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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智能泊车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用

于智能泊车系统的车位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获取待泊车辆

与障碍物间的相对角度和侧向距离；步骤二，在

步骤一所处环境下，以距离待泊车辆尾部最近的

传感器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步骤三，利用待泊车

辆与障碍物间的相对角度和侧向距离，获取待泊

车辆上传感器阵列在该坐标系下的运动轨迹，进

而获取障碍物轮廓点的坐标值，并拟合得到障碍

物的轮廓；步骤四，根据得到的障碍物的轮廓，得

出被探测车位的长度和宽度；步骤五，将被探测

车位的长度和宽度与待泊车辆的长度、宽度以及

转弯半径比较，判断得出该车位是否为可用车

位。提供了一种高精度的用于智能泊车系统的车

位检测方法。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5页

CN 106671974 B

2019.09.20

CN
 1
06
67
19
74
 B



1.一种用于智能泊车系统的车位检测方法，待泊车辆的两侧布置有距离传感器；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获取待泊车辆与障碍物间的相对角度和侧向距离；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待泊车

辆与障碍物间的相对角度：

D1，D2为传感器阵列中两个传感器测量的待泊车辆与障碍物间的侧向距离，d为传感器

阵列中传感器间距，N12为测量到侧向距离值的两个传感器的等间距个数；

步骤二，在步骤一所处环境下，以距离待泊车辆尾部最近的传感器为原点，建立坐标

系；

步骤三，利用待泊车辆与障碍物间的相对角度和侧向距离，获取待泊车辆上传感器阵

列在该坐标系下的运动轨迹，进而获取障碍物轮廓点的坐标值，并拟合得到障碍物的轮廓；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传感器阵列在该坐标系下的运动轨迹：

vi为当前周期内待泊车辆行驶速度，θi为当前周期内待泊车辆与障碍物的相对角度，t

为周期；

d为传感器阵列中两个传感器之间的间距，N为传感器阵列中传感器个数，θ1为第一次测

量到待泊车辆与障碍物的相对角度值；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障碍物轮廓点的坐标值：

xij为第j时刻传感器阵列中第i个传感器测量的障碍物轮廓点在全局坐标系中的纵向

坐标值，yij为第j时刻传感器阵列中第i个传感器测量的障碍物轮廓点在全局坐标系的横向

坐标值，Dij为传感器阵列第j个传感器在第i时刻测量待泊车辆与障碍物间的侧向距离；

步骤四，根据得到的障碍物的轮廓，得出被探测车位的长度和宽度；

步骤五，将被探测车位的长度和宽度与待泊车辆的长度、宽度以及转弯半径比较，判断

得出该车位是否为可用车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智能泊车系统的车位检测方法，其特征为：待泊车辆

的两侧布置的距离传感器为超声波传感器，待泊车辆一侧的传感器阵列分布于同一水平线

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智能泊车系统的车位检测方法，其特征为：利用最小

二乘法，采用二次多项式对障碍物轮廓点进行拟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智能泊车系统的车位检测方法，其特征为：根据拟合

得出的障碍物轮廓曲线，判断该曲线切线的斜率是否超出阀值，若超出阀值，则识别该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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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阀值处为拐点，根据拐点的坐标值判断出被探测车位的长度和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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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智能泊车系统的车位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泊车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用于智能泊车系统的车位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汽车的保有量逐年递增，停车难成为了一个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停车

位的日趋紧张与驾驶员泊车技巧的相对缺乏，驾驶员对智能泊车系统等汽车辅助驾驶系统

的需求处于逐年上升趋势。智能泊车系统的一个关键技术就是车位检测技术，它是整个泊

车系统的基础。车位检测的结果直接影响智能泊车系统的泊车性能及用户对智能泊车系统

的评价。

[0003] 目前已知的智能泊车系统车位检测技术大多数靠超声波测量技术进行检测，大多

数车位检测方法都是依据车辆行驶方向与所探测车位平行的情况下进行车位检测，检测的

车位受到超声波传感器波速角及车辆行驶情况的影响，获取到的所探测车位参数不精确，

对泊车的路径规划产生的影响，致使智能泊车系统的泊车性能不佳；专利CN  103241239  A

中提出利用多超声波传感器检测车位，但此方法不适用于车辆的行驶方向与所探测车位成

一定角度的情况，采用此方法所探测的车位与实际车位参数存在较大偏差；专利CN 

102372000  A中提出一种用超声波检测技术进行车位检测的方法，此方法考虑到车辆行驶

方向与所探测车位成一定角度的情况，但是此方法存在选取车位比实际值车位偏小，在障

碍物不为车辆时对车位探测的误差较大，影响泊车系统的泊车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为：提供一种高精度的用于智能泊车系统的车位检测方

法。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智能泊车系统的车位检测方法，待泊车辆的两侧

布置有距离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步骤一，获取待泊车辆与障碍物间的相对角度和侧向距离；

[0007] 步骤二，在步骤一所处环境下，以距离待泊车辆尾部最近的传感器为原点，建立坐

标系；

[0008] 步骤三，利用待泊车辆与障碍物间的相对角度和侧向距离，获取待泊车辆上传感

器阵列在该坐标系下的运动轨迹，进而获取障碍物轮廓点的坐标值，并拟合得到障碍物的

轮廓；

[0009] 步骤四，根据得到的障碍物的轮廓，得出被探测车位的长度和宽度；

[0010] 步骤五，将被探测车位的长度和宽度与待泊车辆的长度、宽度以及转弯半径比较，

判断得出该车位是否为可用车位。

[0011]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一种改进，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待泊车辆与障碍物间的相对角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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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0013] D1，D2为传感器阵列中两个传感器测量的待泊车辆与障碍物间的侧向距离，d为传

感器阵列中传感器间距，N12为测量到侧向距离值的两个传感器的等间距个数。

[0014]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一种改进，待泊车辆的两侧布置的距离传感器为超声波传感

器，待泊车辆一侧的传感器阵列分布于同一水平线上。

[0015]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一种改进，根据以下公式计算传感器阵列在该坐标系下的运动

轨迹：

[0016]

[0017] vi为当前周期内待泊车辆行驶速度，θi为当前周期内待泊车辆与障碍物的相对角

度，t为周期；

[0018]

[0019] d为传感器阵列中两个传感器之间的间距，N为传感器阵列中传感器个数，θ1为第

一次测量到待泊车辆与障碍物的相对角度值。

[0020]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一种改进，根据以下公式计算障碍物轮廓点的坐标值：

[0021]

[0022] 为第i时刻传感器阵列中第j个传感器测量的障碍物轮廓点在全局坐标系中的

纵向坐标值， 为第i时刻传感器阵列中第j个传感器测量的障碍物轮廓点在全局坐标系

的横向坐标值， 为第i时刻传感器阵列中第j个传感器所测量待泊车辆与障碍物间的侧

向距离。

[0023]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一种改进，利用最小二乘法，采用二次多项式对障碍物轮廓点

进行拟合。

[0024] 作为本技术方案的一种改进，根据拟合得出的障碍物轮廓曲线，判断该曲线切线

的斜率是否超出阀值，若超出阀值，则识别该超出斜率阀值处为拐点，根据拐点的坐标值判

断出被探测车位的长度和宽度。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技术方案能够识别车辆与各种类型障碍物的相对角

度，提供了一种精确计算探测车位的方法，提高泊车控制系统的泊车性能。

附图说明

[0026] 附图1：全局坐标系下超声波传感器阵列分布；

[0027] 附图2：待泊车辆车辆在全局坐标系中的表示；

[0028] 附图3：障碍物为车辆时车位检测，待泊车辆与障碍物车辆平行；

[0029] 附图4：障碍物为车辆时车位检测，待泊车辆与障碍物车辆有一定的相对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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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附图5：障碍物不为车辆时车位检测，待泊车辆与障碍物车辆平行；

[0031] 附图6：障碍物不为车辆时车位检测，待泊车辆与障碍物有一定的相对角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本发明提出一种采用超声波传感器阵列进行车位检测的方法，首先，测量待泊车

辆与障碍物间的侧向距离，依据超声波测量技术，使用传感器阵列测量待泊车辆与障碍物

间的侧向距离。

[0034] 进一步，获取待泊车辆与障碍物的相对角度，当车辆行驶过程中，如果超声波传感

器阵列有两个及两个以上传感器获取到待泊车辆与障碍物间的侧向距离值，可依据此测量

数据确定当前待泊车辆与障碍物的相对角度θ，如图1所述，

[0035]

[0036] D1，D2为超声波传感器阵列中两个传感器测量的待泊车辆与障碍物间的侧向距

离，d为传感器阵列间中传感器间距，N12为测量到侧向距离值的两个传感器的等间距个数。

[0037] 进一步，建立全局坐标系，以距离待泊车辆尾部最近的传感器为全局坐标系原点，

以平行于所探测车位方向为纵向坐标轴x轴，以垂直所探测车位方向为横向坐标轴y轴。

[0038] 进一步，在待泊车辆沿一定路径行驶的过程中，获取待泊车辆在全局坐标系中的

纵向位移x，横向位移y

[0039]

[0040] vi当前周期内待泊车辆行驶速度，θi当前周期内待泊车辆与障碍物的相对角度，t

为周期；

[0041] 进一步，在待泊车辆沿一定路径行驶的过程中，获取传感器阵列中第j个传感器的

纵向位移xj，横向位移坐标yj

[0042]

[0043] d为传感器阵列中两个传感器之间的间距，N为传感器阵列中传感器个数，θ1为第

一次测量到待泊车辆与障碍物的相对角度值。

[0044] 进一步，在待泊车辆沿一定路径行驶的过程中，传感器阵列第j个传感器在第i时

刻测量待泊车辆与障碍物间的侧向距离为 则此时刻第j个传感器测量的障碍物轮廓点

的坐标为

[0045]

[0046] 为第i时刻传感器阵列中第j个传感器测量的障碍物轮廓点在全局坐标系中的

纵向坐标值， 为第i时刻传感器阵列中第j个传感器测量的障碍物轮廓点在全局坐标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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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坐标值。

[0047] 进一步，将传感器阵列第j个传感器测量得到的障碍物轮廓点拟合成曲线，采用最

小二乘法进行曲线拟合，考虑计算复杂程度及障碍物轮廓复杂程度，二次多项式即可满足

方法的要求，拟合公式为y＝a0+a1x+a2x2，拟合后的曲线为yj＝a0j+a1jx+a2jx2。

[0048] 将传感器阵列测量的多条障碍物轮廓曲线进行拟合，即将获取的N条障碍物轮廓

曲线拟合为一条障碍物轮廓曲线y0＝a00+a01x+a02x2。

[0049] 进一步，依据拟合后的障碍物轮廓曲线进行泊车位决策，通过拟合的曲线判断出

所探车位上、下边缘位置，并与待泊车辆的长度、宽度、转弯半径等参数对比，判断所探测车

位是否为可用的泊车位。

[0050] 进一步，使用人机交互技术，将探测结果传递给驾驶员，辅助驾驶员进行泊车操

作。

[0051] 本发明所述待泊车辆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阵列及四个轮速传感器。

[0052] 本发明所用测量距离传感器均为超声波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阵列分布于待泊车

辆的两侧，待泊车辆一侧的传感器阵列分布于同一水平线上。

[0053] 本发明所用车速为车辆的四个轮速传感器测量数值经算法计算后的均值，同时轮

速传感器精度要求为0.015m/s以上。

[0054]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内容进行详细说明。

[0055] 图1给出本发明中安装汽车上用于车位检测的传感器阵列102，传感器阵列分布于

车辆两侧，两侧的传感器个数分别为N，传感器之间的间距为D。

[0056] 图2给出待泊车辆在全局坐标系中的表示，待泊车辆201的中心线202与坐标系的x

轴有一个相对角度θ，θ为待泊车辆与所探测车位的相对角度。

[0057] 如图3所示的实施例中，车位检测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0058] 步骤1，超声波传感器阵列302测量待泊车辆301与障碍物303、304、305间的侧向距

离；超声波探头发出脉冲信号，同时开启捕获通道，如果在设定的周期内捕捉到回波信号，

则根据回波时间计算出待泊车辆与障碍物间的侧向距离，如果未在设定的周期内捕捉到回

波信号，在认为车辆当前位置可用于泊车的空间内没有障碍物，然后开始下一周期的探测；

超声波测量距离时受到环境的干扰，会对测量结果造成一定的误差，为了抑制干扰的影响，

对测量的数据进行中位值平均滤波以及温度补偿。

[0059] 步骤2，获取待泊车辆301与障碍物303的相对角度，待泊车辆301沿路径306行驶，

超声波传感器阵列302有两个及以上传感器获取到待泊车辆301与障碍物303间的侧向距离

值，依据此测量数据确定当前时刻待泊车辆301与障碍物303间的相对角度θ；

[0060]

[0061] D1，D2为传感器阵列中两个传感器测量的待泊车辆301与障碍物303的侧向距离，d

为传感器阵列302的间距，N12为测量到侧向距离值的两个传感器的等间距个数，

[0062] 所探测车位307后方不存在障碍物303时，公式(1)获得值为待泊车辆301与路肩

304的相对角度。

[0063] 步骤3，构造全局坐标系，在第一次求得待泊车辆301与障碍物303的相对角度θ1

时，以距待泊车辆301尾部最近的传感器为全局坐标系的原点，以平行于探测车位307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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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纵向坐标轴x轴，以垂直于所探车位307的方向为横向坐标轴y轴，建立全局坐标系；在此

坐标系中可表示待泊车辆301的运动轨迹，传感器阵列302的运动轨迹，传感器阵列302测量

的障碍物303、304、305轮廓点坐标。

[0064] 步骤4，获取待泊车辆301在全局坐标系中的运动轨迹，在待泊车辆301沿路径306

行驶探测车位307的过程中，待泊车辆301与障碍物303、304、305存在一定的角度，仅依据待

泊车辆301在全局坐标系统的位移对所探测车位307参数进行估计，获取的参数与实际参数

误差大；所探测车位307参数的获取需依据待泊车辆301在全局坐标系中的纵向位移x，横向

位移y进行计算；

[0065]

[0066] vi为当前周期内待泊车辆301的车速，θi为当前周期内待泊车辆301相对障碍物

303、304、305的相对角度，t为周期时间，公式(2)表示待泊车辆301在全局坐标系中的运动

轨迹。

[0067] 步骤5，获取超声波传感器阵列302在全局坐标系中的运动轨迹，在待泊车辆301运

动轨迹的基础上获取超声波传感器阵列302的运动轨迹；在车位测量过程中某时刻传感器

阵列302中第j个传感器在全局坐标系中的纵向坐标xj，横向坐标yj为：

[0068]

[0069] d为传感器阵列302中传感器之间的间距，N为传感器阵列302中传感器的个数，θ1

为第一次测量到车辆相对障碍物的相对角度，公式(3)为传感器阵列302在全局坐标系中的

运动轨迹。

[0070] 步骤6，获取障碍物303、304、305轮廓点坐标，在传感器阵列302的运动轨迹的基础

上可获取障碍物303、304、305轮廓点在全局坐标系中的坐标；传感器阵列102中第j个传感

器在第i时刻测量的待泊车辆301与障碍物303、304、305的侧向距离为 在此时刻第j个

传感器测量的障碍物轮廓点的在全局坐标系中的坐标为

[0071]

[0072] 为第i时刻传感器阵列302中第j个传感器测量的障碍物303、304、305轮廓点在

全局坐标系中的纵向坐标值， 为第i时刻传感器阵列302中第j个传感器测量的障碍物

303、304、305轮廓点在全局坐标系中的横向坐标值。

[0073] 步骤7，拟合障碍物303、304、305的轮廓曲线；传感器阵列302测量得到N组障碍物

303、304、305的轮廓点坐标，对每组坐标分别使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成曲线；依据计算复杂程

度及障碍物轮廓的复杂度，采用二次多项式即可满足方法的要求，拟合公式为y＝a0+a1x+

a2x2。

[0074] 依次取n个传感器阵列302测量得到的障碍物303、304、305轮廓点，将其按步骤7提

出的拟合方法拟合成曲线；传感器阵列302中第j个传感器测量得到的一组障碍物3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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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轮廓点拟合后的曲线为yj＝f(x)，yj＝f(x)为分段函数。

[0075] 传感器阵列302测量障碍物303、304、305轮廓点坐标拟合后可得到N条曲线，再将

这N条障碍物的轮廓曲线按照步骤7中提出的拟合方法拟合成一条轮廓曲线y＝f(x)。

[0076] 步骤8，获取的所探测车位307的参数，并与待泊车辆301的长度、宽度、转弯半径等

参数对比，判断所探测车位307是否为可用的泊车位。

[0077] 步骤9，使用人机交互技术，将车位探测的结果以文字、图像、声光等各种类型的信

息方式传递给驾驶员，辅助驾驶员顺利完成泊车操作。

[0078] 步骤8中依据曲线拟合后得到的障碍物轮廓曲线y＝f(x)判断所探测车位307的参

数方法为：障碍物轮廓曲线y＝f(x)如图3所示，在S1段为所探测车位307后方障碍物303侧

面轮廓曲线，S2段为所探测车位307后方障碍物303前部分轮廓曲线，S3段为所探测两障碍

物303、305间的路肩304的轮廓曲线，S4段为所探测车位307前方障碍物305后部分轮廓曲

线，S5段为所探测车位307前方障碍物侧面轮廓曲线；

[0079] 依据S2、S3、S4曲线段确定所探测车位307的参数，在S2段障碍物303轮廓曲线，当

出现拐点311后，且在拐点313出现前，若某段曲线的切线斜率大于设定的阈值，则认为检测

到所探测车位的上边缘，如图3所示S2段曲线圈312为检测到的所探测车位307的上边缘位

置；在S4段障碍物305轮廓曲线，当出现拐点314后，且在拐点316出现前，若某段曲线的切线

斜率小于设定的阈值，则认为检测到所探测车位307的下边缘，如图3所示S4段曲线圈315为

检测到的所探测车位307的下边缘位置；以两圈312、315之间纵轴坐标值的差值作为所探测

车位307的长度；以311、313点纵轴坐标的长度差与314、316点纵轴坐标差值的平均值作为

所探测车位307的宽度。

[0080] 本发明提出的车位检测方法同时适用于如图4所示，障碍物为车辆时车位检测，待

泊车辆与障碍物车辆有一定的相对角度；如图5所示，障碍物不为车辆时车位检测，待泊车

辆与障碍物车辆平行；如图6所示的障碍物不为车辆时车位检测，待泊车辆与障碍物有一定

的相对角度。

[0081] 本发明提出一种采用超声波传感器阵列进行车位检测的方法，能够获取更为精确

的车位参数，泊车路径规划更为合理，泊车的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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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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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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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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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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