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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包

括交通系统，所述交通系统与互联网无线通讯连

接，所述互联网与交控中心无线通讯连接，所述

互联网与车载终端也无线通讯连接；本发明通过

无线模块与互联网实现交通系统、交控中心和车

载终端的相互联系，使得路况能够时刻被车主知

晓，使得车主能够尽量避开拥堵路段，降低路段

的拥堵程度；并且可以通过卫星通讯与车载终端

时刻提醒车主路口红绿灯的时间，可以使得车主

在行驶的时候能够合理的安排行驶的速度，能够

有效的防止高速行驶赶超绿灯的情况；并且车载

终端也可以向交控中心通过无线连接进行求救，

使得车主在路段发生事故或者车辆损坏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实现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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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交通系统、互联网、交控中心和车载终

端；

所述交通系统包括有用于控制系统的交通系统控制模块，所述交通系统控制模块上电

性连接有用于检测道路情况的检测系统，所述交通系统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用于指示行

驶的指示灯，所述交通系统控制模块电性连接有存储模块，所述交通系统控制模块电性连

接有无线模块，所述无线模块与互联网无线通讯连接；

所述车载终端上包括有控制系统的车载终端控制模块，所述车载终端控制模块电性连

接有用于测量车距的雷达测距，所述车载终端控制模块电性连接有存储模块，所述车载终

端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交互系统，所述车载终端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行车记录仪，所

述车载终端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GPS模块，所述车载终端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无线模

块，所述无线模块与互联网无线通讯连接；

所述互联网与交通系统无线通讯连接，所述互联网与车载终端无线通讯连接，所述互

联网与交控中心无线通讯连接；

所述检测系统内包括有用于检测路口车流量的车流量检测模块，所述车流量检测模块

将检测信号传输给交通系统控制模块，所述检测系统内设有地下压力检测模块，所述地下

压力检测模块用于检测车辆是否越过线，并且将检测信号传输给交通系统控制模块，所述

检测系统内设有电子眼摄像模块，所述电子眼摄像模块能够对违规车辆进行拍摄拍照，并

且传输给交通系统控制模块，所述检测系统内设有LED补光灯，所述LED补光灯能够为电子

眼摄像模块进行增光拍摄；

所述交互系统内设有显示屏及触摸输入键盘，所述显示屏及触摸输入键盘能够显示传

输的信息，并且通过触摸输入键盘进行选择，所述交互系统内设有蜂鸣器及语音输入，所述

蜂鸣器及语音输入能够实现语音播放，以及用于语音的输入，所述交互系统内设有蓝牙连

接，所述交互系统内设有用于地图导航的导航模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交通系统控制模

块和车载终端控制模块内均设有信息处理模块以及晶振电路和PWM脉冲电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处理模块内

包括有用于信号转换的信号转换模块和用于信号放大处理的信号放大模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存储模块内至少

设有两组存储系统，一组所述存储模块为用于存储系统程序体，另一组所述存储模块用于

存储交互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指示灯包括有红

绿灯、行驶指示牌和人行道指示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GPS模块能够实

现定位，且与北斗卫星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车流量检测模块

与电子眼摄像模块电性相互作用通过AI技术实现车流量的计算，所述AI技术根据视频抓拍

图片序列，进行车辆检测和追踪，识别各类车辆，实时监控交通道路、卡口的车流量，自动统

计不同时段各类车辆的进出数量，分析路口、路段的交通状况，为交通调度、路况优化提供

精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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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地下压力检测模

块与电子眼摄像模块相互作用于检测车辆是否违规闯红灯。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交通系统电性连

接在市电网上，所述市电网通过调压模块、整流模块和稳压模块实现对交通系统控制模块

供电。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491130 A

3



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交通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交通系统的前身是智能车辆道路系统。智能交通系统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数

据通信技术、传感器技术、电子控制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等有效地综合运用于整个交通运

输管理体系，从而建立起一种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运输和

管理系统；智能交通系统通过人、车、路的和谐、密切配合提高交通运输效率，缓解交通阻

塞，提高路网通过能力，减少交通事故，降低能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

[0003] 但是，在现有技术中，智能交通指示对路口的交通信号等进行智能管理和操作，虽

然这样能一定程度的减缓路口的交通情况，但是使用效果却十分的局限，这样就会使得路

口虽然能够进行缓解压力，但是一样会造成堵塞的问题，并且现有的智能交通系统并不能

与车辆进行连接，使得车主不能够交通系统进行互动，车主无法实时的知晓路况，这样就会

对路况造成一定的负担，并且现有的智能交通系统不能使得车主与交控中心进行连接，使

得车辆在路段上发生损坏或者是紧急情况的时候不能及时的求救。

[0004] 为此，我们提出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使智能

交通系统能够通过互联网与车主进行交互，使得车主能够时刻了解路况，以及车主能够通

过互联网向交控中心进行求救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智

能交通与车主无法交流，车主无法进行求救和车主无法了解路况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包括交通系统、互联网、交控中心和车载终端；

所述交通系统包括有用于控制系统的交通系统控制模块，所述交通系统控制模块上电

性连接有用于检测道路情况的检测系统，所述交通系统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用于指示行

驶的指示灯，所述交通系统控制模块电性连接有存储模块，所述交通系统控制模块电性连

接有无线模块，所述无线模块与互联网无线通讯连接；

所述车载终端上包括有控制系统的车载终端控制模块，所述车载终端控制模块电性连

接有用于测量车距的雷达测距，所述车载终端控制模块电性连接有存储模块，所述车载终

端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交互系统，所述车载终端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行车记录仪，所

述车载终端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GPS模块，所述车载终端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无线模

块，所述无线模块与互联网无线通讯连接；

所述互联网与交通系统无线通讯连接，所述互联网与车载终端无线通讯连接，所述互

联网与交控中心无线通讯连接；

所述检测系统内包括有用于检测路口车流量的车流量检测模块，所述车流量检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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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检测信号传输给交通系统控制模块，所述检测系统内设有地下压力检测模块，所述地下

压力检测模块用于检测车辆是否越过线，并且将检测信号传输给交通系统控制模块，所述

检测系统内设有电子眼摄像模块，所述电子眼摄像模块能够对违规车辆进行拍摄拍照，并

且传输给交通系统控制模块，所述检测系统内设有LED补光灯，所述LED补光灯能够为电子

眼摄像模块进行增光拍摄；

所述交互系统内设有显示屏及触摸输入键盘，所述显示屏及触摸输入键盘能够显示传

输的信息，并且通过触摸输入键盘进行选择，所述交互系统内设有蜂鸣器及语音输入，所述

蜂鸣器及语音输入能够实现语音播放，以及用于语音的输入，所述交互系统内设有蓝牙连

接，所述交互系统内设有用于地图导航的导航模块。优选的，所述交通系统控制模块和车载

终端控制模块内均设有信息处理模块以及晶振电路和PWM脉冲电路。

[0007] 优选的，所述信息处理模块内包括有用于信号转换的信号转换模块和用于信号放

大处理的信号放大模块。

[0008] 优选的，所述存储模块内至少设有两组存储系统，一组所述存储模块为用于存储

系统程序体，另一组所述存储模块用于存储交互信息。

[0009] 优选的，所述指示灯包括有红绿灯、行驶指示牌和人行道指示灯。

[0010] 优选的，所述GPS模块能够实现定位，且与北斗卫星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车流量检测模块与电子眼摄像模块电性相互作用通过AI技术实现车

流量的计算，所述AI技术根据视频抓拍图片序列，进行车辆检测和追踪，识别各类车辆，实

时监控交通道路、卡口的车流量，自动统计不同时段各类车辆的进出数量，分析路口、路段

的交通状况，为交通调度、路况优化提供精准参考依据

优选的，所述地下压力检测模块与电子眼摄像模块相互作用于检测车辆是否违规闯红

灯。

[0012] 优选的，所述交通系统电性连接在市电网上，所述市电网通过调压模块、整流模块

和稳压模块实现对交通系统控制模块供电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和优点：本发明提出的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与现有技术相比，

具有以下有点：

本发明通过无线模块与互联网实现交通系统、交控中心和车载终端的相互联系，使得

路况能够时刻被车主知晓，使得车主能够尽量避开拥堵路段，降低路段的拥堵程度；并且可

以通过卫星通讯与车载终端时刻提醒车主路口红绿灯的时间，可以使得车主在行驶的时候

能够合理的安排行驶的速度，能够有效的防止高速行驶赶超绿灯的情况；并且车载终端也

可以向交控中心通过无线连接进行求救，使得车主在路段发生事故或者车辆损坏的时候可

以快速的实现救援。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系统框图；

图2为本发明的交通系统框图；

图3为本发明的车载终端框图；

图4为本发明的检测系统框图；

图5为本发明的交互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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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为本发明GPS电路图；

图7为本发明无线模块电路图；

图8为本发明PWM脉冲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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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此处

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0015] 本发明提供了如图1所示的一种互联网智能交通系统，包括交通系统、互联网、交

控中心和车载终端。

[0016] 根据图2所示，为了使得交通系统能够实现智能控制，在交通系统设有用于控制系

统的交通系统控制模块，并且为了能够使得交通系统控制模块能够处理图像和语音等信

号，在交通系统控制模块内设有信息处理模块以及晶振电路和PWM脉冲电路，并且晶振电路

能够降低电路的杂波等，PWM脉冲电路能够使得无线通讯更加的稳定，为了对信号进行处

理，需要对不同的信号进行转换和放大，所以在信息处理模块内包括有用于信号转换的信

号转换模块和用于信号放大处理的信号放大模块，交通系统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用于检

测道路情况的检测系统，交通系统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用于指示行驶的指示灯，指示灯

包括有红绿灯、行驶指示牌和人行道指示灯，该处的指示灯能够在路口实现交通的指挥作

用，因为是智能控制的交通系统所以需要程序体进行自动执行操作，并且对来往交互的信

息需要几天才能够进行清理，所以在交通系统控制模块电性连接有存储模块，存储模块内

至少设有两组存储系统，一组存储模块为用于存储系统程序体，另一组存储模块用于存储

交互信息，为了实现信息的交互，所以在交通系统控制模块电性连接有无线模块，无线模块

与互联网无线通讯连接，因为交通系统电性连接在市电网上，但是交通系统控制模块不能

直接使用市电网进行供电，所以市电网通过调压模块、整流模块和稳压模块实现对交通系

统控制模块供电。

[0017] 根据图3所示，智能交通系统的设定不光是对于路口交通指示，所以在车载终端上

包括有控制系统的车载终端控制模块，车载终端控制模块内设有信息处理模块以及晶振电

路和PWM脉冲电路，为了防止车辆刮碰障碍物或者是其他车辆，所以在车载终端控制模块电

性连接有用于测量车距的雷达测距，车载终端控制模块电性连接有存储模块，车载终端控

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交互系统，车载终端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行车记录仪，为了能够实

现定位导航的作用，在车载终端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GPS模块，GPS模块能够实现定位，且

与北斗卫星连接，为了能够实现信息的交互，在车载终端控制模块上电性连接有无线模块，

无线模块与互联网无线通讯连接。

[0018] 根据图1所示，为了能够实现交通系统和车辆的信息连接，采用互联网作为中端连

接，并且交控中心实现信息的交换控制，互联网与交通系统无线通讯连接，互联网与车载终

端无线通讯连接，互联网与交控中心无线通讯连接。

[0019] 根据图4所示，检测系统内包括有用于检测路口车流量的车流量检测模块，车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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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模块与电子眼摄像模块电性相互作用通过AI技术实现车流量的计算，AI技术根据视频

抓拍图片序列，进行车辆检测和追踪，识别各类车辆，实时监控交通道路、卡口的车流量，自

动统计不同时段各类车辆的进出数量，分析路口、路段的交通状况，为交通调度、路况优化

提供精准参考依据，车流量检测模块将检测信号传输给交通系统控制模块，车流量检测模

块可以判断路口使得造成堵塞，如果造成堵塞可以将信息及时发送给交控中心，交控中心

通过车载终端的GPS模块和导航模块的位置请求，对该路段的车辆进行提醒路段堵塞，可以

提前绕行，检测系统内设有地下压力检测模块，地下压力检测模块用于检测车辆是否越过

线，地下压力检测模块与电子眼摄像模块相互作用于检测车辆是否违规闯红灯，并且将检

测信号传输给交通系统控制模块，检测系统内设有电子眼摄像模块，电子眼摄像模块能够

对违规车辆进行拍摄拍照，并且传输给交通系统控制模块，检测系统内设有LED补光灯，LED

补光灯能够为电子眼摄像模块进行增光拍摄，对于是否闯红灯的判断需要地面压力传感器

和电子眼摄像模块的共同作用，进行判断车辆是否闯红灯；

根据图5所示，交互系统内设有显示屏及触摸输入键盘，显示屏及触摸输入键盘能够显

示传输的信息，并且通过触摸输入键盘进行选择，显示屏可以方便导航模块和雷达测距等

模块的使用，并且可以播放听音乐等缓解司机的疲劳，并且触摸输入键盘能够方便操作，交

互系统内设有蜂鸣器及语音输入，蜂鸣器及语音输入能够实现语音播放，以及用于语音的

输入，蜂鸣器可以实现导航语音播报，以及交控中心发送过来的道路提醒，语音输入可以方

便司机开车的时候进行语音输入，交互系统内设有蓝牙连接，交互系统内设有用于地图导

航的导航模块，蓝牙连接可以连接手机进行操作，导航模块能够进行导航指路的作用。

[0020] GPS模块的摄像头与DSP之间采用USB  通信方式进行数据交互，从而保证高速数据

通信的需求。北斗导航定位模块采用SkyTra公司的GPS+北斗双模定位芯片S1216F8-BD，该

芯片可实现米级精度的定位，定位模块与DSP 处理通过串口通信进行数据交换。

[0021] 无线通信技术是基于城域网标准IEEE802.16a，支持点对点和点对多点的网络结

构，在无阻碍的情况下可以高达72Mbit/s 的传输速率，最远通信距离可达50  km，能够满足

一般图像或数据传输的要求。本设计采用SX1278  半双工低中频收发器，该芯片的低频段为

169  M和433  M，高频段为868M-915M。

[0022] PWM脉冲电路中使用6N136来消除PB5输出的部分非线性，使用多路开关4052来切

换响应输出。LM385B12存在压降1.2V，从而4052的14、15管脚电压也将随着PWM的输入呈方

波波形的改变，当这个电压经过c 的时候，由于电容的滤波效应，N4的3端将会出现一个与

PWM输入相匹配的电压。工作原理：交通系统内部的检测系统通过车流量监测模块和电子眼

摄像模块，实现对路口的实时流量进行检测，当检测到堵塞的时候，交通系统控制模块会将

堵塞信息以及坐标通过无线模块发送到互联网上，互联网将信息发送给交控中心，交控中

心对信息处理后，在发送给互联网，互联网将信息发送给即将行驶在该路段的车载终端上，

车载终端控制模块通过无线模块接收到信息后通蜂鸣器进行播报，提醒车主更换路线，并

且无线模块可以将红路灯的时间发送到互联网上，车载终端通过GPS模块和导航模块进行

行驶的时候，会在导航上直接显示红绿灯的时间，可以使得车主及时合理的在限速范围内

调整车速，防止在路口的时候超速赶超绿灯时间，并且地下压力检测模块与电子眼模块协

同作用可以检测闯红灯的车辆，将车辆发送给交控中心进行记录，并且车辆在路段上损坏

或者是其他的紧急情况的时候，车主可以通过无线模块和互联网与交控中心进行连接，实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0491130 A

7



现求救以及拖车救援的联系。

[0023]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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