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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說明書】

【中文發明名稱】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 

統及其方法

［英文發明名稱】lane model with modulation 
WEIGHTING FOR VEHICLE LATERAL CONTROL 

SYSTEM AND METHOD THEREOF

【技術領域】

【0001】本發明是關於一種車輛橫向控制系統及其方 

法，特別是關於一種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 

系統及其方法。

【先前技術】

【0002】車道線跟踪控制系統是利用從攝像頭傳感器獲 

得的圖像信息檢測車道線，並根據車道線檢測結果防止車 

輛偏離車道線的車輛控制系統，亦可稱為車輛橫向控制系 

統。一般車道線跟踪控制系統是使轉向控制裝置發生輔助 

轉向力矩而控制轉向，從而控制車輛在行駛中不偏離車道 

線。此外，車道線跟踪控制系統還開發出一種控制車輛轉 

向而使車輛跟踪道路中心行駛，以實施車道線跟踪控制的 

道路中心跟踪控制系統。

［0003］目前有許多車輛橫向控制系統被提出，但傳統

的車輛橫向控制系統是根據駕駛員的駕駛傾向設定車輛需

要跟踪的基準與跟踪位置，因此道路或者駕駛員的狀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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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合曲線相隔一橫向偏移距離，橫向偏移權重值隨著橫向 

偏移距離增加而遞增。再者，前述控制器之轉向控制力權 

重可為一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且控制器依據車 

速、加速度及偏航角速度運算求得一超過車道線時間。當 

超過車道線時間小於等於一預設時間時，預估超過車道線 

時間權重值等於1。反之，當超過車道線時間大於預設時 

間時，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隨著超過車道線時間增 

加而遞減。此外，前述控制器之轉向控制力權重可依據一 

橫向偏移權重值與一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之最大值 

決定。另外，前述控制器之轉向控制力權重可包含橫向偏 

移權重值、第一百分比參數、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 

及第二百分比參數。轉向控制力權重等於橫向偏移權重值 

乘以第一百分比參數減去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乘以 

第二百分比參數。第一百分比參數與第二百分比參數之總 

合為100%。再者，前述轉向裝置可包含電流控制機構、 

驅動機構以及轉向機構，其中電流控制機構提供一驅動電 

流，此電流控制機構依據轉向控制力權重調控驅動電流的 

大小。驅動機構電性連接電流控制機構且受驅動電流控 

制。轉向機構受驅動機構連結帶動，此轉向機構依據驅動 

電流控制車輛的轉向。此外，前述驅動電流可隨著轉向控 

制力權重增加而變大，且驅動電流隨著轉向控制力權重減 

少而變小。另外 > 前述車輛動態參數可包含車速、加速 

度、偏航角速度、轉角及駕駛扭矩。再者，前述預視距離 

內之預視權重可大於預視距離外之預視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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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依據本發明的方法態樣之一實施方式提供一種 

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方法，其用以控制車 

輛，此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方法包含車前 

畫面撷取步驟、影像處理步驟、控制力權重產生步驟以及 

車輛轉向控制步驟。其中車前畫面撷取步驟係提供一攝影 

機朝向車輛之前方攝影並輸出一車前畫面資料。影像處理 

步驟係提供一影像處理裝置接收並分析車前畫面資料以得 

到複數個車道特徵點，且依據這些車道特徵點與一預視權 

重建立一車道擬合曲線。此外，控制力權重產生步驟係提 

供一控制器依據車道擬合曲線及複數個車輛動態參數計算 

產生一轉向控制力權重。控制器包含一預視距離，而預視 

權重根據預視距離的改變而變化。而車輛轉向控制步驟係 

提供一轉向裝置依據轉向控制力權重控制車輛的轉向。

[0010]藉此，本發明的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 

向控制方法可依據轉向控制力權重對驅動電流作適應性之 

調變，不但能讓轉向控制力平順地切換，還可提高切換過 

程的安全性與舒適度。

[0011]前述實施方式之其他實施例如下：前述控制力 

權重產生步驟中，控制器之轉向控制力權重為一橫向偏移 

權重值。車輛與車道擬合曲線相隔一橫向偏移距離，橫向 

偏移權重值隨著橫向偏移距離增加而遞增。此外，在前述 

控制力權重產生步驟中，控制器之轉向控制力權重可為一 

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且控制器依據車速、加速度 

及偏航角速度運算求得一超過車道線時間。當超過車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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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小於等於一預設時間時，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 

等於ί。反之，當超過車道線時間大於預設時間時，預估 

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隨著超過車道線時間增加而遞減。 

再者，在前述控制力權重產生步驟中，控制器之轉向控制 

力權重可依據一橫向偏移權重值與一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 

權重值之最大值決定。另外，在前述控制力權重產生步驟 

中，控制器之轉向控制力權重包含一橫向偏移權重值、一 

第一百分比參數、一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及一第二 

百分比參數，且轉向控制力權重等於橫向偏移權重值乘以 

第一百分比參數減去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乘以第二 

百分比參數。其中第一百分比參數與第二百分比參數之總 

合為100%。此外，前述車輛轉向控制步驟可包含電流控 

制子步驟、驅動子步驟以及轉向子步驟，其中電流控制子 

步驟係提供一電流控制機構依據轉向控制力權重調控一驅 

動電流的大小。而驅動子步驟係利用驅動電流控制一驅動 

機構。至於轉向子步驟則提供一個受驅動機構連結帶動之 

轉向機構依據驅動電流控制車輛的轉向。另外，在前述車 

輛轉向控制步驟中，驅動電流隨著轉向控制力權重增加而 

變大，且驅動電流隨著轉向控制力權重減少而變小。再 

者，在前述控制力權重產生步驟中，預視距離內之預視權 

重大於預視距離外之預視權重。

【圖式簡單說明】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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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圖係繪示本發明一實施例的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 

輛橫向控制系統的示意圖。

第2圖係繪示第1圖的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 

制系統的外觀示意圖。

第3圖係繪示本發明的預視距離對應車道模型之示意圖。

第4圖係繪示習知與本發明的車道擬合曲線之示意圖。

第5A圖係繪示本發明第一實施例的預視權重之示意圖。

第5B圖係繪示本發明第二實施例的預視權重之示意圖。

第6圖係繪示第1圖的轉向裝置之示意圖。

第7圖係繪示第6圖的轉向控制力權重之橫向偏移權重值 

的示意圖。

第8圖係繪示第6圖的轉向控制力權重之預估超過車道線 

時間權重值的示意圖。

第9圖係繪示本發明一實施例的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 

輛橫向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圖。

第10圖係繪示本發明另一實施例的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 

之車輛橫向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圖。

【實施方式】

【0013】以下將參照圖式說明本發明之複數個實施例。

為明確說明起見，許多實務上的細節將在以下敘述中一併 

說明。然而，應瞭解到，這些實務上的細節不應用以限制 

本發明。也就是說，在本發明部分實施例中，這些實務上 

的細節是非必要的。此外，為簡化圖式起見，一些習知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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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結構與元件在圖式中將以簡單示意的方式繪示之；並 

且重複之元件將可能使用相同的編號表示之。

【0014】請一併參閱第1至8圖，第1圖係繪示本發明 

一實施例的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100 

的示意圖。第2圖係繪示第1圖的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 

車輛橫向控制系統100的外觀示意圖。第3圖係繪示本發 

明的預視距離D對應車道模型之示意圖。第4圖係繪示習 

知與本發明的車道擬合曲線*之示意圖。第5A圖係繪示 

本發明第一實施例的預視權重皿心疑（旳）之示意圖。第5B 

圖係繪示本發明第二實施例的預視權重皿心醛（旳）之示意 

圖。第6圖係繪示第1圖的轉向裝置500之示意圖。第7 

圖係繪示第6圖的轉向控制力權重归R之橫向偏移權重值 

W1的示意圖。第8圖係繪示第6圖的轉向控制力權重WR 

之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 W2的示意圖。如圖所示， 

本發明的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100用 

以控制一車輛110，且此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 

控制系統100包含攝影機200、影像處理裝置300、控制 

器400以及轉向裝置500。

[0015]攝影機200設於車輛110上，且攝影機200 

朝向車輛110之前方攝影並輸出一車前畫面資料210。此 

車前畫面資料210可為二維或三維影像，端看攝影機200 

之功能。攝影機200所輸出的車前畫面資料210用以提供 

給影像處理裝置300作後續運算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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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會依據車輛動態參數410的駕駛扭矩以及車道擬合曲 

線丿計算產生啟停訊號442，此啟停訊號442為。以決定 

轉向裝置500為停止狀態（由駕駛控制轉向；turn off）。 

相反地，若駕駛沒有要離開車道，此時啟停條件計算單元 

440會依據車輛動態參數410的駕駛扭矩以及車道擬合曲 

線7計算產生啟停訊號442，此啟停訊號442為1以決定 

轉向裝置500為啟動狀態（由系統控制轉向；turn on）。

[0019]請一併參閱第6及8圖，第二個實施例的轉向 

控制力權重仍?為一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 W2，且控 

制器400依據車速、加速度及偏航角速度（yaw rate）運算 

求得一超過車道線時間T，此超過車道線時間T代表系統 

預估車輛110會超過車道擬合曲線尹的時間。當超過車道 

線時間T小於等於一預設時間Τι時，預估超過車道線時 

間權重值W2等於1。當超過車道線時間T大於預設時間 

Τι時，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W2隨著超過車道線時 

間T增加而遞減。換句話說，當系統預估車輛110會在短 

時間內超過車道擬合曲線y時，轉向控制力權重計算單元 

450會提供較大的轉向控制力權重，（即較大的預估超過 

車道線時間權重值 W2），使系統能主導控制轉向並自動調 

整轉向裝置500 ；當系統預估車輛110在一定時間之後才 

會超過車道擬合曲線A時，轉向控制力權重計算單元450 

會提供較小的轉向控制力權重WR （即較小的預估超過車道 

線時間權重值 W2），讓轉向的主導權還給駕駛，使駕駛能 

手動調整轉向裝置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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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請一併參閱第6、7及8圖，第三個實施例的 

轉向控制力權重仍？係依據橫向偏移權重值W1與預估超 

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 W2之最大值決定，亦即轉向控制力 

權重WR =max(Wl, W2)。也就是說，轉向控制力權重WR 

為橫向偏移權重值W1與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W2 

之交互作用，而且系統會同時考量橫向偏移距離y_offset 

與超過車道線時間T之狀況，只要任一個達到條件而使權 

重值增加，系統即會調整轉向控制力的權重。此外，橫向 

偏移權重值W1可以不隨車速改變開口大小，亦即第7圖 

的橫向偏移權重值 W1之形狀不會隨車速而改變。而預估 

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W2則需考量車輛110的速度、加 

速度及偏航角速度。藉此，本發明利用多重考量的轉向控 

制力權重巧^來調節轉向裝置500介入的控制力大小，能 

平順地切換控制力。

【0021】 請一併參閱第6、7及8圖，第四個實施例的 

轉向控制力權重，包含橫向偏移權重值W1、第一百分比 

參數e、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 W2以及第二百分比 

參數f。轉向控制力權重也等於橫向偏移權重值W1乘以 

第一百分比參數e減去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W2乘 

以第二百分比參數f，其中第一百分比參數e與第二百分 

比參數f之總合為100%，亦即仍?=Wlxe + W2xf且f = 1- 

e。第一百分比參數e與第二百分比參數f為可調參數，可 

視需求定之。藉此，本發明透過多重考量的轉向控制力權 

重也來調節轉向裝置500介入的控制力大小，能依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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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作彈性地調整與規劃，且可平順地切換控制力，進而提 

高切換控制權的安全性並大幅降低突發控制力對駕駛的不 

良影響及不舒服的感受。

【0022】轉向裝置500則訊號連接控制器400且設於 

車輛110上，轉向裝置500依據轉向控制力權重羽?控制 

車輛110的轉向。詳細地說，轉向裝置500包含角度控制 

單元510、速度控制單元520、權重運算單元530、轉向 

控制力決定單元540、電流控制機構550、驅動機構560 

以及轉向機構570。其中角度控制單元510訊號連接速度 

控制單元520與側向位移補償單元430，角度控制單元 

510接收來自側向位移補償單元430的轉向角。，且角度 

控制單元510與速度控制單元520用以運算產生轉向所需 

之電流命令522。再者，權重運算單元530訊號連接速度 

控制單元520與轉向控制力權重計算單元450，且權重運 

算單元530係將轉向控制力權重WR與電流命令522相乘 

而輸出一電流權重參數。轉向控制力決定單元540訊號連 

接權重運算單元530並接收電流權重參數與電動輔助轉向 

參數EPS_z·，轉向控制力決定單元540會依據電動輔助轉 

向參數EPS」與電流權重參數決定施予驅動機構560的電 

流大小，以整合調節電動輔助轉向(electric power 

steering ； EPS)介入的控制力大小。此外5電流控制機構 

550訊號連接轉向控制力決定單元540並提供一驅動電流 

552，電流控制機構550依據轉向控制力權重WR調控驅動 

電流552的大小。驅動電流552隨著轉向控制力權重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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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變大，且驅動電流552隨著轉向控制力權重也減 

少而變小。另外，驅動機構560電性連接電流控制機構 

550且受驅動電流552控制，本實施例之驅動機構560為 

一電動馬達。轉向機構570受驅動機構560連結帶動，轉 

向機構570藉由驅動機構560依據驅動電流5 52控制車輛 

110的轉向。本實施例之轉向機構570包含方向盤、減速 

機、齒輪、傳動軸、輪胎等，由於其為習知技術，故結構 

細節不再贅述。藉此，本發明的轉向裝置500結合電動輔 

助轉向，並依據電動輔助轉向參數EPS_z與電流權重參數 

決定施予驅動機構560的電流大小，以整合調節電動輔助 

轉向介入的控制力，進而增加切換控制力的平順度。

【0023】 請一併參閱第1及9圖，第9圖係繪示本發明 

一實施例的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方法600 

的流程示意圖。如圖所示，此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 

橫向控制方法600包含車前畫面撷取步驟S12、影像處理 

步驟S14、控制力權重產生步驟S16以及車輛轉向控制步 

驟 S18 °

【0024】車前畫面撷取步驟S12係提供一攝影機200 

朝向車輛110之前方攝影並輸出車前畫面資料210。

【0025】 影像處理步驟S14係提供一影像處理裝置300 

接收並分析車前畫面資料210以得到複數個車道特徵點 

310，且依據這些車道特徵點310與預視權重wimage(Xi) 

建立車道擬合曲線孑。預視權重wimage(Xi)的實施例可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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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之式子(1)與(2)。而車道擬合曲線的擬合運算過程 

可參見前述之式子(3)-(6)。

【0026】 控制力權重產生步驟S16係提供一控制器400 

依據車道擬合曲線y及複數個車輛動態參數410計算產生 

一轉向控制力權重仍?。控制器400包含預視距離D，預視 

權重皿心疑(旳)根據預視距離D的改變而變化，如第5A 

與5B圖所示。其中第5A圖可知，預視距離D內之預視 

權重Wmage(Xj)大於預視距離D外之預視權重 

Wjwge(Xi)。再者，轉向控制力權重也可參閱第7及8 

圖，其可為橫向偏移權重值 W1、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 

重值 W2或兩者之交互作用。以下舉四個實施例加以說 

明，在第一個實施例中，控制器400之轉向控制力權重WR 

為一橫向偏移權重值W1，車輛110與車道擬合曲線*相 

隔一橫向偏移距離y_offset，橫向偏移權重值W1隨著橫 

向偏移距離y_offset增加而遞增，如第7圖所示。在第二 

個實施例中，控制器400之轉向控制力權重也為一預估超 

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W2，且控制器400依據車輛'110的 

車速、加速度及偏航角速度運算求得一超過車道線時間 

T。當超過車道線時間T小於等於一預設時間Τι時，預估 

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 W2等於1 ；當超過車道線時間T 

大於預設時間Τι時，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W2隨著 

超過車道線時間T增加而遞減。另外，在第三個實施例 

中，控制器400之轉向控制力權重仍?依據橫向偏移權重值 

W1與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W2之最大值決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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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個實施例中，控制器400之轉向控制力權重恥包含 

橫向偏移權重值W1、第一百分比參數e、預估超過車道線 

時間權重值W2及第二百分比參數f，轉向控制力權重WR 

等於橫向偏移權重值W1乘以第一百分比參數e減去預估 

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 W2乘以第二百分比參數f，第一 

百分比參數e與第二百分比參數f之總合為100%。

【0027】車輛轉向控制步驟S18係提供一轉向裝置500 

依據轉向控制力權重，控制車輛110的轉向。綜上，本 

發明透過多重考量的轉向控制力權重仍?來調節轉向裝置 

500介入的控制力大小，能依據需求作彈性地調整與規 

劃，且可平順地切換控制力，進而提高切換控制權的安全 

性並大幅降低突發控制力對駕駛的不良影響及不舒服的感 

受。

【0028】 請一併參閱第1及10圖，第10圖係繪示本 

發明另一實施例的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方 

法600a的流程示意圖。如圖所示，此可權重調變車道模 

型之車輛橫向控制方法600a包含車前畫面撷取步驟S22、 

影像處理步驟S24、控制力權重產生步驟S26以及車輛轉 

向控制步驟S28。

【0029】 配合參閱第9圖，在第10圖的實施例中，車前 

畫面撷取步驟S22、影像處理步驟S24、控制力權重產生步 

驟S26均與第9圖的車前畫面撷取步驟S12、影像處理步驟 

S14、控制力權重產生步驟S16之方塊相同，不再贅述。特 

別的是，第10圖實施例之車輛轉向控制步驟S28包含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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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子步驟S282、驅動子步驟S284以及轉向子步驟 

S286，其中電流控制子步驟S282係提供一電流控制機構 

55 0依據轉向控制力權重仍?調控一驅動電流5 52的大小。 

而驅動子步驟S284係利用驅動電流552控制一驅動機構 

560。至於轉向子步驟S286係提供受驅動機構560連結帶 

動之轉向機構570依據驅動電流552控制車輛· 110的轉 

向。此外，驅動電流552隨著轉向控制力權重也增加而 

變大，且驅動電流552隨著轉向控制力權重，減少而變 

小。藉此，本發明的驅動電流552可依據轉向控制力權重 

WR作適應性之調變，不但能讓轉向控制力平順地切換，還 

可提高切換過程的安全性與舒適度。

【0030】由上述實施方式可知，本發明具有下列優點： 

其一，利用影像處理裝置結合控制器，並透過控制所需的 

預視距離的位置點賦予車道特徵點較大的權重值，以進行 

精準之車道模型計算，可大幅提升系統控制的效果以及車 

道擬合曲線的精確度。其二，透過多重考量的轉向控制力 

權重來調節轉向裝置介入的控制力大小，能依據需求作彈 

性地調整與規劃，且可平順地切換控制力，進而提高切換 

控制權的安全性並大幅降低突發控制力對駕駛的不良影響 

及不舒服的感受。其三，驅動電流可依據轉向控制力權重 

作適應性之調變，不但能讓轉向控制力平順地切換，還可 

提高切換過程的安全性與舒適度。其四，在預視權重與轉 

向控制力權重之交互調控下，系統能平順地切換轉向控制 

力，以解決習知技術中切換轉向控制力的過程容易發生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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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控制力的產生、突發控制力所造成之不安全情況以及影 

響駕駛操控感受的問題。

【0。31】 雖然本發明已以實施方式揭露如上，然其並非 

用以限定本發明，任何熟習此技藝者，在不脫離本發明之 

精神和範圍內，當可作各種之更動與潤飾，因此本發明之 

保護範圍當視後附之申請專利範圍所界定者為準。

【符號說明】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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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

車輛橫向控制系統

110 :車輛

600、600a :可權重調變車

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方法

S12、S22 :車前畫面撷取步

200 :攝影機 驟

210 :車刖畫面資料 S14、S24 :影像處理步驟

300 :影像處理裝置 S16、S26 :控制力權重產生

310 :車道特徵點 步驟

320 :車道特徵點辨識單元 S18、S28 :車輛轉向控制步

330 :車道特徵點權重調整單 驟

元 S282 :電流控制子步驟

340 :曲線擬合單元 S284 •驅動子步驟

400 :控制器 S286 :轉向子步驟

410 :車輛動態參數 皿次ge(Xj):預視權重

420 :預視距離計算單元 J:車道擬合曲線

430 :側向位移補償單元 (七,山·)：座標資訊

440 :啟停條件計算單元 Xi、yi、i、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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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啟停訊號

450 :轉向控制力權重計算單 

元

500 :轉向裝置

510 :角度控制單元

520 :速度控制單元

522 ：電流命令

530 :權重運算單元

540 :轉向控制力決定單元

550 :電流控制機構

552 ：驅動電流

560 :驅動機構

570 :轉向機構

P、q、r ··參數

D:預視距離

WR :轉向控制力權重

W1 :橫向偏移權重值

y_offset ：橫向偏移距離

W2 :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 

權重值

T：超過車道線時間

T1 :預設時間

TF ：預視時間

e:第一百分比參數

f ：第二百分比參數

Θ :轉向角

EPS_z :電動輔助轉向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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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號：106139527
申請日：106/11/15

1645999 ［發明摘要】心類：

【中文發明名稱】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

-統及其方法

' 【英文發明名稱】LANE MODEL WITH MODULATION

WEIGHTING FOR VEHICLE LATERAL CONTROL 

SYSTEM AND METHOD THEREOF

【中文】

本發明提供一種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 

系統，包含攝影機、影像處理裝置、控制器及轉向裝置， 

其中攝影機朝向車輛之前方攝影並輸出車前畫面資料。影 

像處理裝置接收並分析車前畫面資料以得到車道特徵點， 

然後依據車道特徵點與預視權重建立車道擬合曲線。控制 

器包含車輛動態參數及預視距離，預視權重根據預視距離 

的改變而變化。控制器依據車道擬合曲線及車輛動態參數· 

計算產生轉向控制力權重。轉向裝置依據轉向控制力權重 

控制車輛的轉向。藉此，透過預視權重以及轉向控制力權 

重調節轉向裝置介入的控制力大小，能平順地切換控制 

力。

' 【英文】

A lane model with modulation weighting for a 

vehicle lateral control system and a control method 

thereof are proposed to control a vehicle. The lane 

公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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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with modulation weighting for the vehicle 

lateral control system includes a camera, an image 

processing device, a controller and a steering device. 

The camera is disposed on the vehicle and faces toward 

a front of the vehicle. The camera is configured to 

capture a front image of the vehicle. The image 

processing device is signally connected to the camera 

and receives the front image of the vehicle. The front 

image of the vehicle is analyzed by the image 

processing device to obtain a plurality of lane feature 

points. The image processing device establishes a lane 

fitting curve according to the lane feature points and a 

target weighting. In addition, the controller is 

signally connected to the image processing device and 

includes a plurality of vehicle dynamic parameters and 

a target distance. The target weighting is changeable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distance. The controller 

generates a steering control weighting according to the 

lane fitting curve and the vehicle dynamic parameters. 

The steering device is signally connected to the 

controller and disposed on the vehicle. The steering 

device is configured to control a turning direction of 

the vehicle according to the steering control weighting. 

Therefore, the proposed system and method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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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disclosure may smoothly adjust a 

control force produced by the steering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weighting and the 

control weighting, thereby allowing the 

control force to be smoothly switched between 

and the system.

【指定代表圖】 第1圖

【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00 :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

200 :攝影機

210 :車前畫面資料

300 :影像處理裝置

310：車道特徵點

320 :車道特徵點辨識單元

330 :車道特徵點權重調整單元

340 :曲線擬合單元

400 :控制器

410 :車輛動態參數

420 :預視距離計算單元

430 :側向位移補償單元

440 :啟停條件計算單元

442 :啟停訊號

450 :轉向控制力權重計算單元

500 :轉向裝置

steering 

device 

steering 

steering 

a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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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角度控制單元

520 速度控制單元

530 權重運算單元

540 轉向控制力決定單元

550 電流控制機構

560 驅動機構

570 轉向機構

y:車道擬合曲線

D:預視距離

WR :轉向控制力權重

TF :預視時間

Θ :轉向角

EPS_z :電動輔助轉向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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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一種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 

系統，用以控制一車輛，該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 

向控制系統包含：

一攝影機，設於該車輛上，該攝影機朝向該車輛之前 

方攝影並輸出一車前畫面資料；

一影像處理裝置，訊號連接該攝影機，該影像處理裝 

置接收並分析該車前畫面資料以得到複數車道特徵點，且 

該影像處理裝置依據該些車道特徵點與一預視權重建立一 

車道擬合曲線；

一控制器，訊號連接該影像處理裝置並包含複數車輛 

動態參數及一預視距離，該預視權重根據該預視距離的改 

變而變化，該控制器依據該車道擬合曲線及該些車輛動態 

參數計算產生一轉向控制力權重；以及

一轉向裝置，訊號連接該控制器且設於該車輛上，該 

轉向裝置依據該轉向控制力權重控制該車輛的轉向。

【第2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可權重調變 

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其中該控制器之該轉向控 

制力權重為一橫向偏移權重值，該車輛與該車道擬合曲線 

相隔一橫向偏移距離，該橫向偏移權重值隨著該橫向偏移 

距離增加而遞增。

【第3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可權重調變

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其中該控制器之該轉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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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力權重為一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且該控制器依 

據一車速、一加速度及一偏航角速度運算求得一超過車道 

線時間；

其中，當該超過車道線時間小於等於一預設時間時， 

該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等於ί ；

其中，當該超過車道線時間大於該預設時間時，該預 

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隨著該超過車道線時間增加而遞 

減。

【第4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可權重調變 

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其中該控制器之該轉向控 

制力權重依據一橫向偏移權重值與一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 

權重值之最大值決定。

【第5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可權重調變 

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其中該控制器之該轉向控 

制力權重包含一橫向偏移權重值、一第一百分比參數、一 

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及一第二百分比參數，該轉向 

控制力權重等於該橫向偏移權重值乘以該第一百分比參數 

減去該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乘以該第二百分比參 

數，該第一百分比參數與該第二百分比參數之總合為 

100%。

【第6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可權重調變

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其中該轉向裝置包含：

第2頁



1645999

一電流控制機構，提供一驅動電流，該電流控制機構 

依據該轉向控制力權重調控該驅動電流的大小 ；

一驅動機構，電性連接該電流控制機構且受該驅動電 

流控制；及

一轉向機構，受該驅動機構連結帶動，該轉向機構依 

據該驅動電流控制該車輛的轉向。

【第7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所述之可權重調變 

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其中該驅動電流隨著該轉 

向控制力權重增加而變大，且該驅動電流隨著該轉向控制 

力權重減少而變小。

【第8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可權重調變 

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其中該些車輛動態參數包 

含一車速、一加速度、一偏航角速度、一轉角及一駕駛扭 

矩。

【第9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可權重調變 

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其中該預視距離內之該預 

視權重大於該預視距離外之該預視權重。

【第10項】一種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

制方法，用以控制一車輛，該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

橫向控制方法包含以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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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車前畫面撷取步驟，係提供一攝影機朝向該車輛之 

前方攝影並輸出一車前畫面資料；

一影像處理步驟，係提供一影像處理裝置接收並分析 

該車前畫面資料以得到複數車道特徵點，且依據該些車道 

特徵點與一預視權重建立一車道擬合曲線 ；

一控制力權重產生步驟，係提供一控制器依據該車道 

擬合曲線及複數車輛動態參數計算產生一轉向控制力權 

重，控制器包含一預視距離，該預視權重根據該預視距離 

的改變而變化；以及

一車輛轉向控制步驟，係提供一轉向裝置依據該轉向 

控制力權重控制該車輛的轉向。

【第11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可權重 

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方法，其中在該控制力權重 

產生步驟中，該控制器之該轉向控制力權重為一橫向偏移 

權重值，該車輛與該車道擬合曲線相隔一橫向偏移距離 ， 

該橫向偏移權重值隨著該橫向偏移距離增加而遞增。

【第12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可權重 

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方法，其中在該控制力權重 

產生步驟中，該控制器之該轉向控制力權重為一預估超過 

車道線時間權重值，且該控制器依據一車速、一加速度及 

一偏航角速度運算求得一超過車道線時間；

其中，當該超過車道線時間小於等於一預設時間時 ， 

該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等於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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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當該超過車道線時間大於該預設時間時，該預 

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隨著該超過車道線時間增加而遞 

減。

【第13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可權重 

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方法，其中在該控制力權重 

產生步驟中，該控制器之該轉向控制力權重依據一橫向偏 

移權重值與一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重值之最大值決定。

【第14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可權重 

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方法，其中在該控制力權重 

產生步驟中，該控制器之該轉向控制力權重包含一橫向偏 

移權重值、一第一百分比參數、一預估超過車道線時間權 

重值及一第二百分比參數，該轉向控制力權重等於該橫向 

偏移權重值乘以該第一百分比參數減去該預估超過車道線 

時間權重值乘以該第二百分比參數，該第一百分比參數與 

該第二百分比參數之總合為100%。

【第15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可權重 

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方法，其中該車輛轉向控制 

步驟包含：

一電流控制子步驟，係提供一電流控制機構依據該轉 

向控制力權重調控一驅動電流的大小；

一驅動子步驟，係利用該驅動電流控制一驅動機構；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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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向子步驟，係提供受該驅動機構連結帶動之一轉 

向機構依據該驅動電流控制該車輛的轉向。

【第16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5項所述之可權重 

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方法，其中在該車輛轉向控 

制步驟中，該驅動電流隨著該轉向控制力權重增加而變 

大，且該驅動電流隨著該轉向控制力權重減少而變小。

【第17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可權重 

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方法，其中在該控制力權重 

產生步驟中，該預視距離內之該預視權重大於該預視距離 

外之該預視權重。

第6頁



1645999

H
i

。
字

Ζ

寸
寸

ο

寸
寸I

。
毋

R
B
期
也s

其

Μ
布 

H

 Σ

仗M
B
®

仗
聊«

扁

2

寸

Μ
嶽
回»

( 

。
。
寸

Ο
Ι

ιη

。
啬

。
。5

Q

2

寸

。
孚

r
BM 
簌 E】1 
蝦 
曇 ffl<n

A

龍1 口 
誕喩

V

ο
CO

nmL 费審 

顎iffl w§

0
0
Z

饗
踰
轉

。
糾

0
糾。

。1



1645999



1645999

/X
I

Γ



1645999

画

寸w



1645999

?
£
«
»

畫

3

圖
Β5

 第



1645999

500

550

560

570

第6圖



1645999

第7圖

權重

第8圖



1645999

600

S14

S16

S18

S12

第9圖



1645999

600a

S24

S22

第10圖



1645999 107年07月18日修正替換頁

其產生較大影響。當車輛偏離基準跟踪位置時，為了跟踪 

基準跟踪位置，系統會突然施加控制而容易給駕駛員造成 

不適感。再者，傳統的車輛橫向控制系統利用均等權重之 

車道模型來計算橫向誤差，在車道曲線擬合的過程中，往 

往容易發生橫向誤差以及不準確的現象，而且此現象會造 

成車輛橫向控制系統有誤判的狀況。此外，在習知技術 

中，切換轉向控制力的過程容易發生突發控制力的產生、 

突發控制力所造成之不安全情況以及影響駕駛操控感受的 

問題。

【0004】由此可知，目前市場上缺乏一種可增加人機切 

換轉向控制力之平順性、安全性及穩定度的可權重調變車 

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及其方法，故相關業者均在尋 

求其解決之道。

【發明內容】

【0005】因此，本發明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可權重調變 

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及其方法，其車道特徵點 

(lane marker)可根據控制器中所需的預視距離進行權重調 

整，再進行曲線擬合得到較精準的車道模型。此外，透過 

多重考量的轉向控制力權重來調節轉向裝置介入的控制力 

大小，能依據需求作彈性地調整與規劃，且可平順地切換 

控制力，進而提高切換控制權的安全性並大幅降低突發控 

制力對駕駛的不良影響及不舒服的感受。另外，在預視權 

重(target weighting)與轉向控制力權重之交互調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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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能平順地切換轉向控制力，以解決習知技術中切換轉 

向控制力的過程容易發生突發控制力的產生、突發控制力 

所造成之不安全情況以及影響駕駛操控感受的問題 。

[0006]依據本發明的結構態樣之一實施方式提供一種 

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其用以控制一 

車輛。此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向控制系統包含攝 

影機、影像處理裝置、控制器以及轉向裝置，其中攝影機 

設於車輛上，且攝影機朝向車輛之前方攝影並輸出一車前 

畫面資料。而影像處理裝置訊號連接攝影機，影像處理裝 

置接收並分析車前畫面資料以得到複數個車道特徵點，且 

影像處理裝置依據車道特徵點與預視權重建立一車道擬合 

曲線。此外，控制器訊號連接影像處理裝置並包含複數個 

車輛動態參數及一預視距離，而預視權重根據預視距離的 

改變而變化。控制器依據車道擬合曲線及車輛動態參數計 

算產生一轉向控制力權重。至於轉向裝置則訊號連接控制 

器且設於車輛上，轉向裝置依據轉向控制力權重控制車輛 

的轉向。

[0007]藉此，本發明的可權重調變車道模型之車輛橫 

向控制系統透過多重考量的轉向控制力權重來調節轉向裝 

置介入的控制力大小，能依據需求作彈性地調整與規劃， 

且可平順地切換控制力，進而提高切換控制權的安全性並 

大幅降低突發控制力對駕駛的不良影響及不舒服的感受。

[0008]前述實施方式之其他實施例如下：前述控制器 

之轉向控制力權重可為一橫向偏移權重值，而車輛與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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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影像處理裝置300訊號連接攝影機200，影 

像處理裝置300接收並分析車前畫面資料210以得到複數 

個車道特徵點310，且影像處理裝置300依據車道特徵點 

310與預視權重皿睥疑（旳）建立一車道擬合曲線火。詳細地 

說，影像處理裝置300包含車道特徵點辨識單元 

3 20（lane marker recognizing unit）、車道特徵點權重 

調整單元 3 3 0 （lane marker weighting adj usting unit） 

以及曲線擬合單元340（curve fitting unit）。其中車道特 

徵點辨識單元320電性連接攝影機200並接收分析車前畫 

面資料210以得到複數個車道特徵點310。車道特徵點 

310對應車前畫面資料210中的車道線並用以建構車輛 

110的車道模型，而且車道特徵點310係由座標資訊（旳，山·） 

表示之，其中參數为、山·分別代表車道線對應X軸、Y軸 

方向的座標位置，參數i代表1至η的正整數。此外，車 

道特徵點權重調整單元33 0訊號連接車道特徵點辨識單元 

320與控制器400，且車道特徵點權重調整單元330接收 

車道特徵點310之座標資訊（七,山·）以及預視距離D並運算 

求得預視權重W/wge（旳）。預視權重旳心疑（旳）代表車道模 

型的權重，亦即代表車道特徵點310的權重。預視權重 

yv imaged i）會根據參數七的不同而改變。下列舉兩個例子 

來說明，第一個實施例的預視權重皿睥疑（旳）可利用式子 

（1）表示：

/ 、 [ 1
叫机殮（他）=1_ ] + 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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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α與b為自訂參數，α可調整預視權重Wmage（旳）波 

形的坡度，b代表預視權重皿心疑（旳）為0.5的距離參數 

旳，且力大於預視距離D。上述第一個實施例的預視距離 

D可等於15 m，α可設定為1，力可設定為22，此預視權 

重Wmage（Xf）如第5 A圖所示。由第5 A圖可知，預視距離 

D內之預視權重皿睥疑（旳）大於預視距離D外之預視權重 

皿^疑（七）。另外，第二個實施例的預視權重Wimage（Xi）可 

利用式子（2）表示：

^image （改）- ι |2ύ? （ 2），
."I

其中c與a為自訂參數，c可調整預視權重皿心"（旳）波形 

的寬度，d可調整預視權重wimage（Xi）波形的坡度。上述第 

二個實施例的預視距離D可等於15 m，C可設定為8，d 
可設定為4，此預視權重皿心疑（七）如第5B圖所示。另 

外，曲線擬合單元340訊號連接車道特徵點權重調整單元 

.33 0並接收車道特徵點310之座標資訊（旳,山·）以及預視權 

重Wmage（旳.）。曲線擬合單元340會將每一個車道特徵點 

3 10的座標資訊（七,山·）乘上預視權重 皿心ge（x,·），並透過 

加權最小平方法擬合出車道擬合曲線A。其中車道擬合曲 

線V的擬合運算過程可利用式子（3）-（6）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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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ο
ο

叫gge3i)
Ο

ο
imaged

(4)；

imaged η)

Ο
ο

ο
ο

0 0 0 0

\pqr^=\fWF\x F^WY ⑸；

1 X]
1 Χ2

F=..
• ・

1 χη

(6)；

透過式子(3)-(6)並根據加權最小平方法可求得參數p、q、 

尸。最後，曲線擬合單元340可運算得到並輸出車道擬合曲 

線y=p + qx + rx2 °當然，車道擬合曲線y不限定在二階方 

程式，也可應用在三階以上的方程式。藉此，本發明利用 

影像處理裝置300結合控制器400，並透過控制所需的預 

視距離D的位置點賦予車道特徴點310較大的權重值，以 

進行精準之車道模型計算，可大幅提升系統控制的效果以 

及車道擬合曲線》的精確度。

[0017]控制器400訊號連接影像處理裝置3 00並包 

含複數個車輛動態參數410及預視距離D，而預視權重 

wimage(x,·)根據預視距離D的改變而變化。控制器400依 

據車道擬合曲線A及車輛動態參數410計算產生一轉向控 

制力權重，，如第6、7、8圖所示。詳細地說，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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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包含預視距離計算單元 420(target distance 

calculating unit)、側向位移補償單元43 0、啟停條件計 

算單元440以及轉向控制力權重計算單元450。其中預視 

距離計算單元420會先藉由車輛110的車輛動態參數 

410(例如：車速、方向盤的轉向角度)以及預視時間TF計 

算出預視距離D。預視時間Tf的設定須大於控制系統的延 

遲時間，例如：相機的影像處理時所造成的時間延遲或者 

控制命令到實際反應的時間延遲。預視距離D等於車速乘 

以預視時間TF。若車速越快，則預視距離.D會越長。但 

如果方向盤的轉向角度較大時，系統會調小預視時間TF， 

預視距離D會較短。預視距離D可以是一個或多個限定範 

圍，或者單個或多個數值。然後此預視距離D會傳送至影 

像處理裝置300，且影像處理裝置3 00會利用式子(1)或 

(2)運算出對應的預視權重WEagJx,·)，接著對每一個車道 

特徵點310的座標資訊(旳山)乘上預視權重WEage(X,.)， 

並透過加權最小平方法擬合出車道擬合曲線A。藉此，本 

發明透過預視距離D與對應之預視權重wimage(Xi)計算車 

道模型，可得到精準且較為適用的車道擬合曲線y，以供 

後續轉向控制力之調整使用，進而能夠平順地切換轉向控 

制力並提高切換控制權的安全性。此外，側向位移補償單 

元430訊號連接預視距離計算單元420與曲線擬合單元 

340，並接收來自曲線擬合單元340的車道擬合曲線*以 

及預視距離計算單元420的預視距離D。在預視距離D之 

內，側向位移補償單元430透過車道擬合曲線y運算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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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角Θ以提供給轉向裝置500使用。再者，啟停條件計 

算單元440訊號連接曲線擬合單元340與轉向裝置500並 

接收車輛動態參數410，啟停條件計算單元440依據車輛 

動態參數410以及車道擬合曲線A計算產生啟停訊號 

442，此啟停訊號442會傳送至轉向裝置500，用以決定 

轉向裝置500為啟動狀態（由系統控制；turn on）或停止狀 

態（由駕駛控制；turn off）。此外，轉向控制力權重計算 

單元450訊號連接曲線擬合單元340與轉向裝置500並接 

收車輛動態參數410，且轉向控制力權重計算單元450依 

據車道擬合曲線A及車輛動態參數410計算產生一轉向控 

制力權重Wr。

[0018]舉例來說，請一併參閱第6及7圖，第一個實 

施例的轉向控制力權重也為一橫向偏移權重值W1 ＞車輛 

110與車道擬合曲線A相隔一橫向偏移距離y.offset，橫 

向偏移權重值W1隨著橫向偏移距離y_offset增加而遞 

增。也就是說，當系統估測車輛110離車道擬合曲線y較 

遠時（即橫向偏移距離y_offset較小時），轉向控制力權重 

計算單元450會提供較小的轉向控制力權重，（即較小的 

橫向偏移權重值 W1），讓駕駛主導轉向並可手動調整轉向 

裝置500 ；當系統估測車輛110離車道擬合曲線較近時 

（即橫向偏移距離y_offset較大時），轉向控制力權重計算 

單元450會提供較大的轉向控制力權重，（即較大的橫向 

偏移權重值 W1），使系統能主導控制轉向並自動調整轉向 

裝置500，進而讓車輛110回到車道中央。另外值得一提 

的是，若駕駛是主動要離開車道，此時啟停條件計算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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