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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请求保护一种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

定位城市车道车辆统计方法。该方法主要是为智

能交通管理和控制实时地提供精确的车道级车

辆分布数据。该架构由含V2X通信模块和高精度

定位模块的OBU(车载终端)设备、含V2X通信模块

的RSU(路侧设备)设备和MEC(边缘网络计算)服

务器为基础，可以对不同的交叉路口或者特定的

统计路段对每个车道上装有OBU设备的车辆位置

分布信息以及运动状态参数进行精确的统计，提

高了车辆统计的实时性和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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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的城市车道车辆统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车载终端OBU设备在收到路侧单元RSU设备广播的当前路口MapData数据包后，在第一

次检测到通过起始线StartLine时，通过V2I通信向RSU设备发送进入统计区域类型的消息，

检测到通过终止线EndLine时，向RSU设备发送离开统计区域类型的消息；当OBU检测到车辆

在统计区域内改变车道时，发送改变车道类型的统计消息；当车辆因交通拥堵或者等待红

灯而停止运动一段时间后，OBU设备在第一次检测到车辆重新开始运动时发送重新运动类

型的统计消息给RSU设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的城市车道车辆统计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OBU设备(1)是车辆统计的核心部件，其主要完成车辆统计过程中的本车的位置

判断、车道适配以及消息发送；RSU设备(2)是车辆统计的中间设备，其收集并整理覆盖区域

内的OBU设备(1)发送的相关统计数据，用于当前路口交通信号灯的实时控制，并将当前路

口的车辆统计数据以固定周期向MEC服务器(3)发送；MEC服务器将RSU设备(2)发送的统计

消息进行整理并存储在数据库中，以供区域内的交通管理和控制使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的城市车道车辆统计方法，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在车辆统计前行车道有效范围的设计配置步骤：首先，当前路口统计道路仅选

择进入该路口方向的道路，离开该路口方向的道路为下一个路口的统计区域；其次，具体道

路的统计有效范围由起始线StartLine和终止线EndLine来确定，终止线EndLine设定在当

前路口的停止线处，其由各车道在此位置的中心点坐标相连而成；起始线StartLine位置是

可变的，需根据具体路口道路情况以及RSU设备的最大通信范围而设定，其由道路两侧的两

点的坐标相连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的城市车道车辆统计方法，其特征

在于，车辆统计前还包括进行车辆车道匹配的步骤：OBU设备对本车进行车道匹配时是借助

RSU设备广播的MapData数据包而完成的；首先，OBU将自身的位置与MapData中的所有标定

点的距离进行对比，以及将自身航向角与MapData中各路段的航向角进行对比，从而确定车

辆所在道路，得到在某一交叉路口具有唯一性的道路标识码；之后，在车辆通过该道路的

StartLine后，依次使用GuideLine1，GuideLine2(如果存在则使用)和最后的EndLine中的

各个标定点与本车实时坐标进行距离对比，确定车辆所在具体车道，得到某条道路上唯一

的车道标识码，完成车道适配过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的城市车道车辆统计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RSU设备向OBU设备广播的当前路口的MapData数据包的内容，MapData数据包包

括当前交叉路口各车道的位置及标号在内的基础地理数据，主要包括当前路口标识码，

StartLine、GuideLine和EndLine中各点坐标，各路段的航向角，道路的标识码，车道标识码

在内的道路基础数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的城市车道车辆统计方法，其特征

在于，OBU设备向RSU设备发送的车辆统计消息的内容，车辆统计消息发送的统计数据类型

有：进入统计区域，离开统计区域，改变车道，停止运动一段时间后重新运动四种；此外，统

计消息内容主要包括当前路口标识码、所在道路标识码、车辆标识码、时间、车辆速度、加速

度、航向角、3-D坐标(经纬度和海拔)和数据类型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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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的城市车道车辆统计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EndLine设置在当前交叉路口中的道路的实际停止线位置，由车道中心点位置坐

标形成，以辅助车辆进行车道适配；而StartLine的位置是可变的，是根据V2X的最大通信距

离以及大致需要进行车辆统计的道路区域而定的；若城市道路两个相邻交叉路口间距一般

小于V2X最大通信距离，StartLine设置在该道路在上一个路口开始的位置；若两个相邻路

口之间的距离大于V2X通信范围，则将该道路上的StartLine设置在能够与RSU设备进行可

靠通信且距离RSU设备最远的位置，因此车辆统计有效范围为StartLine与EndLine之间的

道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的城市车道车辆统计方法，其特征

在于，GuideLine位于StartLine和EndLine之间，用于辅助车辆进行车道匹配，其数量需要

根据道路弯曲情况设定，若统计区域内的道路笔直，一般在50米左右的间距，从StartLine

向EndLine方向依次设定，若统计区域内的道路存在弯道，则在保证车道适配准确性的前提

下多弯道处增加GuideLine的数量。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的城市车道车辆统计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MapData数据包由包括StartLine、GuideLine和EndLine、各路段航向角值以及道

路标识码在内的数据编码而成，首先，采集各道路的航向角值，即道路方向与正北方向沿顺

时针方向的夹角，如果道路存在弯道，则采集两条GuideLine之间的大致航向角值；然后，将

以上的三种辅助线中的各标定点的坐标、各路段航向角值，以及路口标识码、道路标识码、

车道标识码和每个车道相连的下一路口ID等信息存储在所负责的RSU设备中的MapData数

据中，以固定周期通过V2X通信进行广播，以用于辅助车辆OBU设备确定所在的车道位置。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的城市车道车辆统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如果交叉路口附近道路存在弯道，首先根据V2X通信范围以及大致统计区域选择统

计起始线StartLine的位置，统计区域终止线EndLine设置在该路口的实际停止线位置，而

GuideLine需要根据道路弯曲程度进行适当增加，主要以两GuideLine之间的道路航向角内

改变范围不超过45度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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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的城市车道车辆统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交通以及车联网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

的按车道进行车辆统计的架构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阶段，交通拥堵已成为世界性“城市病”，我国各个地区每年因交通拥堵不仅造

成了严重的能源浪费，而且对国家经济和环境也造成了严重影响；然而，汽车的数量仍然处

于上升趋势，从1985年开始到2011年，我国的汽车总量每五年至少增加一倍，截止到2010年

时，我国私人汽车总量相比2005年甚至增加到2.2倍。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截至2018年6月

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04亿辆，其中汽车2.05亿辆；随着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各大城

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以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型城市最为明显，因此治理交通

拥堵迫在眉睫。

[0003] 很多地区想通过增加道路的建设和建立先进公共交通系统来缓解交通拥堵问题，

但是道路建设远远赶不上车辆增长，并且公共交通系统因未充分利用系统收集到的数据导

致其运行效率明显偏低；目前国际上解决交通拥堵主流技术方案是对车辆进行有效的交通

管理和调度，即智能交通系统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0004] 随着车联网(V2X)短距离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车与其他设备之间的通信变成现

实。V2X是一种在智能交通系统中车辆和其他元素之间进行高可靠和低时延信息传输来提

升交通效率和安全的通信方式，主要包括V2V(Vehicle-to-Vehicle)、V2I(Vehicle-to-

Infrastructure)、V2P(Vehicle-to-Pedestrian)和V2N(Vehicle-to-Network)。目前，V2X

通信已经被标准化和使用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适用于美国和欧洲的基于IEEE 

802.11p的DSRC(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 ,另一种是适用于中国复杂网

络环境的基于4G蜂窝网标准的C-V2X(Cellular-V2X)。并且V2X通信也是即将到来的5G通信

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针对5G  V2X通信的研究成果使得V2X通信在不就将来将会变得更加

成熟。

[0005] 另外，高精度地图和高精度定位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基础技术，在近几年也得到

了快速发展，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北斗三号环球定位系统已经进入研制

生产环节，35颗北斗卫星全球组网计划预计在2020年完成；北斗三号系统的定位精度相比

北斗二号将提升1至2倍，达到2.5米至5米的水平，并在保存北斗二号短报文功能的同时提

升相关性能。在2017年6月，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提供初始服务，可提供米级、亚米级、分米级，

甚至厘米、毫米级的服务，可以满足智能网联汽车的高精度地图和高精度定位需求分米级

甚至是厘米级的高精度定位对智能交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智能交通中高精度定位的策

略主要是相对定位，包括差分定位和RTK定位技术，目前很多针对相对定位的研究使得定位

精度进一步提高。不仅如此，很多商用定位芯片也能支持厘米级定位和惯性导航等功能，像

u-blox  F9，千寻魔方MC100M等等，其不仅可以输出精确地位置，而且能够精确测量出车辆

的运动数据，如实时车速、加速度以及航向角；另外，5G通信标准中增加了高精度定位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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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使得高精度定位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应用场景更加的丰富。

[0006] 目前车辆统计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地感线圈和交通摄像头的图像识别的方法进行

车辆计数，这种方式不能准确的和全面的获得运动中的车辆数据，包括车牌号、速度、加速

度、经纬度、航向角以及车辆所在车道信息；而随着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技术的发展，使用

这两种技术实时地对城市中各个车道的车辆分布情况进行精确探测是可能的，也是智能交

通的基础要求。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旨在解决以上现有技术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实现对交通的智能管理；通过

这种分级统计数据存储的方式使得统计数据利用效率最大化和统计实时性提升的同时，保

证了交通管理策略制定的合理性的方法。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的城市车道车辆统计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09] OBU设备在收到RSU设备广播的当前路口MapData数据包后，在第一次检测到通过

起始线StartLine时，通过V2I通信向RSU设备发送进入统计区域类型的消息，检测到通过终

止线EndLine时，向RSU设备发送离开统计区域类型的消息；当OBU检测到车辆在统计区域内

改变车道时，发送改变车道类型的统计消息；此外，车辆因交通拥堵或者等待红灯而停止运

动一段时间后，OBU设备在第一次检测到车辆重新开始运动时发送重新运动类型的统计消

息。

[0010] 进一步的，所述OBU设备(1)是车辆统计的核心部件，其主要完成车辆统计过程中

的本车的位置判断、车道适配以及消息发送；RSU设备(2)是车辆统计的中间设备，其收集并

整理覆盖区域内的OBU设备(1)发送的相关统计数据，用于当前路口交通信号灯的实时控

制，并将当前路口的车辆统计数据以固定周期向MEC服务器(3)发送；MEC服务器将RSU设备

(2)发送的统计消息进行整理并存储在数据库中，以供区域内的交通管理和控制使用。

[0011] 进一步的，还包括在车辆统计前行车道有效范围的设计配置步骤：首先，当前路口

统计道路仅选择进入该路口方向的道路，离开该路口方向的道路为下一个路口的统计区

域；其次，具体道路的统计有效范围由起始线StartLine和终止线EndLine来确定，终止线

EndLine设定在当前路口的停止线处，其由各车道在此位置的中心点坐标相连而成；起始线

StartLine位置是可变的，需根据具体路口道路情况以及RSU设备的最大通信范围而设定，

其由道路两侧的两点的坐标相连而成。

[0012] 进一步的，车辆统计前还包括进行车辆车道匹配的步骤：OBU设备对本车进行车道

匹配时是借助RSU设备广播的MapData数据包而完成的；首先，OBU将自身的位置与MapData

中的所有标定点的距离进行对比，以及将自身航向角与MapData中各路段的航向角进行对

比，从而确定车辆所在道路，得到在某一交叉路口具有唯一性的道路标识码；之后，在车辆

通过该道路的StartLine后，依次使用GuideLine1，GuideLine2(如果存在则使用)和最后的

EndLine中的各个标定点与本车实时坐标进行距离对比，确定车辆所在具体车道，得到某条

道路上唯一的车道标识码，完成车道适配过程。

[0013] 进一步的，所述RSU设备向OBU设备广播的当前路口的MapData数据包的内容，

MapData数据包包括当前交叉路口各车道的位置及标号在内的基础地理数据，主要包括当

前路口标识码，StartLine、GuideLine和EndLine中各点坐标，各路段的航向角，道路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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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车道标识码在内的道路基础数据。

[0014] 进一步的，OBU设备向RSU设备发送的车辆统计消息的内容，车辆统计消息发送的

统计数据类型有：进入统计区域，离开统计区域，改变车道，停止运动一段时间后重新运动

四种；此外，统计消息内容主要包括当前路口标识码、所在道路标识码、车辆标识码、时间、

车辆速度、加速度、航向角、3-D坐标(经纬度和海拔)和数据类型标识。

[0015] 进一步的，所述EndLine设置在当前交叉路口中的道路的实际停止线位置，由车道

中心点位置坐标形成，以辅助车辆进行车道适配；而StartLine的位置是可变的，是根据V2X

的最大通信距离以及大致需要进行车辆统计的道路区域而定的；若城市道路两个相邻交叉

路口间距一般小于V2X最大通信距离，StartLine设置在该道路在上一个路口开始的位置；

若两个相邻路口之间的距离大于V2X通信范围，则将该道路上的StartLine设置在能够与

RSU设备进行可靠通信且距离RSU设备最远的位置，因此车辆统计有效范围为StartLine与

EndLine之间的道路。

[0016] 进一步的，GuideLine位于StartLine和EndLine之间，用于辅助车辆进行车道匹

配，其数量需要根据道路弯曲情况设定，若统计区域内的道路笔直，一般在50米左右的间

距，从StartLine向EndLine方向依次设定，若统计区域内的道路存在弯道，则在保证车道适

配准确性的前提下多弯道处增加GuideLine的数量。

[0017] 进一步的，所述MapData数据包由包括StartLine、GuideLine和EndLine、各路段航

向角值以及道路标识码在内的数据编码而成，首先，采集各道路的航向角值，即道路方向与

正北方向沿顺时针方向的夹角，如果道路存在弯道，则采集两条GuideLine之间的大致航向

角值；然后，将以上的三种辅助线中的各标定点的坐标、各路段航向角值，以及路口标识码、

道路标识码、车道标识码和每个车道相连的下一路口ID等信息存储在所负责的RSU设备中

的MapData数据中，以固定周期通过V2X通信进行广播，以用于辅助车辆OBU设备确定所在的

车道位置。

[0018] 进一步的，如果交叉路口附近道路存在弯道，首先根据V2X通信范围以及大致统计

区域选择统计起始线StartLine的位置，统计区域终止线EndLine设置在该路口的实际停止

线位置，而GuideLine需要根据道路弯曲程度进行适当增加，主要以两GuideLine之间的道

路航向角内改变范围不超过45度为原则。

[0019] 本发明的优点及有益效果如下：

[0020] 1 .在没有车道级地图的前提下，通过对统计区域的道路进行特殊点的位置标定，

使用所提出的车道识别算法以及越线算法实现了对道路中车辆进行车道级的高效统计。

[0021] 2.统计数据存储在负责当前交叉路口或者路段的RSU设备中，可以保证RSU设备根

据当前交叉路口车辆分布情况实时周期性控制交通灯，以应对突发性的交通状况；另外统

计数据在每个交通灯的周期结束时向MEC服务器发送汇总的当前周期内的统计数据，以供

大数据平台分析，实现对交通的智能管理；通过这种分级统计数据存储的方式使得统计数

据利用效率最大化和统计实时性提升的同时，保证了交通管理策略制定的合理性。

[0022] 3 .车道车辆位置的判断过程是在OBU设备实时进行的，减少了路侧设备的负载；

RSU设备发送基础定位的MapData数据包以及接收各个车辆中的OBU设备发送的不同类型的

统计消息即可完成车辆统计；这样可以在保证车辆统计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的同时，降

低RSU设备的计算压力，以及减少V2X通信信道服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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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提供优选实施例统计区域内的无弯道情况下道路关键位置标定示意

图；

[0024] 图2是车辆统计架构模型；

[0025] 图3是OBU设备进行车道适配流程图；

[0026] 图4是统计区域内有弯道情况下道路关键位置标定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详

细地描述。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

[0028]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

[0029] 1.基于V2X通信和高精度定位的车辆统计硬件架构及各设备间的通信方式

[0030] A.硬件架构包含三种类型的设备：OBU设备、RSU设备以及MEC服务器。三者之间的

通信连接关系如图2所示，其中OBU与RSU之间使用C-V2X来实现V2I通信，RSU与MEC服务器之

间使用蜂窝通信网及光纤通信网进行通信。

[0031] B.OBU设备中使用相关的模块能够进行高精度定位，V2X通信，通过Wi-Fi通信建立

车内互联网络，以及运行操作系统和相关应用。

[0032] C.RSU设备能够进行V2X通信，以及通过蓝牙与交叉路口内各组交通信号灯通信，

通过移动蜂窝网络与MEC服务器进行通信，通过高精度定位对其自身位置进行定位，以及运

行操作系统和相关应用。

[0033] 2.基于V2X和高精度定位的城市车道车辆统计实现方法

[0034] A .首先对统计区域以及区域内的各路段进行划分。路段划分由三种辅助线

(StartLine、GuideLine和EndLine)来确定，这三种辅助线是对统计区域内的道路的关键位

置进行坐标标定而形成，统计区域内各辅助线设置如图4所示。其中EndLine设置在当前交

叉路口中的道路的实际停止线位置，由车道中心点位置坐标形成，以辅助车辆进行车道适

配；而StartLine的位置是可变的，是根据V2X的最大通信距离以及大致需要进行车辆统计

的道路区域而定的；若城市道路两个相邻交叉路口间距一般小于V2X最大通信距离，

StartLine一般设置在该道路在上一个路口开始的位置；若两个相邻路口之间的距离大于

V2X通信范围，则将该道路上的StartLine设置在能够与RSU设备进行可靠通信且距离RSU设

备最远的位置，因此车辆统计有效范围为StartLine与EndLine之间的道路。另外，

GuideLine位于StartLine和EndLine之间，用于辅助车辆进行车道匹配，其数量需要根据道

路弯曲情况设定，若统计区域内的道路笔直，一般在50米左右的间距，从StartLine向

EndLine方向依次设定，若统计区域内的道路存在弯道，则在保证车道适配准确性的前提下

多弯道处适当增加GuideLine的数量。

[0035] B.将上述三条辅助线、各路段航向角值以及道路标识码等数据编码成MapData数

据包。首先，采集各道路的航向角值，即道路方向与正北方向沿顺时针方向的夹角，如果道

路存在弯道，则采集两条GuideLine之间的大致航向角值。然后，将以上的三种辅助线中的

各标定点的坐标、各路段航向角值，以及路口标识码、道路标识码、车道标识码和每个车道

相连的下一路口ID等信息存储在所负责的RSU设备中的MapData数据中，以固定周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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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X通信进行广播，以用于辅助车辆OBU设备确定所在的车道位置。

[0036] C.OBU接收并筛选所需要的MapData数据包。当某一车辆接近路口时，其车载终端

会接收到附近一个或多个路口的路侧设备发送的MapData，并解析；借助MapData中的全国

唯一的路口标识码和路口中心点3-D(经纬度和海拔)坐标，以及车辆导航线路中即将通过

的路口标识码，来筛选并只存储即将抵达的路口的路侧设备发送的MapData数据包。

[0037] D.OBU设备使用MapData中的数据确定车辆所在的道路。首先，OBU设备借助车载高

精度定位中的位置坐标，实时地与MapData中的标志线(StartLine、GuideLine和EndLine)

的坐标点和一些特殊的标记点坐标数据进行比较，确定车辆大致所在道路；然后，OBU再通

过本车航向角与该道路各个路段的航向角值进行对比，最终确定车辆所在道路，获得该道

路在MapData中的道路标识码。

[0038] E.OBU设备使用MapData中的StartLine判断车辆是否进入统计区域。假设现在已

确定车辆在图1中的Road4的道路上，OBU首先判断车辆是否进入统计路段，即本车是否通过

Road4中的起始线StartLine，若未通过，车辆不进行其他判断，仅循环判断是否通过

StartLine；当OBU设备第一次检测到通过StartLine时，通过V2X通信向RSU设备发送进入统

计区域的消息，统计消息内容包括当前路口标识码、所在道路标识码、车辆标识码、时间、车

辆速度、航向角、3-D坐标(经纬度和海拔)和数据类型标识等数据。

[0039] F.车辆进入统计区域后，OBU使用辅助线GuideLine和EndLine判断车辆所在的具

体车道。在车辆进入统计区域后，OBU首先通过自身实时的位置坐标与GuideLine1中的每个

点的坐标进行距离对比，从而得到车辆所在车道及其标识码LaneID；当检测到车辆通过

GuideLine1后，使用GuideLine2(如果MapData中有此辅助线时)进行辅助车道适配，当通过

GuideLine2后使用下一条辅助线，直到最后车辆通过EndLine。

[0040] G .当车辆在统计区域内时，OBU在特定位置和时刻通过V2I通信发送车辆统计消

息。当车辆在StartLine和EndLine之间行驶时，如果OBU设备检测车辆有变道时，将通过V2X

通信向RSU设备发送变道类型的统计消息，包括当前路口标识码、所在道路标识码、车辆标

识码、时间、车辆速度、航向角、3-D坐标(经纬度和海拔)和数据类型标识等数据；另外，如果

车辆在统计区域内出现因交通拥堵或者等待红灯等情况而停车，OBU设备将在车辆重新开

始运动时通过V2X发送重新运动类型的统计消息，包括当前路口标识码、所在道路标识码、

车辆标识码、时间、车辆速度、航向角、3-D坐标(经纬度和海拔)、停车等待时间和数据类型

标识等数据。

[0041] H.OBU设备使用MapData中的EndLine判断车辆是否离开统计区域。OBU通过车辆与

EndLine之间的距离变化判断车辆是否离开通过EndLine，当第一次检测到本车通过时，OBU

通过V2I通信向RSU设备发送离开该统计区域类型的统计消息，其内容包括当前路口标识

码、所在道路标识码、离开时的车道标识码、车辆标识码、时间、车辆速度、航向角、3-D坐标

(经纬度和海拔)和数据类型标识等数据，并开始下一个交叉路口的车辆统计。

[0042] I.RSU设备过滤并接收统计区域内的车辆统计消息。由于RSU可以收到其通信范围

内的所有OBU发送的统计数据，所以RSU在存储统计数据前需根据路口标识码判断该数据是

否是其所负责的统计路段的OBU发送的统计数据。如果是，则将该数据存储在本地数据库

中；如果不是，则丢弃处理。

[0043] J.将统计数据进行两级存储。RSU收到并确认为当前统计区域内的OBU发送的车辆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09147316 A

8



统计数据后，RSU将其存储在本地数据库中，用于应对突发交通状况下的当前路口的交通信

号灯的实时控制；另外，RSU设备在一个交通信号灯周期即将结束时向MEC服务器发送本地

统计数据，以供大数据分析，实现对区域内的各路口的交通灯的智能控制。

[0044] 以下对本发明的优选实例进行详细的描述：应当理解，优选实例仅为了说明本发

明，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45] 优选实例1：统计道路笔直

[0046] 在城市道路中，交叉路口附近道路一般是没有弯道或者道路接近笔直；并且两个

相邻交叉路口距离不会超过V2X通信范围。因此，如图1所示，统计道路中起始线StartLine

设定在上一个路口的位置，终止线EndLine设定在该路口的实际停止线位置，并在两线之间

每隔50米设定一条辅助线GuideLine。

[0047] 优选实例2：统计路段存在弯道情况

[0048] 在特殊城市道路中，如果交叉路口附近道路存在弯道，如图4所示，首先是根据V2X

通信范围以及大致统计区域选择统计起始线StartLine的位置，统计区域终止线EndLine设

置在该路口的实际停止线位置，而GuideLine需要根据道路弯曲程度进行适当增加，主要以

两GuideLine之间的道路航向角内改变范围不超过45度为原则，当然如果在弯道区域设定

的GuideLine密度越大，车辆进行车道适配的结果越精确，但是MapData的数据包会变大，导

致V2X通信信道服务压力增大，同时RSU设备广播MapData前，对其编码的时间以及OBU设备

解码的时间会增加，因此GuideLine的密度需要合理设置。

[0049] 以上这些实施例应理解为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

阅读了本发明的记载的内容之后，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效变

化和修饰同样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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