，即越过限制区域越远或离障碍物越近时刹车力度越大，保证在撞上障碍

物的最小安全距离内或越过限定的限制区域外实现自主安全停车。另外本设计附加了油门

限制组件，可限位调节油门脚踏踩踏深度的大小，实现对油门大小的控制，防止学员踩油门

高速行驶，保障学员的安全。

[003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使用方便，实现了距离判断和区域判断，控制器内存储有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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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电子地图数据，能够实现驾培过程中驶入所限制区域或有障碍物时，自主刹车装置能及

时有效采取制动措施，满足驾培中安全驾驶的需要，实现驾培过程自主刹车，油门限制组件

能限制驾驶学员脚踏油门的力度，防止因油门过大造成危险。

[0032] 实现了对越过限制区域的车辆进行自主控制刹车；实现了车辆在正常行驶时，前

方一定距离内出现障碍物时自主控制刹车；实现了在倒车过程中，后方一定距离内出现障

碍物时自主控制刹车；完善了智能驾培行业和驾驶人考试系统行业在车辆行驶安全方面的

不足；实现了对车辆油门大小的限制。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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