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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例中，自主车辆系统包含自主车辆

(10)。所述自主车辆(10)包含构造成与基站(12)

通信的通信系统(60)，以及通信地联接至所述通

信系统(60)的控制系统(36)，所述控制系统(36)

包括处理器(50)。所述处理器(50)构造成接收来

自所述基站(12)的驱动命令，执行所述驱动命令

以驱动所述自主车辆，并且执行(118)车辆控制

器－子系统的延迟协议以确定车辆控制器(49)

和车辆子系统之间的通信延迟，并且在所述通信

延迟超出用户可配置的延迟值的情况下停止所

述自主车辆(10)，其中所述车辆控制器(49)和所

述车辆子系统布置在所述自主车辆(1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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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主车辆系统，其包括：

自主车辆(10)，所述自主车辆包括：

通信系统(60)，所述通信系统构造成与基站(12)通信；

控制系统(36)，所述控制系统通信地联接至所述通信系统(60)，所述控制系统(36)包

括处理器(50)，所述处理器构造成：

接收来自所述基站(12)的驱动命令；

执行所述驱动命令以驱动所述自主车辆(10)；以及

执行(118)车辆控制器－子系统的延迟协议以确定车辆控制器(49)和车辆(10)的子系

统之间的通信延迟，并且在通信延迟超出用户可配置的延迟值的情况下停止所述自主车辆

(10)，其中所述车辆控制器(49)和车辆(10)的子系统设置在所述自主车辆(10)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处理器(50)构造成通过执行心跳过程获取所

述车辆控制器(49)和所述车辆(10)的子系统之间接收消息的时间来执行(118)车辆控制

器－子系统的延迟协议。

3.根据前述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处理器(50)构造成执行(112)基站－

车辆的延迟协议以确定所述自主车辆(10)和所述基站(12)之间的第二通信延迟，并且在所

述第二通信延迟超出用户可配置的第二延迟值的情况下停止所述自主车辆(10)。

4.根据前述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处理器(50)构造成通过执行第二心跳

过程确定所述通信系统(60)和所述基站(12)之间接收消息的时间来执行(112)基站－车辆

的延迟协议。

5.根据前述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自主车辆(10)包括通信地联接所述车

辆控制器(49)和所述车辆(10)的子系统的CAN总线。

6.根据前述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车辆(10)的子系统包括转向系统

(46)、油门系统、变速器系统或者其组合。

7.根据前述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处理器(50)构造成在操作者退出所述

车辆(10)之后执行(124)操作者退出协议，以停止所述自主车辆(10)的操作。

8.根据前述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系统，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处理器

(50)构造成通过定时过程、操作者感应过程或者其组合执行(124)操作者退出协议。

9.根据前述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自主车辆(10)包括空间定位系统

(38)，所述空间定位系统构造成获取所述自主车辆(10)的地理定位，其中所述处理器(50)

构造成执行(102)地理通信协议，所述地理通信协议构造成在所述自主车辆处于地理区域

外部的情况下或者在所述地理定位经历跳跃的情况下停止所述自主车辆。

10.一种方法，其包括：

传递来自基站(12)的驱动命令；

执行所述驱动命令以驱动自主车辆(10)；以及

执行(118)车辆控制器－子系统的延迟协议以确定车辆控制器(49)和车辆的子系统之

间的通信延迟，并且在所述通信延迟超出用户可配置的延迟值的情况下停止所述自主车辆

(10)，其中所述车辆控制器(49)和所述车辆的子系统布置在所述自主车辆(10)中。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包括执行(112)基站－车辆的延迟协议以确定所述

自主车辆(10)和所述基站(12)之间的第二通信延迟，并且在所述第二通信延迟超出用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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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的第二延迟值的情况下停止所述自主车辆(10)。

12.根据权利要求10或11所述的方法，其中执行(112)基站－车辆的延迟协议包括使用

基站处理器(72)来执行基站－车辆的延迟协议、使用车辆处理器(50)来执行基站－车辆的

延迟协议、或者其组合。

13.根据权利要求10、11或12所述的方法，其中执行(118)车辆控制器－子系统的延迟

协议包括执行心跳过程获取在所述车辆控制器(49)和所述车辆的子系统之间接收消息的

时间。

14.根据权利要求10、11、12或13所述的方法，其包括在操作者退出所述车辆(10)之后

通过自主车辆处理器(50)执行(124)操作者退出协议以停止所述自主车辆(10)的操作。

15.根据权利要求10、11、12、13或14所述的方法，其包括通过布置在所述自主车辆(10)

中的空间定位系统(38)获取所述自主车辆(10)的地理定位，并且执行(102)地理通信协议，

所述地理通信协议构造成在所述自主车辆(10)处于地理区域外部的情况下或者在所述地

理定位经历跳跃的情况下停止所述自主车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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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自主车辆通信协议的系统和方法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于2016年6月10日提交的、名称为“(用于自主车辆通信协议的系统和

方法)”美国非临时申请NO.15/179762的优先权和权益，所述美国非临时申请通过引用整体

并入本文用于所有目的。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整体上涉及自主车辆，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自主车辆通信协议。

背景技术

[0004] 特定的自主车辆能够通过在尽可能少地人类干涉下引导自主车辆的转向的控制

系统来操作。例如，特定的无人农用拖拉机能够在多种泥土环境和障碍的区域中自主转向。

通常，自主车辆例如无人农用拖拉机能够设置有能够被自主车辆使用的地图，以使自主车

辆沿特定的路径行进并且避开特定的地形特征。因此，一种例如电控制系统的控制系统，能

够被用来控制自主车辆和/或否则使自主车辆转向。无人农用拖拉机能够因此转向通过具

有软土的场地(例如，由于土中的高含水量)、绕池塘转向、靠近人类的结构和边界(例如围

栏、谷仓)等。改进自主车辆通信协议是有益的。

发明内容

[0005] 在一个实施例中，自主车辆系统能够包含自主车辆。自主车辆包含构造成与基站

通信的通信系统，以及通信地联接至通信系统的控制系统，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处理器。处理

器构造成从基站接收驱动命令，执行驱动命令以驱动自主车辆，以及执行车辆控制器－子

系统的延迟协议以确定车辆控制器和车辆子系统之间的通信延迟，并且在通信延迟超出了

用户可配置的延迟值的情况下停止自主车辆，其中车辆控制器和车辆子系统布置在自主车

辆中。

[0006]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方法包含传递来自基站的驱动命令，并且执行驱动命令以驱

动自主车辆。所述方法还包含执行车辆控制器－子系统的延迟协议以确定车辆控制器与车

辆子系统之间的通信延迟，并且在通信延迟超出了用户可配置的延迟值的情况下停止自主

车辆，其中车辆控制器和车辆子系统布置在自主车辆中。

[0007]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非暂时性电脑可读介质包括指令，所述指令在被处理器执行

时使处理器传递来自基站的驱动命令并且执行驱动命令以驱动自主车辆。所述指令在被处

理器执行时还使处理器执行车辆控制器－子系统的延迟协议以确定车辆控制器和车辆子

系统之间的通信延迟，并且在通信延迟超出了用户可配置的延迟值的情况下停止自主车

辆，其中车辆控制器和车辆子系统布置在自主车辆中。

附图说明

[0008] 本发明的这些那些特征、方面以及优点将在参照附图阅读以下具体描述时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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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解，在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在整个附图中代表相同的部件，其中：

[0009] 图1是自主车辆的实施例的示意图，所述自主车辆在农用田地内操作并且通过通

信协议通信地联接至基站；

[0010] 图2是用于图1的农用车辆以及用于基站的计算系统的实施例的框图；以及

[0011] 图3是适用于执行用于图1的自主车辆的通信协议的过程的实施例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某些农业操作和其他操作(采矿，建筑等)能够使用无人驾驶和/或有人驾驶的车

辆，例如拖拉机或其他车辆。对于农业操作，车辆能够牵引或包含农具(例如种植机、播种

机、施肥机等)。在操作中，车辆能够例如通过无线电连接通信地联接至基站。基站能够包含

适用于向自主车辆发出某些命令的命令和控制系统，并且自主车辆能够通过自主地致动某

个系统(例如，转向系统、油门系统、传动系统)以绕操作区域驱动而响应这些命令。

[0013] 这里描述的技术提供某些通信协议，所述特定通信协议包含维持自主车辆和基站

之间的有效无线电连接、进行急停(例如，紧急停止)、维持操作的地理围栏、维持自主车辆

控制器和某些自主车辆子系统之间的有效通信，并提供适用于操作人员退出和/或进入自

主车辆的协议，如下面进一步详细描述的。

[0014] 现在转向图1，示出了能够执行自主的或者手动的操作的自主农用车辆10的实施

例的立体图，所述自主农用车辆能够通信第联接至基站12。根据实施例，自主农用车辆10示

出为牵引附接工具14。自主农用车辆10包含控制器，控制器构造成自主地引导自主农用车

辆10通过田地(例如，沿行进方向15)以有助于农用操作。自主农用车辆10和工具14能够执

行的示例农用操作包含种植操作、播种操作、应用操作、耕作操作、收割操作等。例如，控制

器能够不需要操作者输入而自动地引导农用车辆10拉动工具14沿引导收割列穿过田地。控

制器还能够自动地引导农用车辆10绕引导收割列的区段之间的岬角转弯。为了有助于控制

自主农用车辆，控制器包含例如全球定位系统(GPS)接收器的空间定位装置，所述空间定位

装置构造成将位置信息输出至控制器。

[0015] 自主农用车辆10能够通过在基站12中的人类操作者远程控制。如此，自主农用车

辆10能够通过无线技术通信地联接至基站12。在某些实施例中，自主地操作能够指代自主

农用车辆10感应其环境以及如上所述的在没有来自操作者的输入时进行操作的能力。因

此，自主农用车辆10能够包含一个或多个获取数据(例如，目标距离、车辆10的位置、车辆10

的速度、天气等)并且将数据提供给自主农用车辆10的控制器的传感器16。控制器能够处理

数据以确定如何如期望的一样自主地操作自主农用车辆10。

[0016] 并且，控制器能够储存农用颗粒处方图(例如，播种率、待播种的播种位置等)以执

行工具14的控制。如图所示，工具14包含中空支承框架18、牵引框架20、挂接组件22以及行

单元24。更具体地，支承框架20的一个端部连接至中空支承框架18并且另一个端部连接至

挂接组件22，这使得能够联接至自主农用车辆10。因此，工具14能够由自主农用车辆10沿行

进方向26牵引。

[0017] 此外，如图所示，多个行单元24联接至中空支承框架18。因此，当自主农用车辆10

牵引工具14时，每个行单元24能够在土壤表面下方以期望的深度播种，从而建立多行播种。

应当注意，能够基于种子的行的期望数量调节行单元24的数量。换言之，能够调节工具1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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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6、8、12、16、24、32或者36个，或者更多的行单元。

[0018] 另外，能够基于被种植的种子的类型选择行单元24之间的间距。例如，当种植玉米

时，行单元24能够彼此间隔开30英寸，而当种植大豆时，彼此间隔开15英寸。如此，在工具14

的使用寿命期间能够多次调节行单元24的数量和/或间距。

[0019] 如上所述，行单元24能够控制种子的种植。更具体地，每个行单元24能够利用真空

压力来控制种子的流量和/或种植的种子间的间距。因此，在示出的实施例中，在支承框架

18上安装真空源28。在示出的实施例中，工具14利用单个居中的真空源。额外地或者可选

地，能够使用多个真空源。例如，第一真空源能够为一半的行单元24供应真空压力，并且第

二真空源能够为另一半的行单元24供应真空压力。

[0020] 在某些实施例中，真空源28能够为吹动空气以产生真空压力的风扇。例如，真空源

28能够从行单元24排出空气以产生真空负压。因此，能够利用任何合适的真空源28，例如液

压驱动的风扇、电驱动的风扇等。而且，风扇的实施例能够包含轴流风扇、鼓风式风扇、多个

并行风扇、多个顺序风扇、涡轮式风扇或者其任意组合。为了有助于分配真空压力，能够使

用导管或者管道系统以气动地将真空源28联接至中空框架结构18。除了别的之外，操作者

站30能够包含遮盖物32、方向盘或者转向组件和/或点火装置，遮盖物32隐藏操作者站的隔

间，所述隔间包含让操作者坐在其中的可折叠椅。

[0021] 控制器和/或基站12还能够执行多个通信协议。例如，基站－车辆的延迟协议能够

维持自主车辆10和基站12之间的有效无线电连接。地理通信协议能够维持操作的地理围

栏。车辆控制器－车辆子系统的延迟协议能够维持控制器和某些自主车辆子系统之间的有

效通信连接。额外地，操作者退出协议能够使人类操作者能够退出自主车辆10并且随后防

止自主车辆10重新启动，直到操作者处于期望的距离(例如，返回基站12中)。

[0022] 现在转向图2，该图是控制系统36的实施例的示意图，所述控制系统能够被使用在

图1的自主车辆10内。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控制系统36包含空间定位系统38，所述空间定位

系统安装至自主车农用车辆10并且构造成确定自主农用车辆10的位置以及在特定实施例

中确定自主农用车辆10的速率。应当理解，空间定位系统38能够包含构造成测量和/或确定

自主农用车辆10的位置的任何合适的系统，例如全球定位系统(GPS)接收器和/或GLONASS

或其它相近的系统。空间定位系统38能够额外地使用实时运动学(RTK)技术以增强定位的

精准度。

[0023] 在某些实施例中，控制器还能够包含通信地联接至控制器并且构造成增强确定的

位置和/或定向的精准度的惯性测量单元(IMU)。例如，IMU能够包含构造成将代表沿纵向轴

线、横向轴线、竖直轴线或者其组合的加速度的一个或多个信号输出的一个或多个加速度

计。另外，IMU能够包含构造成将代表绕纵向轴线、横向轴线、竖直轴线或者其组合的旋转度

(例如，旋转角、旋转速率、旋转加速度等)的一个或多个信号输出的一个或多个陀螺仪。控

制器能够基于一个或多个IMU信号确定农用车辆的位置和/或定向，尽管由空间定位装置接

收的空间定位信号不足以有助于确定位置(例如，当例如树或者建筑的障碍物阻断了空间

定位信号到达空间定位天线时)。另外，控制器能够利用一个或多个IMU信号以增强确定的

位置和/或定向的精准度。例如，控制器能够将一个或多个IMU信号与空间定位数据和/或由

空间定位装置确定(例如，通过卡尔曼滤波、最小二乘拟合等)的位置结合以确定农用车辆

的更精准的位置和/或定向(例如，当车辆10穿过不平坦的地形时，通过补偿由自主农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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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10的倾斜和/或翻滚引起的空间定位装置的运动)。

[0024] 在某些实施例中，IMU和空间定位装置能够布置在共同的壳体内。在另外的实施例

中，IMU以及一个空间定位天线能够布置在共同的壳体内。例如，每个空间定位天线壳体能

够包含空间定位天线和IMU。而且，在某些实施例中，空间定位装置的一部分以及一个空间

定位天线能够布置在共同的壳体内。例如，空间定位装置的第一部分和第一空间定位天线

能够布置在第一壳体内，并且空间定位装置的第二部分和第二空间定位天线能够布置在第

二壳体内。在某些实施例中，第一IMU能够布置在第一壳体内，并且第二IMU能够布置在第二

壳体内。

[0025] 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控制系统36包含构造成控制自主农用车辆10的运动方向的转

向控制系统46，以及构造成例如通过油门控制来控制自主农用车辆10的速度的速度控制系

统47。控制系统36还包含变速器控制系统48，其能够被使用来调节自主车辆系统10的变速

器的输入－输出比。另外，控制系统36包含通信地联接至空间定位装置38、转向控制系统46

以及速度控制系统47的控制器49。控制器49构造成在农用操作的某些阶段中自动地(例如，

没有操作者输入、操作者仅仅有限输入等)控制农用车辆。

[0026] 在某些实施例中，控制器49为具有构造成处理来自空间定位装置38和/或控制系

统36的其它部件的数据的电路的电子控制器。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控制器49包含处理器(例

如示出的微处理器50)，以及存储器装置52。控制器49还能够包含一个或多个存储装置和/

或其它合适的部件。处理器50能够用来执行软件，例如用于控制自主农用车辆的软件、用于

确定车辆定向的软件、用来执行通信协议的软件等。此外，处理器50能够包含多个微处理

器、一个或多个“通用”微处理器、一个或多个专用微处理器和/或一个或多个专用集成电路

(ASICS)，或者其某个组合。例如，处理器50能够包含一个或多个精简指令集(RISC)处理器。

[0027] 存储器装置52能够包含例如随机存取存储器(RAM)的易失性存储器和/或例如只

读存储器(ROM)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存储器装置52能够存储多种信息并且能够用于多种目

的。例如，存储器装置52能够存储处理器可执行的指令(例如，固件或软件)，以用于给处理

器50执行，例如用于控制自主农用车辆的指令、用于确定车辆定向的指令、用于执行通信协

议的指令等。一个或多个存储器装置(例如，非易失性存储器)能够包含ROM、闪存、硬盘驱动

或者任何其它合适的光学、磁性或固态存储介质，或其组合。一个或多个存储器装置能够存

储数据(例如，位置数据、车辆几何数据等)、指令(例如，用于控制自主农用车辆的软件或固

件等)以及任何其它合适的数据。

[0028] 在特定的实施例中，转向控制系统46能够包含轮角控制系统、差速制动系统、扭矩

矢量化系统或者其组合。轮角控制系统能够自动地旋转自主农用车辆的一个或多个轮和/

或轨道(例如，通过液压致动器)以使自主农用车辆沿期望的路径(例如，沿引导收割列、沿

收割列获取路径等)转向。通过示例，轮角控制系统能够单独地或者成组地旋转自主农用车

辆的前轮/轨道、后轮/轨道，和/或中间轮/轨道。差速制动系统能够独立地改变自主农用车

辆的每个横向侧上的制动力以沿路径引导自主农用车辆。相近地，扭矩矢量化系统能够差

动地将来自发动机的扭矩施加至自主农用车辆的每个横向侧上的轮和/或轨道，从而沿路

径引导自主农用车辆。在另外的实施例中，转向控制系统能够包含其它的和/或额外的系统

以有助于沿通过田地的路径引导自主农用车辆。

[0029] 在某些实施例中，速度控制系统47能够包含发动机输出控制系统、制动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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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其组合。发动机输出控制系统能够改变发动机的输出以控制自主农用车辆的速度。例

如，发动机输出控制系统能够改变发动机的油门设定、发动机的燃料/空气混合、发动机的

正时、控制发动机输出的其它合适的发动机参数、或者其组合。另外，变速器控制系统48能

够调节变速器的输入－输出比以控制自主农用车辆的速度。此外，制动控制系统能够调节

制动力，从而控制自主农用车辆的速度。在另外的实施例中，速度控制系统能够包含其它的

和/或额外的系统以有助于调节自主农用车辆的速度。

[0030] 在某些实施例中，控制系统36还能够控制联接至自主农用车辆10的农用工具14的

操作。例如，控制系统36能够包含构造成控制工具14的转向角(例如，通过具有轮角控制系

统和/或差速制动系统的工具转向控制系统)和/或自主农用车辆/工具系统的速度(例如，

通过具有制动控制系统的工具速度控制系统)的工具控制系统/工具控制器。在某些实施例

中，控制器49能够经由通信网络例如控制器局域网络(CAN总线)通信地联接到多个系统(例

如系统46、47、48)。还示出了车辆辅助控制系统53，其适用于控制某些辅助系统，例如电动

液压遥控(HER’s)、动力输出(PTO)、挂接系统等。

[0031] 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控制系统36包含通信地联接至控制器49的用户界面54。用户

界面54构造成使操作者(例如，站在靠近自主农用车辆处)能够控制与自主农用车辆的操作

相关联的某些参数。例如，用户界面54能够包含开关，该开关使操作者能够配置自主农用车

辆以自主或者手动地操作。另外，除了别的之外，用户界面54能够包含电池切断开关、发动

机点火开关、停止按钮或者其组合。在某些实施例中，用户界面54包含构造成将信息展示给

操作者的显示器56，除了别的信息之外，所述信息为例如引导收割列的图示、与自主农用车

辆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参数(例如燃料水平、油压、水温等)的视觉表示、与联接至自主农用

车辆的工具的操作相关联的某些参数(例如种子的水平、土地接合工具的穿透深度、工具的

某些部件的一个或多个定向/位置等)的视觉表示、或者其组合。在某些实施例中，显示器56

能够包含触摸屏界面，其使操作者能够控制与自主农用车辆和/或工具的操作相关联的某

些参数。

[0032] 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控制系统36包含通信地联接至控制器49的通信系统60。在某

些实施例中，通信系统60构造成建立与相应的基站12的通信系统61的通信连接，从而有助

于基站12和自主农用车辆的控制系统36之间的通信。例如，基站12能够包含具有用户界面

62的控制系统63，所述用户界面具有显示器64，使远程操作者能够将指令(例如，使自主农

用车辆10开始自动控制的指令、沿路径引导自主农用车辆的指令、传递地图数据的指令等)

提供给控制器66。

[0033] 在某些实施例中，控制系统63的控制器66为具有构造成处理来自具有地图70的地

图系统68的数据的电路的电子控制器。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控制器66包含处理器(例如示出

的微处理器72)，以及存储器装置74。控制器66还能够包含一个或多个存储器装置和/或其

它合适的部件。处理器72能够被用来执行软件，例如用于控制自主农用车辆的软件、用于确

定车辆定向的软件、执行通信协议的软件等。而且，处理器72能够包含多个微处理器、一个

或多个“通用”微处理器、一个或多个专用微处理器以及一个或多个专用集成电路(ASICS)，

或其组合。例如，处理器50能够包含一个或多个精简指令集(RISC)处理器。

[0034] 存储器装置74能够包含例如随机存取存储器(RAM)的易失性存储器和/或例如只

读存储器(ROM)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存储器装置74能够存储多种信息并且能够用于多种目

说　明　书 5/7 页

8

CN 109154814 A

8



的。例如，存储器装置74能够存储处理器可执行的指令(例如，固件或软件)，以用于给处理

器72执行，例如用于控制自主农用车辆的指令、用于确定车辆定向的指令、用于执行通信协

议的指令等。一个或多个存储器装置(例如，非易失性存储器)能够包含ROM、闪存、硬盘驱动

或者任何其它合适的光学、磁性或固态存储介质，或其组合。一个或多个存储器装置能够存

储数据(例如，位置数据、车辆几何数据等)、指令(例如，用于控制自主农用车辆的软件或固

件、地图软件或固件等)以及任何其它合适的数据。

[0035] 通信系统60、61能够以在电磁波谱内的任何合适的频率范围操作。例如，在某些实

施例中，通信系统60、61能够在大约1GHz到大约10GHz的频率范围内播放和接收无线电波。

另外，通信系统60、61能够利用任何合适的通信协议，例如标准协议(例如，Wi-Fi，蓝牙等)

或者专有协议。

[0036] 通信协议系统76设置在控制系统36中，并且通信协议系统78设置在控制系统66

中，它们都适用于执行一个或多个通信协议。如上所述，基站－车辆的延迟协议能够维持自

主车辆10和基站12之间的有效无线电连接。地理通信协议能够维持操作的地理围栏。车辆

控制器－车辆子系统的延迟协议能够维持控制器和某些自主车辆子系统之间的有效通信。

额外地，操作者退出协议能够使人类操作者退出自主车辆10并且随后防止自主车辆10重新

启动，直到操作者处于期望的距离(例如，返回基站12中)。

[0037] 在某些实施例中，每个协议(例如，基站－车辆的延迟协议，地理通信协议，车辆控

制器－子系统的延迟协议，操作者退出协议)能够在控制系统36、控制系统66、或者这两个

系统中执行。额外地，通信协议系统76、78能够包含专用硬件，例如其它处理器50、72，以及

存储器52、74，以专门执行基站－车辆的延迟协议、地理通信协议、车辆控制器－子系统的

延迟协议和/或操作者退出协议。

[0038] 图3示出了过程100的实施例的流程图，所述过程适用于执行基站－车辆的延迟协

议、地理通信协议、车辆控制器－子系统的延迟协议以及操作者退出协议。过程100能够实

施为存储在存储器52、74中并且通过处理器50、72可执行的计算机指令或代码。在示出的示

例中，过程100能够通过首先获取(块104)自主车辆10的定位和/或一个或多个地理围栏来

执行(块102)地理通信协议。地理围栏例如能够包围农用田地或者地图70中的田地的一部

分。通过使用获取的定位，过程100能够确定(决定106)自主车辆10是否在地图70中标记为

围栏的期望定位之中。如果自主车辆10即将退出认为是安全围栏的围栏，或者进入不受限

制的围栏，那么过程100能够将自主车辆10置于怠速状态和/或执行急停(块108)。同样地，

如果确定定位在“跳跃”，那么过程100能够将自主车辆10置于怠速状态和/或执行急停(块

108)，“跳跃”能够定义为获取的定位比预期更快地活动，例如由于大气环境、卫星异常等，

与空间定位系统38相关。

[0039] 急停(块108)能够使自主车辆减速并且随后停止自主车辆。然而，如果决定106确

定自主车辆10在期望的地理围栏之中并且没有跳跃，则过程100能够继续(块110)正常操

作。过程100还能够执行(块112)基站－车辆的延迟协议。例如，过程100能够首先获取(块

114)自主车辆10和基站12之间的通信延迟。在示出的实施例中，延迟能够通过使用心跳或

者保活技术获取(块114)。例如，通信系统60能够查验(ping)通信系统61，反之亦然，并且查

验定时。如果查验在期望的时间(例如，3－5秒)耗尽后没有响应或者被认为太慢，则决定

116能够确定通信延迟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延迟是不可接受的(决定116)，则自主车辆10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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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被置于怠速状态和/或被命令以执行急停(块108)，如上所述。如果延迟是可接受的(决定

116)，则自主车辆10能够继续(块110)正常操作。

[0040] 过程100还能够执行(块118)车辆控制器－子系统的延迟协议。例如，过程100能够

首先获取(块120)控制器49和多个子系统(例如包含在控制系统36中的转向控制系统46、速

度控制系统47、变速器控制系统48等)之间的通信延迟。为了获取(块120)控制器49和包含

在控制系统36中的其它系统之间的延迟，控制器36能够执行心跳过程，获取在车辆控制器

49和车辆系统46、47、48等之间接受消息的时间。在一个实施例中，计数器可以递增，并且当

处于期望的计数时，控制器49和系统46、47、48之间获取的消息数可以与期望的数量相比

较。如果获取的消息数小于期望的数量，则控制器49和多个系统之间的通信延迟可能太高。

在其它的实施例中，能够使用内部时钟来例如跟踪发送/确认消息之间的时间，并且将跟踪

到的时间与期望时间比较以获取延迟。

[0041] 如果控制器49和多个子系统之间的通信延迟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决定122)，则

自主车辆10能够被置于怠速状态和/或被要求执行急停(块108)。过程100能够额外地执行

(块124)操作者退出协议。为了执行(块124)操作者退出协议，过程100能够感应或者被通知

操作者正在退出自主车辆10。例如，操作者能够通过界面54输入：操作者正在退出。额外地

或者可选地，能够使用近程传感器以获取操作者已经退出自主车辆10，或者能够使用钥匙

扣或者相近的装备以确定钥匙扣已经不在自主车辆10中。操作者还能够穿戴RFID标签、携

带发送特定频率的手机、或者携带有助于指示操作者到自主车辆10附近的其它发送信号装

置。额外地或者可选地，也许当操作者退出自主车辆10时，过程100能够启动倒计时计时器

(例如，10秒计时)。一旦操作者的定位认为是可接受的和/或倒计时计时器达到0，自主车辆

10就能够启动某些系统。

[0042] 虽然在此仅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某些特征，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将想到许多修改

和变化。因此，应该理解，所附权利要求旨在覆盖落入本发明的真正精神内的所有这些修改

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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