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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系统及单个、多

个车辆定位导航方法，属于车辆自动驾驶领域。

现有的大型建筑物或码头等遮挡物多的地区，利

用全球卫星定位（GNSS)和惯性导航技术，存在自

动驾驶导航系统信号传输性能差、导航误差大的

问题。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系统及单个、

多个车辆定位导航方法，导航系统包括一组路侧

定位导航单元和一组车载导航单元，一组路侧定

位导航单元设置在路边，每两个相邻的路侧定位

导航单元之间的产生有效探测区域重叠，每个车

载导航单元设置在一辆进行自动驾驶的车辆上，

每个路侧定位导航单元与有效探测区域内的各

车载导航单元进行通信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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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航系统包括一组路侧

定位导航单元和一组车载导航单元，一组路侧定位导航单元设置在路边，每两个相邻的路

侧定位导航单元之间的产生有效探测区域重叠，每个车载导航单元设置在一辆进行自动驾

驶的车辆上，每个路侧定位导航单元与有效探测区域内的各车载导航单元进行通信交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每个路

侧定位导航单元包括路侧通信模块、路侧定位导航模块、路侧感知模块和路侧数据处理模

块，所述的每个车载导航单元包括车载通信模块、车载决策模块和车辆控制模块；其中，

路侧通信模块，用于实现路侧定位导航单元与车载导航单元的车载通信模块之间的通

信交互，发送路侧定位导航单元的定位信息和感知信息，接收车载导航单元的信息，实现路

侧定位导航单元和车载导航单元之间的信息交互；

路侧定位导航模块，用于利用路侧传感器获取有效探测角度和范围内目标车辆的坐

标、速度和航向角，并获得目标车辆的车辆尺寸；

路侧感知模块，用于通过路侧传感器获取有效探测角度和范围内目标车辆的类型，并

跟踪；

路侧数据处理模块，用于处理获取的数据信息；

车载通信模块，用于接收由路侧定位导航单元的路侧通信模块发送的定位信息和感知

信息，并将车载导航单元的车辆身份信息和反馈信息发送给路侧定位导航单元，实现路侧

定位导航单元和车载导航单元之间的信息交互；

车辆决策模块，用于根据接收到的定位和感知信息，做出相应的驾驶决策；

车辆控制模块，用于执行车辆决策模块的决策结果。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路侧定

位导航单元还设置在进行自动驾驶的车辆上，用于在两辆并行车辆发生遮挡现象时，通过

遮挡车辆上安装的路侧定位导航单元探测被遮挡车辆的行驶信息，遮挡车辆能够将被遮挡

车辆的定位感知信息发送给被遮挡车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路侧定

位导航模块选用超宽带定位技术、激光雷达定位技术或视觉定位技术中的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路侧感

知模块选用激光雷达感知技术、视觉感知技术或毫米波感知技术中的一种。

6.一种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航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路侧定位导航单元沿着道路一侧随车道线均匀分布并固定，测量出车道线相对于路

侧定位导航单元的路测感知模块的有效视场的区域参数，用于车道线上障碍物筛选；

步骤一、通过路侧定位导航模块进行路侧自动驾驶车辆的定位，获取有效探测角度和

范围内移动目标的坐标、速度和航向角，并获得目标车辆的车辆尺寸；

步骤二、通过路侧定位导航单元的路测感知模块进行路侧感知，获取有效探测角度和

范围内移动目标的类型并做跟踪；

步骤三、由路侧定位导航单元进行路侧导航；

步骤四、基于步骤二和步骤三获得的信息实现接续导航。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步骤二中，通过路侧定位导航单元的路测感知模块进行路侧感知，获取有效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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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角度和范围内移动目标的类型并做跟踪的过程为：

采集车道线信息：

路侧定位导航单元安装在道路侧面，随车道线的走向固定，通过测量得到车道线相对

于路侧感知模块有效视场的区域参数，该区域参数记录于路侧数据处理模块，用于后续定

位和导航处理；

采集背景点云帧数据：

路侧感知模块的激光雷达安装调试完毕，在车道线内无障碍物、无目标车辆时的激光

雷达有效视场内，采集激光点云数据，作为背景帧，并将数据作为参数文档加以保存；

实时采集激光点云数据：

该路侧定位导航单元工作时，目标车辆进入路侧感知模块的激光雷达的有效视场内，

激光雷达实时采集激光点云数据，发送给该路侧定位导航单元的路侧数据处理模块；

滤除背景激光点云数据：

路侧数据处理模块每接收到一帧点云数据将其作为数据帧，利用数据帧减去背景帧得

到差值数据，设定阈值，当差值数据小于阈值时，删除数据帧对应的点云，得到非背景的点

云数据；

对滤除背景的点云数据，再对其作用聚类算法，挑选出目标车辆轮廓点云数据：

对于滤除背景的点云数据做聚类处理，设置一个阈值，然后遍历所有的激光点云，当任

意两点的欧式距离小于这个阈值时，即可归为一类，为不同类别的聚类点云设置不同的标

识号；

判断出进入路侧探测单元有限探测区域内的移动目标的类型为目标车辆还是车道障

碍物：

首先，通过预存的车辆身份信息判断出进入路侧探测单元有限探测区域内的移动目标

的类型为目标车辆：

车载导航单元与路侧定位导航单元建立通讯链路，向路侧定位导航单元发送车辆身份

确认信息，路侧定位导航单元接收车载导航单元发送的车辆身份确认信息，并与预存的车

辆身份信息做比对，比对成功后，根据步骤一获得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的定位信息以及车

辆尺寸，与车辆轮廓点云聚类尺寸做比较，从而匹配出目标车辆的聚类点云，并做跟踪；其

中，车辆身份确认信息包括车辆编号、车辆型号、车辆尺寸信息；

之后，再判断出移动目标的类型为障碍物：

根据的车道线区域信息筛选出车道线区域内的非背景聚类点云数据，剔除掉经过身份

确认的目标车辆的聚类点云，剩下的车道线区域内的聚类点云为是障碍物目标，并做追踪

处理。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步骤三中，由路侧定位导航单元进行路侧导航，基于步骤二获得的信息实现接

续导航，具体步骤为：

步骤三一、路侧数据处理模块将得到定位和感知信息通过路侧通讯模块发送给车载通

讯模块；

步骤三二、车载导航单元通过车载通信模块接收接收由路侧定位导航单元的路侧通信

模块发送的定位信息和感知信息；车辆决策模块根据接收到的定位和感知信息，做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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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驾驶决策；车辆控制单元执行车辆决策模块做出的驾驶决策，实现自动驾驶导航功能；驾

驶决策包括如刹车、减速、加速、变道；

当车辆处于相邻路侧定位导航单元的交叠区域时，能够接收到两个路侧定位导航单元

的定位和导航数据时：

a、根据两套路侧定位导航单元提供的定位导航精度估算数据的精度，选择估算出的精

度高的定位和导航数据，之后做平滑处理，平滑处理后的结果作为驾驶决策的依据，实现接

续连续定位导航；或者，

b、将两套路侧定位导航单元提供的定位和导航做权重处理，之后做平滑处理，平滑处

理后的结果作为驾驶决策的依据，实现接续连续定位导航。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采集背

景点云帧数据时，所述的路侧感知模块除了选用激光雷达以外，还可以选用视觉感知技术

或者毫米波感知技术。

10.利用上述权利要求6-9之一的导航方法进行的路侧自动驾驶多车辆定位导航方法，

其特征在于：当有多辆车辆之间按照先后顺序进入路侧设备的有效探测区域，路侧数据处

理单元可做多线程处理，对应多个目标车辆进行并行定位和导航计算处理；

当其中两辆车辆并行前进时，1号车辆和2号车辆，相对于道路一侧安装的同一个路侧

定位导航单元，1号车辆遮挡2号车辆，路侧定位导航单元探测不到2号车辆的点云数据，通

过以下2种处理方法进行导航：

一是将2号车辆做停车处置，等待两车完全错开，返回到多辆车辆之间按照先后顺序进

入路侧设备的有效探测区域的当行方法进行处理；

二是在1号车辆上安装一个路侧定位导航单元，用于探测2号车辆的点云数据，做同样

的处理，对2号车辆进行定位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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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系统及单个、多个车辆定位导航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动驾驶导航技术，具体涉及基于路侧方式进行导航的系统和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自动驾驶由于可以节省人力成本，降低事故率，减少油耗等优点，目前各界都在努

力推动发展。随着各种车载传感器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自动驾驶技术也日渐趋于

商用化。尤其在封闭、半封闭的应用场景，如自动化码头，机场，封闭园区等，自动驾驶技术

有希望最先商业落地。

[0003] 车辆的自动驾驶主要通过定位、感知、决策和控制来实现。目前自动驾驶车辆的导

航技术多是通过车载各种传感器，如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以及GPS等，由于每种传

感器有各自适用的场景，采用单一传感器容易失效，造成自动驾驶事故。为了提供自动驾驶

的可靠性，现有技术多是采用多传感器融合的方案。车载传感器的导航方式存在信号遮挡

的问题，例如在大型建筑物、大型机械附近，GPS信号存在多路径效应，造成导航误差较大。

如用车载激光雷达进行定位导航时，在空旷环境时，激光雷达提取不到特征信息，从而也会

造成交大定位导航误差。

[0004] 传感器可以安放在车辆上，也可以安放在路侧，若是开放的应用场景，在路侧铺设

传感器由于投入巨大而变得不现实，但是在封闭、半封闭场景，在路侧或者道路上铺设传感

器是一种可行的方案。如在上海洋山港四期工程投入运营的自动导引车AGV(Automated 

Guided  Vehicle)，用于运送集装箱，所采取的方案是在地面埋设大量的磁钉（现有专利申

请号  201811356784  .6），用于AGV的定位和导航，该方案的显著优势是不受天气影响，系统

运行可靠稳定，但是也有几个显著的缺点，需预先埋设大量的磁钉，投入成本巨大，另外，需

对码头场地进行大规模施工，该方案不适用于老码头的改造。

[0005] 另外现有技术（申请号  201610800121  .3）采用路侧无线定位导航技术，适用于老

码头的改造，可灵活铺设该系统，但是由于码头对方大量金属物体（集装箱），信号吸收以及

反射造成的多路径效应，从而造成定位导航较大的误差。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的大型建筑物或码头等遮挡物多的地区，存在的自

动驾驶导航系统信号传输性能差、导航误差大的问题，而提出一种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

导航系统及单个、多个车辆定位导航方法。

[0007] 一种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系统，所述的导航系统包括一组路侧定位导航单

元和一组车载导航单元，一组路侧定位导航单元设置在路边，每两个相邻的路侧定位导航

单元之间的产生有效探测区域重叠，每个车载导航单元设置在一辆进行自动驾驶的车辆

上，每个路侧定位导航单元与有效探测区域内的各车载导航单元进行通信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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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一种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方法，所述的导航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路侧定位导航单元沿着道路一侧随车道线均匀分布并固定，测量出车道线相对于路

侧定位导航单元的路测感知模块的有效视场的区域参数，用于车道线上障碍物筛选；

步骤一、通过路侧定位导航模块进行路侧自动驾驶车辆的定位，获取有效探测角度和

范围内移动目标的坐标、速度和航向角，并获得目标车辆的车辆尺寸；

步骤二、通过路侧定位导航单元的路测感知模块进行路侧感知，获取有效探测角度和

范围内移动目标的类型并做跟踪；

步骤三、由路侧定位导航单元进行路侧导航；

步骤四、基于步骤二和步骤三获得的信息实现接续导航。

[0009] 一种侧自动驾驶多车辆定位导航方法，当有多辆车辆之间按照先后顺序进入路侧

设备的有效探测区域，路侧数据处理单元可做多线程处理，对应多个目标车辆进行并行定

位和导航计算处理；

当其中两辆车辆并行前进时，1号车辆和2号车辆，相对于道路一侧安装的同一个路侧

定位导航单元，1号车辆遮挡2号车辆，路侧定位导航单元探测不到2号车辆的点云数据，通

过以下2种处理方法进行导航：

一是将2号车辆做停车处置，等待两车完全错开，返回到多辆车辆之间按照先后顺序进

入路侧设备的有效探测区域的当行方法进行处理；

二是在1号车辆上安装一个路侧定位导航单元，用于探测2号车辆的点云数据，做同样

的处理，对2号车辆进行定位导航。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本发明申请提供一种路侧自动驾驶导航的系统、方法，能够解决码头导航过程中信号

严重遮挡的问题，具有定位导航精度高的优点。本发明能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基于路侧的

高精度导航。该系统不需大规模改造码头场地，降低改造成本，适用于老码头的改造。另外，

本系统铺设灵活，按照路测导航单元规定的有效探测区域安装在路旁即可，比现有改造技

术相比降低改造难度。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涉及的每个路侧定位导航单元与每个车载导航单元之间进行数据信

息交互的原理框图；

图2为本发明涉及的方法流程图；

图3为本发明涉及的车辆进行自动驾驶时由路测单元进行路侧导航实现接续导航的示

意图；

图4为本发明涉及的两辆车辆并行前进发生遮挡时的第一种处理方式；

图5为本发明涉及的两辆车辆并行前进发生遮挡时的第二种处理方式。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具体实施方式一：

本实施方式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系统，如图1所示，所述的导航系统包括一组

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和一组车载导航单元2，一组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设置在路边，每两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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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的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之间的有效探测区域重叠，每个车载导航单元2设置在一辆进行自

动驾驶的车辆上，每个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与有效探测区域内的各车载导航单元2进行通信

交互。

[0013] 具体实施方式二：

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本实施方式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系统，如图1所

示，所述的每个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包括路侧通信模块3、路侧定位导航模块4、路侧感知模

块5和路侧数据处理模块6，所述的每个车载导航单元2包括车载通信模块7、车载决策模块8

和车辆控制模块9；其中，

路侧通信模块3，用于实现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与车载导航单元2的车载通信模块7之间

的通信交互，发送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的定位信息和感知信息，接收车载导航单元2的信息，

实现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和车载导航单元2之间的信息交互；

路侧定位导航模块4，用于利用路侧传感器获取有效探测角度和范围内目标车辆的坐

标、速度和航向角，并获得目标车辆的车辆尺寸；

路侧感知模块5，用于通过路侧传感器获取有效探测角度和范围内目标车辆的类型，并

跟踪；

路侧数据处理模块6，用于处理获取的数据信息；

车载通信模块7，用于接收由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的路侧通信模块3发送的定位信息和

感知信息，并将车载导航单元2的车辆身份信息和反馈信息发送给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实

现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和车载导航单元2之间的信息交互；

车辆决策模块，用于根据接收到的定位和感知信息，做出相应的驾驶决策（如刹车、减

速、加速、变道（改变转弯角度）等）；

车辆控制模块9，用于执行车辆决策模块的决策结果。

[0014] 具体实施方式三：

与具体实施方式二不同的是，本实施方式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系统，所述的

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还可设置在进行自动驾驶的车辆上，用于在两辆并行车辆发生遮挡现

象时，通过遮挡车辆上安装的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探测被遮挡车辆的行驶信息，遮挡车辆能

够将被遮挡车辆的定位感知信息发送给被遮挡车辆。

[0015] 具体实施方式四：

与具体实施方式三不同的是，本实施方式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系统，所述的

路侧定位导航模块4选用超宽带（UWB）定位技术、激光雷达定位技术或视觉定位技术中的一

种。

[0016] 具体实施方式五：

与具体实施方式四不同的是，本实施方式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系统，所述的

路侧感知模块5选用激光雷达感知技术、视觉感知技术或毫米波感知技术中的一种。

[0017] 具体实施方式六：

本实施方式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方法，如图2所示，所述的导航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将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沿着道路一侧随车道线均匀分布并固定，测量出车道线相对于

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的路测感知模块的有效视场的区域参数，用于车道线上障碍物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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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通过路侧定位导航模块4进行路侧自动驾驶车辆的定位，获取有效探测角度和

范围内移动目标的坐标、速度和航向角，并获得目标车辆的车辆尺寸；

步骤二、通过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的路测感知模块进行路侧感知，获取有效探测角度和

范围内移动目标的类型并做跟踪；

步骤三、由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进行路侧导航；

步骤四、基于步骤二和步骤三获得的信息实现接续导航。

[0018] 具体实施方式七：

与具体实施方式六不同的是，本实施方式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方法，

所述的步骤二中，通过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的路测感知模块进行路侧感知，获取有效探

测角度和范围内移动目标的类型并做跟踪的过程为：

（1）采集车道线信息：

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安装在道路侧面，随车道线的走向固定，通过测量得到车道线相对

于路侧感知模块5有效视场的区域参数，该区域参数记录于路侧数据处理模块6，用于后续

定位和导航处理；

（2）采集背景点云帧数据：

路侧感知模块5的激光雷达安装调试完毕，在车道线内无障碍物、无目标车辆时的激光

雷达有效视场内，采集激光点云数据，作为背景帧，并将数据作为参数文档加以保存；

（3）实时采集激光点云数据：

该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工作时，目标车辆进入路侧感知模块5的激光雷达的有效视场

内，激光雷达实时采集激光点云数据，发送给该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的路侧数据处理模块6；

（4）滤除背景激光点云数据：

路侧数据处理模块6每接收到一帧点云数据将其作为数据帧，利用数据帧减去背景帧

得到差值数据，设定阈值，当差值数据小于阈值时，删除数据帧对应的点云，得到非背景的

点云数据；

（5）对滤除背景的点云数据，再对其作用聚类算法，挑选出目标车辆轮廓点云数据：

对于滤除背景的点云数据做聚类处理，聚类方法是平凡的，参考文献“A  Clustering 

Method  for  Efficient  Segmentation  of  3D  Laser  Data”，聚类的核心方法是设置一个

阈值，然后遍历所有的激光点云，当任意两点的欧式距离小于这个阈值时，即可归为一类，

不同的聚类点云设置不同的标识号；

（6）判断出进入路侧探测单元有限探测区域内的移动目标的类型为目标车辆还是车道

障碍物：

a、首先，通过预存的车辆身份信息判断出进入路侧探测单元有限探测区域内的移动目

标的类型为目标车辆：

车载导航单元2与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建立通讯链路，向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发送车辆

身份确认信息，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接收车载导航单元2发送的车辆身份确认信息，并与预

存的车辆身份信息做比对，比对成功后，根据步骤一获得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的定位信息

以及车辆尺寸，与车辆轮廓点云聚类尺寸做比较，从而匹配出合法的目标车辆的聚类点云，

并做跟踪；其中，车辆身份确认信息包括车辆编号、车辆型号、车辆尺寸等信息；

b、之后，再判断出移动目标的类型为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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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的车道线区域信息筛选出车道线区域内的非背景聚类点云数据，剔除掉经过身份

确认的目标车辆的聚类点云，剩下的车道线区域内的聚类点云为是障碍物目标，并做追踪

处理。

[0019] 具体实施方式八：

与具体实施方式七不同的是，本实施方式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方法，如图3所

示，所述的步骤三中，由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进行路侧导航，基于步骤二获得的信息实现接

续导航，具体步骤为：

步骤三一、路侧数据处理模块6将得到定位和感知信息通过路侧通讯模块发送给车载

通讯模块；

步骤三二、车载导航单元2通过车载通信模块7接收接收由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的路侧

通信模块3发送的定位信息和感知信息；车辆决策模块根据接收到的定位和感知信息，做出

相应的驾驶决策；车辆控制单元执行车辆决策模块做出的驾驶决策（如刹车、减速、加速、变

道（改变转弯角度）等），实现自动驾驶导航功能；

其中，由于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的路测感知模块的探测有效范围是一定的，做较长路段

定位导航的话，需铺设多套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如图3所示，铺设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的要

求是相邻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的有效探测区域在车道线须有交叠区，在交叠区域，当车辆处

于相邻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的交叠区域时，能够接收到两个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的定位和导

航数据时，由于系统误差，这两个数据往往是有偏差的：

a、根据两套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提供的定位导航精度估算数据的精度，选择信任估算

出的精度高的定位和导航数据，之后做平滑处理，平滑处理后的结果作为驾驶决策的依据，

实现接续连续定位导航；或者，

b、将两套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提供的定位和导航做权重处理，之后做平滑处理，平滑处

理后的结果作为驾驶决策的依据，实现接续连续定位导航。

[0020] 具体实施方式九：

与具体实施方式八不同的是，本实施方式的路侧自动驾驶车辆定位导航方法，所述的

采集背景点云帧数据时，所述的路侧感知模块5除了选用激光雷达以外，还可以选用视觉感

知技术或者毫米波感知技术。

[0021] 具体实施方式十：

本实施方式的路侧自动驾驶多车辆定位导航方法，当有多辆车辆之间按照先后顺序进

入路侧设备的有效探测区域，路侧数据处理单元可做多线程处理，对应多个目标车辆进行

并行定位和导航计算处理；

当其中两辆车辆并行前进时，如图4和图5所示，将两辆车分别命名为1号车辆和2号车

辆，相对于道路一侧安装的同一个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1号车辆遮挡2号车辆，路侧定位导

航单元1探测不到2号车辆的点云数据，通过以下2种处理方法进行导航：

一是将2号车辆做停车处置，等待两车完全错开，返回到多辆车辆之间按照先后顺序进

入路侧设备的有效探测区域的当行方法进行处理；

二是在1号车辆上安装一个路侧定位导航单元1，用于探测2号车辆的点云数据，做同样

的处理，对2号车辆进行定位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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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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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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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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