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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

智能管控云平台，本发明采用了新的北斗卫星定

位差分技术，LTE-V短程蜂窝通讯技术，V2X系统

技术，实现了实时监控、危险预警、盲区预警、规

避路堵、车辆诱速、自动跟驰、智能调度、远程控

制等功能充实，满足了新需求；并以强大的平台

云融合交管网、运管网，共享数据，实现管控，进

而实现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的功能，完成对自动

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管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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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管控云平台，其特征在于，该智能管控云平台在

车辆无法识别路段的限速信息时，获取设定历史时间段内经过该路段车辆的车速信息，求

取该路段行驶车辆车速的加权平均值，以该加权平均值作为该车辆的车速限值，并下发给

车载终端以对该车辆的速度进行控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管控云平台，其特征在于，该智

能管控云平台还用于在车辆无法识别路段的限速信息且路段遭遇突发事故时，获取行驶路

段的路段信息，根据该路段信息对车速进行诱导，并将车速诱导指令信息下发给车载终端

以对车辆的速度进行控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管控云平台，其特征在于，该智

能管控云平台还用于在接收到车辆优先通过请求时，根据车辆计算的达到路口的时长，并

根据该路口与车辆行驶方向垂直的路段通行的最少时长以及行人通过该路口的情况，判断

该路口应红灯早变或者绿灯延长，并将该判断结果发送给交管网，以对该路口的红灯或者

绿灯进行控制，实现车辆优先通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管控云平台，其特征在于，该智

能管控云平台还用于依据交管网发布的包括路堵、施工、危险的路况信息，根据该路况信息

对车辆的车速进行限制或者绕过预警路线，并将车速限制值指令信息或者行驶路段改变指

令信息下发给车载终端以对车辆进行控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管控云平台，其特征在于，该智

能管控云平台还用于获取客流量信息，根据客流量信息对车辆在某区域、路段、车站进行编

列、分离，以满足不同方向、疏密不同的客流需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管控云平台，其特征在于，该智

能管控云平台还用于获取天气信息，在车辆遭遇恶劣天气时，根据交管网和/或云管网发布

的临时限速信息对车速进行限制，并将该临时限速信息下发给车载终端以对车辆的速度进

行控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管控云平台，其特征在于，该智

能管控云平台还用于下发导航行驶路线给车辆，并监控车辆是否按照设定的行驶路线行

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管控云平台，其特征在于，该智

能管控云平台还用于获取盲区路段信息，并将该盲区的车辆、行人危险信息发送给处于盲

区路段中的各车辆，以作警示。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管控云平台，其特征在于，该智

能管控云平台与车辆之间采用LTE-V通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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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管控云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自动驾驶车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

管控云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处于深度变革时期，自动驾驶与智能联网成为汽车产业发

展新的战略制高点。自动驾驶技术作为传统燃油车辆以及新能源车辆的未来发展方向而受

到行业的大力推广，整车的智能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0003] 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不断提升，相应的管控也要升级。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时代，对无人驾驶车辆的管理也上了新台阶。

[0004] 目前，全球各大汽车厂商、高科技公司均投入大量精力进行自动驾驶相关技术的

研发、测试与验证。但是，我国的自动驾驶技术还处于研发与试验阶段，而针对自动驾驶系

统的设计也是多种多样的。

[0005] 在遇到一些突发紧急情况下，例如，在车辆无法识别路段限速信息的情况下常出

事故，若设置车辆速度较快，则可能超速，影响车辆本身及附近车辆、行人的安全，若设置较

小，则行车效率低；亦或者在车辆遭遇路堵、施工等危险状况下，若车辆无法接收到该危险

状况，或者在接收到该危险状况下不做任何有效处理，势必将导致不可预知的事故发生；亦

或者在车辆遭遇盲区路段时，也易出事故。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管控云平台，用以解决

现有技术中的自动驾驶车辆在无法识别限速信息的路段行驶时易出事故的问题。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管控云平台，该智能管控云平台

在车辆无法识别路段的限速信息时，获取设定历史时间段内经过该路段车辆的车速信息，

求取该路段行驶车辆车速的加权平均值，以该加权平均值作为该车辆的车速限值，并下发

给车载终端以对该车辆的速度进行控制。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0] 本发明的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管控云平台，在车辆无法识别路段的限速

信息时，能够根据该路段历史时间段内车辆的速度来得到该路段的限值值，并下发给车载

终端以对车辆进行科学管控，提高了自动驾驶车辆运行的安全性。进而实现智慧城市、智能

交通的功能，完成对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管控工作。

[0011] 进一步的，为了防止车辆行驶路段出现因遭遇突发事故而易出事故的问题出现，

该智能管控云平台还用于在车辆无法识别路段的限速信息且路段遭遇突发事故时，获取行

驶路段的路段信息，根据该路段信息对车速进行诱导，并将车速诱导指令信息下发给车载

终端以对车辆的速度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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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该智能管控云平台还用于在接收到车辆优先通过请求时，根据车辆计

算的达到路口的时长，并根据该路口与车辆行驶方向垂直的路段通行的最少时长以及行人

通过该路口的情况，判断该路口应红灯早变或者绿灯延长，并将该判断结果发送给交管网，

以对该路口的红灯或者绿灯进行控制，实现车辆优先通过。

[0013] 进一步的，为了使车辆在遭遇路况不佳时能够及时作出反应，该智能管控云平台

还用于依据交管网发布的包括路堵、施工、危险的路况信息，根据该路况信息对车辆的车速

进行限制或者绕过预警路线，并将车速限制值指令信息或者行驶路段改变指令信息下发给

车载终端以对车辆进行控制。

[0014] 进一步的，为了分离客流量，该智能管控云平台还用于获取客流量信息，根据客流

量信息对车辆在某区域、路段、车站进行编列、分离，满足不同方向、疏密不同的客流需求。

[0015] 进一步的，为了使车辆能够面对天气恶劣的环境，该智能管控云平台还用于获取

天气信息，在车辆遭遇恶劣天气时，根据交管网和/或云管网发布的临时限速信息对车速进

行限制，并将该临时限速信息下发给车载终端以对车辆的速度进行控制。

[0016] 进一步的，该智能管控云平台还用于下发导航行驶路线给车辆，并监控车辆是否

按照设定的行驶路线行驶。

[0017] 进一步的，为了提高处于盲区路段车辆的安全性，该智能管控云平台还用于获取

盲区路段信息，并将该盲区的车辆、行人危险信息发送给处于盲区路段中的各车辆，以作警

示。

[0018] 进一步的，该智能管控云平台还用于对车辆的远程控制，通过LTE-V的通讯优势，

用5G时延短的技术，数据指令在车载终端得以实现，融合了自动驾驶的操控，达到操控的完

善。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自动驾驶管控系统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整体来讲，如图1，本发明的系统采用了北斗卫星定位差分技术，LTE-V短程蜂窝通

讯技术，V2X系统技术，以智能交通云平台为载体，并融合强大的交管网、云管网发布的数

据，进行数据共享，从而实现了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对自动驾驶车辆的实时监控、危险预警、

盲区预警、规避路堵、车辆诱速、自动跟驰、智能调度、远程控制功能，以满足自动驾驶车辆

新的需求，完成对自动驾驶车辆的管控。

[0021] 本发明的车辆，可以是自动驾驶车辆，特别涉及两客一危车辆，包括旅游客车、客

运客车、危险品运输车。当自动驾驶车辆在某一地域时空运行时，车载终端将车辆运行信息

数据上传至智能交通云平台，同时交管网、云管网通过信息线，将管理信息交互给智能交通

云平台，互联网系统也将相关的环境信息、运输信息交互给智能交通云平台，而且北斗卫星

定位系统和V2X系统也通过无线通讯，将他车、路况、盲区、行人等信息，交互给车、人、路、网

络，并上传给智能交通云平台，达到信息数据共享、管控结合、协调运行和智能交通云平台

统筹，系统管控的全盘掌握。

[0022] 其中V2X系统包括：V2V车与车通讯，V2I车与设施通讯，V2P车与人通讯和V2N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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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通讯。

[0023] 本发明的智能交通云平台相当于车辆的大脑，对车辆进行操控与管控。下面针对

不同的场景，以对本发明进行详细介绍。

[0024] 场景一

[0025] 在自动驾驶车辆行驶在无法识别路标的路段，无法识别该路段的车速限制信息

时，智能交通云平台提供导航地图的历史法规记忆，能够根据地图上的道路等级限速、道路

类别限速来得到车辆的限速信息，并将该限制信息下发给车载终端以对车辆的速度进行控

制，使车辆科学限速行驶。

[0026] 或者，智能交通云平台根据车辆上传的最近一个月的、该车辆行驶时间段内的该

路段上行驶车辆的车速的加权平均值，来得到车辆的限制值，并将该限速值下发给车载终

端以对车辆的速度进行控制。例如，该车辆是下午三点在该路段上行驶，发现该路段无法识

别车速限制信息，那么需要收集的可以是过去一个月内每天下午两点到下午四点之间的所

有通行车辆的速度信息。

[0027] 另外，还可以通过V2X系统来跟路侧设备进行通讯，来获取当前路段的路段信息。

若当前路段为隧道、桥梁，则需要对车辆的车速进行限制，智能交通云平台将该车速限制指

令信息下发给车载终端以对车辆的速度进行控制。

[0028] 在无法识别该路的车速限制信息且遭遇突发状况时，这里的突然状况包括路堵、

施工等情况，则需要对车辆的车速进行限制，智能交通云平台将该车速限制指令信息下发

给车载终端以对车辆的速度进行控制。

[0029] 还可共享交管网的摄像监控数据、云管网发布的通讯信息，以及车辆卫星定位流

量，当发现车流量较大时，在智能交通云平台接收到这些信息时，也要对车辆的车速进行限

制，并将车速限制指令信息下发给车载终端以对车辆的速度进行控制。

[0030] 场景二

[0031] 在遇到大雾、大雪等情况下，车辆常常遭遇无法识别信号灯的情况，此时信息数据

的预知变得尤为重要。通过V2X系统与路侧信号机进行数据交互，再利用LTE-V技术，将行驶

路段的信号灯的实时状态数据传送给车载终端。V2I数据交换机与信号机通过数据线，实时

传输信号数据，交换机再将数据信息通过LTE-V设备，传输给车载终端，把实时状态数据包

括该信号灯的位置，正处于红灯或者绿灯的状态，红灯还要持续多久，还要多长时间才能达

到绿灯，等等传给车载终端。此时，车载终端便会根据自己当前的位置以及信号灯的位置信

息，计算得到距离信号灯的距离，同时根据当前速度，计算得到到达该信号灯的时间，在与

该信号灯的红绿灯时间进行匹配，看是否达到该路口时刚好是绿灯、车辆不用停的状态，若

不符合该条件，则对车辆的速度进行调整，以使车辆正好达到路口不停车。两点间的距离公

式、速度、距离、时间关系式，软件程序算法，这里不再阐述。

[0032] 或者，在需要到达路口不停车，或者车辆需要优先通过时，需要智能交通云平台给

交管网指令，以通过交管网控制信号灯变化，可使红灯早变或者使绿灯延长，同时保证行人

通过。例如，预测下个路口的距离时长为15s。此时根据车辆定位、车速和路口坐标，计算出

该车辆到达路口的时间，当红灯余时大于15s时，且与该车辆行驶方向垂直的左右方向已通

过最少时长(即已保证左右方向的行人通过时)，可使交管网控制红灯早变，从而实现车辆

在通过路口时不停车；红灯余时小于15s时，可根据车辆定位、路口坐标以及时长，计算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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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应行驶的诱导车速，从而实现达到路口不停车；当绿灯余时大于15s的，可正常通过；绿灯

余时小于15s的，可使绿灯延迟5s，使车辆在延长的时间内通过路口。

[0033] 场景三

[0034] 当遇到路堵、施工、危险等路况，交管网与V2X系统会实时发布该信息，V2N、V2I都

将预警信息实时发布，通过LTE-V传输给车载终端，并将该信息传送给智能交通云平台，智

能交通云平台根据该信息，参照精准地图数据，判断车辆需要限速或者需要绕行，并将该指

令信息发给车载终端，以控制车辆限速行驶以缓慢通过或者根据导航绕道。

[0035] 场景四

[0036] 当遇到较大客流时，客流调查系统经互联网系统，传递给智能交通云平台。这里的

客流调查系统，包括：一是车载客流调查系统，可通过摄像识别、红外感知、称重感知等现有

技术；二是车站客流调查系统，可通过摄像识别(包括人脸识别)、红外感知、触屏交互、通道

计数、刷卡统计等；三是收集微信关注APP出行选择、微信支付乘车扫码等来对客流进行数

据统计；四是在商场、人员密集路口的广场设立广告宣传触摸屏，进行客流调查、出行选择、

乘车支付扫码，以对客流数据进行统计。智能交通云平台根据客流实时数据，调用智能调度

模块，组织各时空节点的车辆进行约束性的编列、分离等动作，车辆编组、编列是根据调度

指令进行的，某车与某车相接，某车在何处分离，相邻车辆是共享指令，而采取相应均速动

作完成配合，车载终端与整车控制器有相应的算法模型进行操控。硬件、操控动作这里不再

阐述。与上述动作同时发出重点路、区管控指令给交管网，以协助车辆通行。通过北斗卫星

定位系统、各车载终端，进行编组编列的跟驰、诱速，V2V的数据交互共享，高效、高速的通讯

技术10ms内完成，可靠支撑了操作车辆同步的实现，加上车载终端已有完全的自适应算法

模型，根据指令编列，完成由车辆统一操作数据共享的功能，实现跟驰、诱速，达到区域性安

全通行保障。视频的监控，实时管控车辆超载的情况，这是车载客流调查的功能之一，超载

不会行驶，车载语音通知乘客分流他车编列。

[0037] 场景五

[0038] 智能交通云平台还可实时获取天气信息，当遇到恶劣的气候环境时，交管网和运

管网均有天气预报信息，能够实时播报雾、雪、雨、风等的信息，在智能交通云平台接收到这

些信息时，通过V2I、V2P对附近的车辆、道路、行人进行提醒。其中，对行人提醒可使用手机

APP进行提醒，V2P的通信是车与手机通过LTE-V交互来达到信息交互的，在一定距离(300m)

可发送预警信息，或者使用临时语音进行提醒。格外的，在遇到恶劣天气时，交管网会发布

临时限速信息，低于正常限速的20％～75％，并将该信息传递给智能交通云平台，智能交通

云平台将该信息下发至该恶劣天气区域范围内的车载终端，车载终端根据这些信息以及预

设的控制模型，结合本车的传感器，以及车速信息、车轮滑移率、风速数据等，计算车辆的安

全运行数据。

[0039] 场景六

[0040] 对于一些不会脱离规定行驶路线的车辆，即智能交通云平台下发路线指令给车

辆，使车辆按照设定路线行驶，经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按指令行驶的路线，导航数

据同时共享给交管网、V2X系统、智能交通云平台和运管网。当车辆本身出现掉通讯、被动事

故、突发内容等事件时，车辆将这些信息上传给智能交通云平台，智能交通云平台将车辆上

传的信息与设定的行驶路线进行比对，判断是否相符，若不符，则智能交通云平台会发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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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报告，实现运行轨迹实时监控，完成交管网、V2X系统与智能交通云平台、运管网的双信息

管控。

[0041] 场景七

[0042] 当车辆遇到行驶盲区时，主要包括无信号灯的路口、山顶背面、弯道遮挡等场景，

此时需要提醒车辆、行人注意安全。V2X系统中的V2I路侧通讯设备连通雷达感知设备，采集

到盲区的车、人(大于5km/h)的相向数据，经通讯设备LTE-V传递给临近车辆的车载终端和

行人，警示双方，互有危险，需及时规避。车辆由路侧设备获得信息，路侧设备经基站由互联

网给行人的手机发送警告信息，或由路侧LED屏提示行人。同时，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转

传至智能交通云平台，若智能交通云平台分析车辆动作不当，会下发指令至车载终端，以使

车辆规避危险。车载终端在得到该预警数据后，结合自身操控数据，发出规避危险的操作指

令给操作系统，完成双重保护措施。

[0043] 整体来讲，本发明的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智能管控云平台，通过实时监控、危

险预警、盲区预警、规避路堵、车辆诱速、自动跟驰、智能调度、远程控制等功能，满足了新需

求；并以强大的智能交通平台云融合交管网、运管网，共享数据，实现管控。本发明结合历史

数据对该车辆进行科学管控，提高了自动驾驶车辆运行的安全性，进而实现智慧城市、智能

交通的功能，完成对自动驾驶两客一危车辆的管控工作。

[0044] 尽管本发明的内容已经通过上述优选实施例作了详细介绍，但应当认识到上述的

描述不应被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制。在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了上述内容后，对于本发明的

多种修改和替代都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由所附的权利要求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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