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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兼顾行车经济性的智能电动车辆自主

驾驶决策方法，属于智能车辆自动控制领域，其

特征在于能够根据不同等级威胁域内风险源的

分布特征，执行与之相适应的自主驾驶决策，从

自主决策层面优化智能电动车辆行车经济性。本

发明属于智能车辆自主决策领域，所涉及的技术

方案为：自车道一级威胁域内存在危险源时，通

过计算行车经济性及换道风险值，决策车辆是否

执行换道；自车道一级威胁域不内存在危险源且

自车道二级威胁域内存在危险源时，通过计算行

车经济性及风险增长率，决策车辆是否执行经济

性优化驾驶决策策略；自车道一级及二级威胁域

内均不存在危险源时，通过调用经济性优化参考

驾驶策略，进行车辆自主驾驶决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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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兼顾行车经济性的智能电动车辆自主驾驶决策方法：其特征在于，能够根据不

同等级威胁域内风险源的分布特征，执行与之相适应的自主驾驶决策，从自主决策层面优

化智能电动车辆行车经济性，具体控制步骤为：

（1）主程序控制步骤为：

步骤S01用于检测当前车道1级威胁域内是否存在风险源，是则，执行步骤S02；否则，执

行步骤S03；

步骤S02用于调用子程序1；

步骤S03用于检测当前车道2级威胁域内是否存在风险源，是则，执行步骤S04；否则，执

行步骤S05；

步骤S04用于调用子程序2；

步骤S05用于调用子程序3；

（2）子程序1步骤为：

步骤S11执行读取车辆及关键部件状态参数的任务；

步骤S12执行调用行车功耗计算模型的任务；

步骤S13计算车辆当前功耗及最低参考功耗；

步骤S14判断当前功耗与k倍最低参考功耗的大小，若当前功耗小于k倍最低参考功耗，

执行步骤S15；否则，执行步骤S16；

步骤S15执行当前驾驶决策的任务；

步骤S16执行调用行车风险计算模型的任务；

步骤S17计算换道情况下行车风险值；

步骤S18判断换道情况下行车风险值与给定风险参考值的大小，若换道情况下的行车

风险值不大于给定的风险参考值，则执行步骤S19；否则，执行步骤S110；

步骤S19执行换道决策的任务；

步骤S110执行当前驾驶决策的任务；

（3）子程序2步骤为：

步骤S21执行读取车辆及关键部件状态参数的任务；

步骤S22执行调用行车功耗计算模型的任务；

步骤S23计算车辆当前功耗及最低参考功耗；

步骤S24判断当前功耗与k倍最低参考功耗的大小，若当前功耗小于k倍最低参考功耗，

执行步骤S25；否则，执行步骤S26；

步骤S25执行当前驾驶决策的任务；

步骤S26执行调用经济性优化参考驾驶策略的任务；

步骤S27计算经济性优化参考驾驶策略下的行车风险变化率；

步骤S28判断经济性优化参考驾驶策略下的行车风险变化率与给定风险变化率参考值

的大小，若经济性优化参考驾驶策略下的行车风险变化率大于0且不大于给定风险变化率

参考值，则执行步骤S29；否则，执行步骤S210；

步骤S29执行经济性优化参考驾驶决策的任务；

步骤S210执行当前驾驶决策的任务；

（4）子程序3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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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31执行读取车辆及关键部件状态参数的任务；

步骤S32执行调用行车功耗计算模型的任务；

步骤S33计算车辆当前功耗及最低参考功耗；

步骤S34判断当前功耗与k倍最低参考功耗的大小，若当前功耗小于k倍最低参考功耗，

执行步骤S35；否则，执行步骤S36；

步骤S35执行当前驾驶决策的任务；

步骤S36执行调用行车风险计算模型的任务；

步骤S37执行经济性优化参考驾驶决策策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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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兼顾行车经济性的智能电动车辆自主驾驶决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车辆自主决策领域，涉及一种用于智能电动车的自主驾驶决策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面对日益严峻的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及交通安全三大问题，发展智能电动车

辆正受到汽车行业广泛关注。不同于常规驾驶员驾驶车辆，建立自主驾驶决策系统来替代

人类驾驶员进行驾驶决策是各种形式智能车辆需要解决的关键共性问题。现有的自主驾驶

决策控制方法普遍局限于保障行车安全性，而忽略了行车经济性优化这一关键因素，未充

分挖掘智能电动车辆经济性优化空间。为此，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兼顾行车经济性的智能电

动车辆自主驾驶决策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以上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出一种兼顾行车经济性

的智能电动车辆自主驾驶决策方法，从驾驶决策层面优化智能电动车辆的行车经济性。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兼顾行车经济性的智能电动车辆自主驾驶决策方法，

具体为：

[0005] （1）首先，该自主驾驶决策方法的主程序检测当前车道一级威胁区是否存在风险

源，若存在，则调用子程序1；若不存在，则进一步检测当前车道二级威胁区是否存在风险

源；若当前车道二级威胁区存在风险源，则调用子程序2；若当前车道二级威胁区不存在风

险源，则调用子程序3；

[0006] （2）子程序1具体可表述为：

[0007] 该子程序用于决策车辆是否需要进行换道，首先，程序依据车辆当前状态参数及

行车功耗模型，计算车辆当前功耗及当前最低参考功耗，若车辆当前功耗不大于当前最低

参考功耗的k倍，则无需进行换道决策，车辆在当前车道内按照当前驾驶策略进行驾驶控

制；若车辆当前功耗大于当前最低参考功耗的k倍，则需进一步进行换道决策；为此，程序首

先依据车辆当前状态参数及驾驶行为，计算车辆换道情况下的风险值；若换道情况下的风

险值高于给定限值，则不进行换道；否则，进行换道决策；

[0008] （3）子程序2具体可表述为：

[0009] 该子程序用于决策车辆是否需要执行经济性优化驾驶策略，首先，程序依据车辆

当前状态参数及行车功耗模型，计算车辆当前功耗及当前最低参考功耗，若车辆当前功耗

不大于当前最低参考功耗的k倍，则车辆在当前车道内按照当前的驾驶策略进行驾驶控制；

若车辆当前功耗大于当前最低参考功耗的k倍，则需进一步进行行车经济性优化决策；为

此，首先调用经济性优化参考驾驶策略，以确定参考驾驶策略；进一步，计算上述参考驾驶

策略下行车风险变化率；若风险增长率大于0且高于给定值，则车辆在当前车道内按照当前

的驾驶策略进行驾驶控制；否则，车辆参考经济性优化驾驶决策策略进行决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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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4）子程序3具体可表述为：

[0011] 该子程序主要用于决策车辆执行经济性优化驾驶策略，首先，程序依据车辆当前

状态参数及行车功耗模型，计算车辆当前功耗及当前最低参考功耗，若车辆当前功耗不大

于当前最低参考功耗的k倍，则车辆在当前车道内按照当前的驾驶策略进行驾驶控制；若车

辆当前功耗大于当前最低参考功耗的k倍，则调用经济性优化参考驾驶策略进行决策控制。

[0012]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3] 1、基于本发明所提出的自主决策控制方法，可从决策层面优化智能电动车辆行车

经济性，有利于延长智能电动车的续驶里程；

[0014] 2、基于本发明所提出的自主决策控制方法，可从决策层面解决智能电动车辆行车

安全性与行车经济性的协同优化问题，提高智能电动车辆整体性能。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一种智能电动车辆行车威胁等级示意图；

[0016] 图2为一种兼顾行车经济性的智能电动车辆自主决策方法主程序；

[0017] 图3为一种兼顾行车经济性的智能电动车辆自主决策方法子程序1；

[0018] 图4为一种兼顾行车经济性的智能电动车辆自主决策方法子程序2；

[0019] 图5为一种兼顾行车经济性的智能电动车辆自主决策方法子程序3。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1] 图1的智能电动车辆行车威胁等级包括：一级威胁、二级威胁及三级威胁三种级

别。其中，若当前车道一级威胁区内存在风险源，则智能电动车辆需要进行换道驾驶决策；

若当前车道一级威胁区内不存在风险源且若当前车道二级风险区存在危险源，则智能电动

车辆需要决策是否执行经济性优化参考驾驶决策策略；若当前车道一级及二级威胁区内均

不存在风险源，则智能电动车辆执行经济性优化参考驾驶决策策略。

[0022] 图2为一种兼顾行车经济性的智能电动车辆自主决策方法主程序，其特征在于：

[0023] 首先，程序检测当前车道一级威胁区内是否存在风险源，若是，则调用子程序1；否

则，进一步检测当前车道二级风险区是否存在危险源，若是，则调用子程序2；否则，调用子

程序3。

[0024] 图3为一种兼顾行车经济性的智能电动车辆自主决策方法子程序1，其特征在于：

[0025] （1）首先，程序读取车辆及关键部件状态参数；

[0026] （2）其次，程序调用行车功耗计算模型；

[0027] （3）进一步，依据上述状态参数及行车功耗模型，计算车辆当前功耗Pl及当前最低

参考功耗Ps；

[0028] （4）进一步，程序判断P1与Ps大小关系，若Pl≥kPs不成立，说明车辆当前功耗处于

可接受程度，车辆无需进行换道决策，并在当前车道内执行当前的驾驶决策；若Pl≥kPs成

立，说明车辆当前功耗仍有降低空间，车辆需要进行换道决策；

[0029] （5）当车辆需要进行换道决策时，首先程序调用行车风险计算模型，并计算换道情

况下的风险值S1；若S1≤Sm成立，说明不存在换道风险，车辆执行换道决策；否则，车辆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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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车道内执行当前的驾驶决策。

[0030] 图4为一种兼顾行车经济性的智能电动车辆自主决策方法子程序2，其特征在于：

[0031] 1.首先，程序读取车辆及关键部件状态参数；

[0032] 2.其次，程序调用行车功耗计算模型；

[0033] （3）进一步，依据上述状态参数及行车功耗模型，计算车辆当前功耗Pl及当前最低

参考功耗Ps；

[0034] （4）进一步，程序判断P1与Ps大小关系，若Pl≥kPs不成立，说明车辆当前功耗处于

可接受程度，车辆无需进行经济性优化驾驶决策，并在当前车道内执行当前的驾驶决策；若

Pl≥kPs成立，说明车辆当前功耗仍有降低空间，车辆需要进行经济性优化驾驶决策；

[0035] （5）当车辆需要进行经济性优化驾驶决策时，首先程序调用经济性优化参考驾驶

策略，并计算当前参考驾驶策略下的行车风险变化率△S；若0＜△S≤△Sm成立，说明行车

风险变化处于可接受程度，车辆执行经济性优化驾驶决策；否则，车辆在当前车道内执行当

前的驾驶决策。

[0036] 图5为一种兼顾行车经济性的智能电动车辆自主决策方法子程序3，其特征在于：

[0037] （1）首先，程序读取车辆及关键部件状态参数；

[0038] （2）其次，程序调用行车功耗计算模型；

[0039] （3）进一步，依据上述状态参数及行车功耗模型，计算车辆当前功耗Pl及当前最低

参考功耗Ps；

[0040] （4）进一步，程序判断P1与Ps大小关系，若Pl≥kPs不成立，说明车辆当前功耗处于

可接受程度，车辆无需进行经济性优化驾驶决策，并在当前车道内执行当前的驾驶决策；若

Pl≥kPs成立，说明车辆当前功耗仍有降低空间，车辆调用并执行经济性优化参考驾驶策

略。

说　明　书 3/3 页

6

CN 108045374 B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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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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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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