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431694.8

(22)申请日 2017.06.0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05053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2.21

(73)专利权人 蔚来（安徽）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 230601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宿松路西、深圳路北

(72)发明人 丁晨曦　何彬　章健勇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

司 72001

代理人 张懿　刘春元

(51)Int.Cl.

B60W 30/18(2012.01)

B60W 40/06(2012.01)

B60W 40/105(2012.01)

B60W 40/08(2012.01)

B60W 40/09(2012.01)

(56)对比文件

CN 103496366 A,2014.01.08

CN 104176054 A,2014.12.03

CN 104960468 A,2015.10.07

CN 105460014 A,2016.04.06

CN 105620480 A,2016.06.01

CN 105752081 A,2016.07.13

CN 106218638 A,2016.12.14

CN 106335509 A,2017.01.18

DE 102011107875 A1,2013.01.24

JP 特开2009-047491 A,2009.03.05

KR 10-2014-0074158 A,2014.06.17

审查员 柯冰

 

(54)发明名称

一种车辆自动换道控制方法和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车辆自动换道控制方法，

其包括：判断本车是否处于可换道工况；在本车

处于可换道工况的情况下提示驾驶者激活自动

换道模式；响应于自动换道模式的激活执行以下

步骤：(a)根据道路状况和估计的换道时间从预

先确定的换道轨迹集合中选择目标换道轨迹；

(b)基于所述目标换道轨迹的曲率变化来确定方

向盘转角请求；以及(c)根据所述方向盘转角请

求来控制本车沿所述目标换道轨迹进行换道。此

外，本发明还提供了相应的车辆自动换道控制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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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辆自动换道控制方法，其包括：

判断本车是否处于可换道工况；

在本车处于可换道工况的情况下提示驾驶者激活自动换道模式；

响应于自动换道模式的激活执行以下步骤：

(a)根据道路状况和估计的换道时间从预先确定的换道轨迹集合中选择目标换道轨

迹；

(b)基于所述目标换道轨迹的曲率变化来确定方向盘转角请求；以及

(c)根据所述方向盘转角请求来控制本车沿所述目标换道轨迹进行换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换道轨迹集合中的每个换道轨迹都被拟合为直

角坐标系下车辆的纵向运动距离x与横向运动距离y之间的对应关系曲线y＝f(x)，其中x轴

为本车前进方向，y轴为垂直车身方向，坐标原点表示换道起始时刻本车质心所在的位置，

并且所述对应关系曲线以所述坐标原点为换道起始点。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对应关系曲线为双曲线或回旋线。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每个换道轨迹的曲率变化被表示为根据所述对应关

系曲线确定的以横向运动距离y为唯一变量的曲率变化函数。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曲率变化函数根据公式 从所述对

应关系曲线确定，其中y＝f(x)，C表示曲率，表示对y函数的二次求导， 表示对y函数的一

次求导。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基于所述目标换道轨迹的曲率变化来确定方向盘转

角请求包括：

检测本车实时横向运动距离；

根据所述曲率变化函数计算目标轨迹曲线实时曲率C；以及

基于所述实时曲率C调整方向盘转角请求。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中，检测本车实时横向运动距离包括按照预先确定的时

间间隔实时地检测本车与参考车道线的垂直距离变化。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换道时间根据道路状况、驾驶者的舒适程度以

及驾驶者的驾驶习惯中的一个或多个来估计。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判断本车是否处于可换道工况包括：

检测是否存在指示可换道的车道线；

估计本车分别与本车道前方车辆、目标车道前方车辆和目标车道后方车辆之间的碰撞

时间；以及

在检测到指示可换道的车道线并且估计的换道时间小于所述碰撞时间的情况下判断

本车处于可换道工况。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估计所述碰撞时间包括：

检测本车、本车道前方车辆、目标车道前方车辆和目标车道后方车辆各自的车速；

检测本车与本车道前方车辆、目标车道前方车辆和目标车道后方车辆的相对距离；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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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所述车速和所述相对距离来估计所述碰撞时间。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判断本车是否处于可换道工况还包括：

根据道路状况判断目标换道车速；以及

在所述目标换道车速在道路限速标识指示的范围的情况下判断本车处于可换道工况。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使驾驶者能够通过打转向灯来激活所述自动

换道模式。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在曲线道路的情况下，检测车道线曲率变化并

且根据车道线曲率变化对所述方向盘转角请求进行补偿。

1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响应于自动换道模式的激活检测前方车辆的

车速、根据前方车辆的车速判断与前方车辆是否有碰撞危险并且在有碰撞危险的情况下执

行步骤a)至c)。

15.一种车辆自动换道控制装置，所述车辆自动换道控制装置包括存储器、处理器以及

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上的计算机程序，其中，当在所述处理器上执行所述计算机程序时使所

述车辆自动换道控制装置执行如权利要求1-1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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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辆自动换道控制方法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一般地涉及自动驾驶技术领域，并且具体地，涉及一种用于车辆自适应控

制的方案。

背景技术

[0002] 现阶段，汽车控制技术正朝着“智能汽车”的方向发展。在普通车辆的基础上增加

了越来越多先进的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使得车辆具备智能的环境感知能力，能

够自动分析车辆行驶的安全及危险状态，并且使车辆按照人的意愿到达目的地，最终实现

替代人来操作的目的。

[0003] 换道是汽车驾驶过程中常见的操作。目前最常见的换道辅助系统，大部分只在车

辆前方两侧安装毫米波雷达，监测前方潜在碰撞危险，驾驶员需要实时监测车辆侧后方车

辆，并自主决策是否可以安全换道。也有一些盲点检测系统能够通过车辆尾部超声波系统

或环视摄像头，检测车辆后方的情况，从而提示驾驶员可能存在的碰撞危险。这些换道辅助

系统均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动换道，实际上依然是由驾驶者对换道时机、换道轨迹进

行人为选择。这既无法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也无法大幅度地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另一方

面，市场上能够提供自动换道辅助的产品通常基于高成本的硬件配置以及大规模的数据采

集，这使得大部分消费者依然无法享受到车辆辅助驾驶系统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0004] 因此，所期望的是设计一种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的适用于城市交通场景的车辆自

动换道方案。

发明内容

[0005] 因此，所期望的是设计一种能够在保障行车安全的同时适应各种道路场景，特别

是适应交通路口的自动驾驶方案。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车辆自动换道控制方法，其包括：判断本车是否处于可

换道工况；在本车处于可换道工况的情况下提示驾驶者激活自动换道模式；响应于自动换

道模式的激活执行以下步骤：(a)根据道路状况和估计的换道时间从预先确定的换道轨迹

集合中选择目标换道轨迹；(b)基于所述目标换道轨迹的曲率变化来确定方向盘转角请求；

以及(c)根据所述方向盘转角请求来控制本车沿所述目标换道轨迹进行换道。

[0007] 如上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换道轨迹集合中的每个换道轨迹都被拟合为直角坐

标系下车辆的纵向运动距离x与横向运动距离y之间的对应关系曲线y＝f(x)，其中x轴为本

车前进方向，y轴为垂直车身方向，坐标原点表示换道起始时刻本车质心所在的位置，并且

所述对应关系曲线以所述坐标原点为换道起始点。

[0008] 如上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对应关系曲线为双曲线或回旋线。

[0009] 如上所述的方法，其中，每个换道轨迹的曲率变化被表示为根据所述对应关系曲

线确定的以横向运动距离y为唯一变量的曲率变化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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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如上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曲率变化函数根据公式 从所述对应关

系曲线确定，其中y＝f(x)，C表示曲率，表示对y函数的二次求导，表示对y函数的一次求

导。

[0011] 如上所述的方法，其中，基于所述目标换道轨迹的曲率变化来确定方向盘转角请

求包括：检测本车实时横向运动距离；根据所述曲率变化函数计算目标轨迹曲线实时曲率

C；以及基于所述实时曲率C调整方向盘转角请求。

[0012] 如上所述的方法，其中，检测本车实时横向运动距离包括按照预先确定的时间间

隔实时地检测本车与参考车道线的垂直距离变化。

[0013] 如上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换道时间根据道路状况、驾驶者的舒适程度以及驾驶

者的驾驶习惯中的一个或多个来估计。

[0014] 如上所述的方法，其中，判断本车是否处于可换道工况包括：检测是否存在指示可

换道的车道线；估计本车分别与本车道前方车辆、目标车道前方车辆和目标车道后方车辆

之间的碰撞时间；以及在检测到指示可换道的车道线并且估计的换道时间小于所述碰撞时

间的情况下判断本车处于可换道工况。

[0015] 如上所述的方法，其中，估计所述碰撞时间包括：检测本车、本车道前方车辆、目标

车道前方车辆和目标车道后方车辆各自的车速；检测本车与本车道前方车辆、目标车道前

方车辆和目标车道后方车辆的相对距离；以及基于所述车速和所述相对距离来估计所述碰

撞时间。

[0016] 如上所述的方法，其中，判断本车是否处于可换道工况还包括：根据道路状况判断

目标换道车速；以及在所述目标换道车速在道路限速标识指示的范围的情况下判断本车处

于可换道工况。

[0017] 如上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使驾驶者能够通过打转向灯来激活所述自动换道模

式。

[0018] 如上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在曲线道路的情况下，检测车道线曲率变化并且根据

车道线曲率变化对所述方向盘转角请求进行补偿。

[0019] 如上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响应于自动换道模式的激活检测前方车辆的车速、根

据前方车辆的车速判断与前方车辆是否有碰撞危险并且在有碰撞危险的情况下执行步骤

a)至c)。

[0020] 另一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车辆自动换道控制装置，所述车辆自动换道控制

装置包括存储器、处理器以及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上的计算机程序，其中，当在所述处理器上

执行所述计算机程序时使所述车辆自动换道控制装置执行如上所述的方法。

附图说明

[0021] 本发明的前述和其他目标、特征和优点根据下面对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更具体的说

明将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实施例在附图中被示意。

[0022]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个示例的车辆自动换道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0023] 图2a是根据本发明一个示例的车辆换道轨迹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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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2b示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车辆前进距离与换道轨迹的曲率变化之间

的对应关系。

[0025] 图3是根据本发明一个示例的车辆自动换道控制装置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现在参照附图描述本发明的示意性示例，相同的附图标号表示相同的元件。下文

描述的各示例有助于本领域技术人员透彻理解本发明，且各示例意在示例而非限制。图中

各元件、部件、模块、装置及设备本体的图示仅示意性表明存在这些元件、部件、模块、装置

及设备本体同时亦表明它们之间的相对关系，但并不用以限定它们的具体形状；流程图中

各步骤的关系也不以所给出的顺序为限，可根据实际应用进行调整但不脱离本申请的保护

范围。

[0027] 如在背景技术中所提及的那样，目前尚没有成本低且效率高的车辆自动换道控制

方案。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车辆换道辅助方案，能够在不需要诸如高精地图和GPS等高端辅助

导航配置以及大规模数据处理的情况下实现车辆在城市交通场景下的自动换道控制。

[0028] 本发明所提供的车辆辅助驾驶方案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代替驾驶员承担操控车辆

的职责，尤其是在需要换道的情况下。依据本发明的方法，车辆可以同时具有纵向和横向的

自动控制，但驾驶员仍需对驾驶活动进行监控，即观察周围情况，并且驾驶员可以与车辆分

享控制权，还必须随时待命，在车辆退出自动控制的时候随时接上。

[0029]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个示例的车辆自动换道控制方法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该方

法首先包括在步骤11中判断本车是否处于可换道工况。在本发明的背景下，可转弯工况指

的是本车能够从一条车道转移到另一条车道的道路状况。

[0030] 在一些实施例中，判断本车是否处于可换道工况包括检测是否存在指示可换道的

车道线。在实现中，可以通过车身上布置的一个或多个前置摄像头来识别本车道的车道线

是否指示了根据交通法规规定的可换道位置，由此判断车辆是否在被允许换道的区域。此

外，判断本车是否处于可转换工况还可以包括判断本车与其所在车道以及目标车道上的车

辆之间是否可能产生碰撞。

[0031] 在一些实施例中，判断是否可能发生碰撞一方面包括估计本车进行换道所需要的

时间，另一方面包括估计本车分别与本车道前方车辆、目标车道前方车辆和目标车道后方

车辆之间可能的碰撞时间。一般地，可以在所估计的换道时间小于可能的碰撞时间的情况

下判断换道没有碰撞风险，并且在同时检测到指示可换道的车道线的情况下认为目前本车

处于可转弯工况。

[0032] 就估计换道时间而言，可以基于道路状况、驾驶者的舒适程度以及驾驶者的驾驶

习惯中的一项或多项。例如，可以首先根据不同的道路宽窄程度、曲直程度来估计换道所需

要的时间，这可以是一个时间范围。还可以进一步地在该时间范围区间内考虑驾驶者的习

惯以及舒适性。举例来说，可以通过长期对驾驶者的驾驶习惯进行观察得出该驾驶者偏好

较快速的驾驶，并且其自身在换道时的操作风格也偏向于激进，则可以在合理范围内选择

相对较短的换道时间。另外，考虑到驾驶者以及车内乘客的舒适性，也可以对估计的换道时

间进行调整，例如使得换道时间不会太短以至于车内的乘客感受到猛烈的晃动而产生不适

或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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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就估计碰撞风险而言，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通过融合来自诸如前置摄像头系统、

前置毫米波雷达、侧向毫米波雷达等多种传感器的信息来检测本车、本车道前方车辆、目标

车道前方车辆和目标车道后方车辆各自的车速，以及检测本车分别与本车道前方车辆、目

标车道前方车辆和目标车道后方车辆之间的相对距离。基于所检测到的车速和相对距离可

以分别求出本车与本车道前方车辆、目标车道前方车辆、目标车道后方车辆之间的碰撞时

间。

[0034] 进一步地，为准确判断本车是否处于可换道工况，还可以根据道路状况判断目标

换道车速，例如根据目标车道上前后方车辆的速度以及与本车的相对距离等参数来确定可

实现的目标换道车速。例如通过前置摄像头来识别道路的限速标识，并且在所确定的目标

换道车速在道路限速标识指示的范围的情况下判断本车处于可换道工况。所确定的目标换

道车速也可以是一定的车速范围，只要该车速范围与道路限速有交集，则也可以判断本车

处于可换道工况。

[0035] 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解，对本发明背景下的可换道工况的判断并不限于上述示例

的情形。举例来说，在一定范围内没有检测到车辆的情况下，可能不需要判断碰撞的风险，

而可以仅通过确定车辆是否处于可换道区域来判断本车是否处于可换道工况。相应地，可

以更多地从驾驶者的驾驶习惯以及舒适性地角度来估计换道时间。

[0036] 进一步地，如果环境条件满足，即本车处在能够进行换道的道路状况下，则可以在

步骤12中提示驾驶者激活自动换道模式，并且在步骤13中判断自动换道模式是否被激活。

在一些示例中，可以使驾驶者能够通过打转向灯来激活自动换道模式，并且响应于转向灯

的启动来确定可以进入自动换道模式。在另外的一些示例中，还可以通过设置专门的模式

启动/切换按钮使驾驶者激活自动换道模式。

[0037] 可以在自动换道模式启动的情况下执行步骤14至步骤16。这也可能包含若干种情

况，例如在驾驶者激活自动换道模式之后马上开始执行换道或者通过对道路状况观察特定

时间之后进行自主决策，判断是否执行步骤14至步骤16。例如，在自动换道模式被激活之

后，可以检测前方车辆的车速、根据前方车辆的车速判断与前方车辆是否有碰撞危险并且

在有碰撞危险的情况下或者仅仅是在前方车辆的车速低于一定限值但并不一定有碰撞危

险的情况下才执行步骤14至步骤16。

[0038] 如图1所示，在步骤14中根据道路状况和估计换道时间从预先确定的换道轨迹集

合中选择目标换道轨迹。在实现中，可以通过预先对城市中的道路形态进行分类以确定相

应的几种换道轨迹。进一步地，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换道时间对同一道路形态下的换道轨迹

进行细化。例如，有的驾驶者可能在换道过程中偏爱比较迅速的换道体验，而另一些驾驶者

可能偏爱比较平缓的换道过程，这都可以对应于不同幅度的换道轨迹。总的来说，预先确定

的驾驶轨迹应当在一方面符合实际的道路状况，另一方面符合实际的驾驶行为。

[0039] 通过对这些换道轨迹的前期分析、统计和采集可以得到一个换道轨迹集合。为了

能够方便地从该集合中选择目标换道轨迹，在本发明中将每个换道轨迹对应道路状况和换

道时间两者对应地存储，以供在实际换道过程中进行提取。由此，本发明所提供的自动换道

方案可以广泛地适应城市中不同的交通状况，并且还能同时使驾驶者获得最佳的行驶体

验。相比之下，目前量产的换道辅助系统，大部分仅采用固定换道轨迹模式，而不考虑不同

道路状况下的轨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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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将每个换道轨迹都拟合为直角坐标系下车辆的纵向运动距

离x与横向运动距离y之间的对应关系曲线y＝f(x)，其中x轴为本车前进方向，y轴为垂直车

身方向，坐标原点表示换道起始时刻本车质心所在的位置，并且该对应关系曲线可以所述

坐标原点为换道起始点，从而便于计算。图2a是这样的换道轨迹的示意图。

[0041] 表示换道轨迹的对应关系曲线可以是双曲线或回旋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

解，在实际驾驶过程中，相对于圆弧换道轨迹，回旋线和双曲线更符合驾驶员的驾驶行为习

惯。

[0042] 相应地，为了准确地选择换道轨迹，除了检测道路状况之外，在本发明的自动换道

方案中需要估计所需要的换道时间。如在上文中已描述的那样，可以基于道路状况、驾驶者

的舒适程度以及驾驶者的驾驶习惯中的一项或多项来估计所需要的换道时间。例如，可以

首先根据不同的道路宽窄程度、曲直程度来估计换道所需要的时间，这可以是一个时间范

围。还可以进一步地在该时间范围区间内考虑驾驶者的习惯以及舒适性。举例来说，可以通

过长期对驾驶者的驾驶习惯进行观察得出该驾驶者偏好较快速的驾驶，并且其自身在换道

时的操作风格也偏向于激进，则可以在合理范围内选择相对较短的换道时间。另外，考虑到

驾驶者以及车内乘客的舒适性，也可以对估计的换道时间进行调整，例如使得换道时间不

会太短以至于车内的乘客感受到猛烈的晃动而产生不适或造成伤害。

[0043] 在步骤15中，将基于所选择的目标换道轨迹的曲率变化来确定方向盘转角请求。

[0044] 在一些实施例中，每个换道轨迹的曲率变化可以被表示成以车辆的横向运动距离

y为唯一变量的曲率变化函数。这个曲率变化函数可以例如根据车辆的横向运动距离y与纵

向运动距离x之间的对应关系曲线y＝f(x)来确定。由此，根据这种一一对应关系，可以通过

在换道过程中仅检测车辆的横向运动距离来确定换道轨迹的曲率变化，从而进一步提供方

向盘转角请求。图2b示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车辆前进距离与换道轨迹的曲率变化

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车辆是匀速换道的话，图2b也可认为是示意了换道轨迹的曲率变化

随时间的变化。

[0045]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按照预先确定的时间间隔实时地检测本车与参考车道线的

垂直距离变化来确定y值。根据上述对应关系曲线，虽然通过获得车辆前进距离也可能得到

曲率变化，但是车辆前进距离的检测需要实时定位。通过仅检测横向运动距离来确定曲率

变化的方案相比于通过实时定位来获得车辆前进距离的方案而言对传感器配置的要求将

大大降低。

[0046] 在一些实施例中，以横向运动距离y为唯一变量的曲率变化函数可以根据公式

从表示换道轨迹的对应关系曲线来确定。如前所述，y＝f(x)，C则表示曲率，

表示对y函数的二次求导，表示对y函数的一次求导。

[0047] 在曲线道路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前置摄像头来检测车道线曲率变化并且根据车

道线曲率变化对方向盘转角请求进行补偿。

[0048] 最后，在步骤16中，根据方向盘转角请求来控制本车沿目标换道轨迹进行换道。由

此，在整个换道过程中，驾驶者可以完全不介入车辆的控制。

[0049] 本发明所提供的车辆自动换道控制方法能够适用丰富的城市交通场景，使得驾驶

员在换道时可实现全自动驾驶，并且不受限于车辆是否具有高端的导航配置。同时，采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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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方法可以使得车辆仅配备常用的一些传感器设备，不需要海量数据的复杂数据处理

系统，也不需要通过始终实时监测车辆实际运动轨迹来使其沿目标轨迹行驶，这能够大大

减小数据处理成本，在硬件及软件两方面都降低了门槛，有助于自动换道方案在市场上的

广泛推行，从而提升驾驶的便利性、舒适性和安全性。

[0050] 图3是根据本发明一个示例的车辆自动换道控制装置的框图。如图3所示，车辆自

动换道控制装置300包括存储器31和处理器33，其中在存储器31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并且

这些计算机程序在由处理器33执行时可以使该车辆自动换道控制装置执行如上所述的根

据本发明的车辆自动换道控制方法。

[0051] 车辆自动换道控制装置300可以单独地被实现，或者被集成在车辆的电子控制单

元ECU中。在后一种情况下，装置300可以通过共享ECU中的处理器和存储器来实现。

[0052] 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进行限

制。尽管参照上述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依然可以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对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不脱

离本发明的实质，其均涵盖在本发明请求保护的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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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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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

图 2b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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