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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行驶控制方法、装置及计算机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车辆行驶控制方法、

装置及计算机设备，所述车辆行驶控制方法包

括：获取车辆当前的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并获取

所述车辆当前的行驶参数数据；根据所述周围环

境参数数据和所述行驶参数数据生成行驶控制

操作数据；根据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控制车辆

的行进轨迹，以及/或者输出所述行驶控制操作

数据。采用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根据

车辆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和行驶参数数据生成行

驶控制操作数据，在道路的路况复杂的情况下，

准确地控制车辆的行进轨迹，或者向驾驶者提示

准备的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提高车辆驾驶的安全

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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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辆行驶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辆行驶控制方法包括：

获取车辆当前的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并获取所述车辆当前的行驶参数数据；

根据所述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和所述行驶参数数据生成行驶控制操作数据；

根据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控制车辆的行进轨迹，以及/或者输出所述行驶控制操作

数据；

所述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包括车道标志线的位置信息、间距和/或宽度以及周围障碍物

的位置信息；所述行驶参数数据包括行驶速度、轮胎的转向角和/或车身宽度；

所述获取车辆当前的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包括：

通过所述车辆前部或者后部的第一图像采集装置获取所述车道标志线的位置信息、间

距和/或宽度；并且/或者，

通过所述车辆两侧的第二图像采集装置获取所述周围障碍物的位置信息；

所述根据所述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和所述行驶参数数据生成行驶控制操作数据的处理

包括：

根据所述车道标志线的位置信息、间距和/或宽度以及周围障碍物的位置信息，确定前

方道路的行驶区域和行驶宽度；

如果所述行驶宽度大于所述车身宽度，则根据所述行驶速度和轮胎的转向角预估车辆

通过所述前方道路的预估行进轨迹；

如果所述预估行进轨迹在所述行驶区域内，则生成保持当前行驶轨迹的提示信息；或

者，

如果所述预估行进轨迹不在所述行驶区域内，则生成行驶速度控制操作数据和/或行

驶转向角控制操作数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行驶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行驶速度控制操作数据

包括初始行驶速度、目标行驶速度、从所述初始行驶速度达到所述目标行驶速度的行驶时

间长度；所述行驶转向角控制操作数据包括初始转向角和目标转向角。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车辆行驶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行驶控制操作

数据控制车辆的行进轨迹的处理包括：

根据所述提示信息保持当前行驶轨迹；或者，

根据所述初始行驶速度、目标行驶速度和从所述初始行驶速度达到所述目标行驶速度

的行驶时间长度控制车辆的油门；和/或根据所述初始转向角、目标转向角和所述行驶时间

长度控制所述车辆的方向盘。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行驶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周围环境参数

数据和所述行驶参数数据生成行驶控制操作数据的处理还包括：

如果所述行驶宽度小于或等于所述车身宽度，则生成指示车辆无法通过前方道路的报

警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车辆行驶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行驶控制操作

数据控制车辆的行进轨迹的处理包括：

根据所述报警信息减速直至车辆停止行驶。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车辆行驶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所述行

驶控制操作数据的处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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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显示屏输出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和/或通过语音输出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行驶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图像采集装置为摄

像头和/或雷达，所述第二图像采集装置为摄像头和/或雷达。

8.一种车辆行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辆行驶控制装置包括：

参数获取模块，用于获取车辆当前的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并获取所述车辆当前的行驶

参数数据；

控制数据生成模块，用于根据所述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和所述行驶参数数据生成行驶控

制操作数据；

控制模块，用于根据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控制车辆的行进轨迹，以及/或者输出所述

行驶控制操作数据；

所述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包括车道标志线的位置信息、间距和/或宽度以及周围障碍物

的位置信息；所述行驶参数数据包括行驶速度、轮胎的转向角和/或车身宽度；所述参数获

取模块包括安装在所述车辆前部或者后部的第一图像采集装置和/或安装在所述车辆两侧

的第二图像采集装置，其中，

所述第一图像采集装置，用于获取所述车道标志线的位置信息、间距和/或宽度；并且/

或者，

所述第二图像采集装置，用于获取所述周围障碍物的位置信息；

所述控制数据生成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车道标志线的位置信息、间距和/或宽度以及周围障碍物的位置信息，确定前

方道路的行驶区域和行驶宽度；如果所述行驶宽度大于所述车身宽度，则根据所述行驶速

度和轮胎的转向角预估车辆通过所述前方道路的预估行进轨迹；如果所述预估行进轨迹在

所述行驶区域内，则生成保持当前行驶轨迹的提示信息；或者，如果所述预估行进轨迹不在

所述行驶区域内，则生成行驶速度控制操作数据和/或行驶转向角控制操作数据；

所述行驶速度控制操作数据包括初始行驶速度、目标行驶速度、从所述初始行驶速度

达到所述目标行驶速度的行驶时间长度；所述行驶转向角控制操作数据包括初始转向角和

目标转向角；

所述控制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提示信息保持当前行驶轨迹；或者，根据所述初始行驶速度、目标行驶速度和

从所述初始行驶速度达到所述目标行驶速度的行驶时间长度控制车辆的油门；和/或根据

所述初始转向角、目标转向角和所述行驶时间长度控制所述车辆的方向盘。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车辆行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数据生成模块具体

还用于：

如果所述行驶宽度小于或等于所述车身宽度，则生成指示车辆无法通过前方道路的报

警信息；

所述控制模块具体还用于：

根据所述报警信息减速直至车辆停止行驶。

10.根据权利要求8至9任一项所述的车辆行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辆行驶控

制装置还包括显示屏和/或语音输出装置，其中，所述显示屏用于显示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

据；和/或所述语音输出装置用于语音输出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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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车辆行驶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图像采集装置为

摄像头和/或雷达，所述第二图像采集装置为摄像头和/或雷达。

12.一种用于车辆行驶控制的计算机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设备包括：

一个或多个处理器；

存储器，存储有一个或多个程序，所述一个或多个程序经配置以由所述一个或者多个

处理器执行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包含的用于执行如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的车辆行

驶控制方法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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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行驶控制方法、装置及计算机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动车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车辆行驶控制方法、装置及计算机

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车辆行驶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胡同、桥等狭窄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

因为驾驶者的视线有盲区，难以准确掌握路况信息而错误驾驶；特别地，如果驾驶者的驾驶

水平有限，很容易因为错误驾驶操作带来车身的碰撞从而导致人员和财产的损失。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车辆行驶控制方法、装置及计算机设备，在道路的路

况复杂的情况下，提高车辆驾驶的安全性和实用性。

[0004]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一种车辆行驶控制方法，所述车辆行驶控制方法包括：

获取车辆当前的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并获取所述车辆当前的行驶参数数据；根据所述周围

环境参数数据和所述行驶参数数据生成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根据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控

制车辆的行进轨迹，以及/或者输出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

[0005]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还提供一种车辆行驶控制装置，所述车辆行驶控制装置

包括：参数获取模块，用于获取车辆当前的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并获取所述车辆当前的行驶

参数数据；控制数据生成模块，用于根据所述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和所述行驶参数数据生成

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控制模块，用于根据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控制车辆的行进轨迹，以

及/或者输出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

[0006]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还提供一种用于车辆行驶控制的计算机设备，所述计算

机设备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存储器；一个或多个程序，所述一个或多个程序存储在所

述存储器中，且经配置以由所述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行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包含的用

于执行如前所述的车辆行驶控制方法的指令。

[000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车辆行驶控制方法、装置及计算机设备，根据车辆周围环境

参数数据和行驶参数数据生成行驶控制操作数据，准确地控制车辆的行进轨迹，或者向驾

驶者提示准备的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提高车辆驾驶的安全性和实用性，特别是在道路的路

况复杂的情况下，其实用性更高，极大地保障驾驶安全和人身安全。

附图说明

[0008] 图1示出本发明实施例一中车辆行驶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09] 图2示出本发明实施例二中车辆行驶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10] 图3示出本发明实施例二中车道标志线的分布示意图；

[0011] 图4示出本发明实施例二中障碍物的分布示意图；

[0012] 图5示出本发明实施例三中车辆行驶控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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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附图标记说明：

[0014] 310～车道标志线；320～第一车辆；A～第一位置；330～第一曲线；340～第二曲

线；S～第一行驶区域；W1～第一行驶宽度；410～周围障碍物；420～第二车辆；B～第二位

置；430～第三曲线；440～第四曲线；P～第二行驶区域；W2～第二行驶宽度；450～第五曲

线；460～第六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描述本发明车辆行驶控制方法、装置及计算机设备的示例性实

施例。在以下实施例中，仅以车辆为私家轿车为例进行说明，车辆为公交车、越野车或者厢

式轿车等情况下，与车辆为私家轿车的实现原理类似。

[0016] 实施例一

[0017] 图1示出本发明实施例一中车辆行驶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参见图1，本实施例

中的车辆行驶控制方法包括S110、S120和S130。

[0018] 在S110，获取车辆当前的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并获取所述车辆当前的行驶参数数

据。

[0019] 在本实施例中，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可以包括车道标志线的位置信息、间距和/或宽

度以及周围障碍物的位置信息；行驶参数数据可以包括行驶速度、轮胎的转向角和/或车身

宽度。可选地，周围环境参数数据还可以包括周围障碍物的高度信息和/或硬度信息。可选

地，行驶参数数据还可以包括车身高度。

[0020] 可选地，可以通过所述车辆前部或者后部的第一图像采集装置获取所述车道标志

线的位置信息、间距和/或宽度；并且/或者，通过所述车辆两侧的第二图像采集装置获取所

述周围障碍物的位置信息。

[0021] 其中，第一图像采集装置可以为摄像头和/或雷达，第二图像采集装置可以为摄像

头和/或雷达。第一图像采集装置安装在车辆的前部时，具体地可以安装在车辆的后视镜前

方，或者安装在车辆的前保险杠上或者车辆前部的其他位置；第二图像采集装置安装在车

辆的后部时，具体地可以安装在车辆的后保险杠上，或者安装在车辆的后备箱盖上或者车

辆后部的其他位置。第二图像采集装置安装在车辆的两侧，具体地可以安装在车辆两侧的

车门下方，或者安装在车辆的车门外侧，或者安装在车辆两侧的其他位置。

[0022] 在S120，根据所述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和所述行驶参数数据生成行驶控制操作数

据。

[0023] 在S130，根据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控制车辆的行进轨迹，以及/或者输出所述行

驶控制操作数据。

[002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根据车辆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和行驶参数数据生成

行驶控制操作数据，在道路的路况复杂的情况下，准确地控制车辆的行进轨迹，或者向驾驶

者提示准备的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提高车辆驾驶的安全性和实用性。

[0025] 实施例二

[0026] 图2示出本发明实施例二中车辆行驶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在实施例一的基础

上，本实施例中的S201与实施例一中的S110相同，本实施例中的S202～S208用于执行实施

例一中的S120，S209～S211用于执行实施例一中的S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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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在S201，获取车辆当前的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并获取所述车辆当前的行驶参数数

据，转而执行S202。

[0028] 在S202，根据所述车道标志线的位置信息、间距和/或宽度以及周围障碍物的位置

信息，确定前方道路的行驶区域和行驶宽度，转而执行S203。

[0029] 图3示出本发明实施例二中车道标志线的分布示意图，图4示出本发明实施例二中

障碍物的分布示意图。

[0030] 参见图3，第一车辆320的当前位置位于第一位置A，第一位置A与车道标志线310之

间有一段距离，车道标志线的位置信号可以通过坐标表示，例如，可以用车道标志线起始点

的经纬度进行表示，在本示例中相邻车道标志线之间的间距L相同，各车道标志线的宽度W

相同，根据车道标志线的位置信息、间距和/或宽度确定由第一曲线330和第二曲线340所限

定的第一车辆320的第一行驶区域S，由于该第一行驶区域S为不规则的区域，因此，对应该

第一行驶区域S确定最小的宽度作为该行驶区域的第一行驶宽度W1。

[0031] 参见图4，第二车辆420的当前位置位于第二位置B，第二位置B与周围障碍物410之

间也有一段距离，根据障碍物的位置信息确定由第三曲线430和第四曲线440限定的第二车

辆420的第二行驶区域P，由于该第二行驶区域P为不规则的区域，因此，对应该第二行驶区

域P确定最小的宽度作为该第二行驶区域的第二行驶宽度W2。可选的，根据障碍物的高度信

息，如果障碍物410的高度小于车身高度，则可以确定由第五曲线450和第六曲线460限定的

第二车辆420的第三行驶区域；和/或，根据障碍物410的硬度信息，如果车辆的轮胎压过障

碍物410对轮胎的损伤程度在轮胎正常行驶的损伤程度范围内，则可以确定由曲线450和曲

线460限定的第二车辆420的第三行驶区域。

[0032] 图3和图4中所限定的行驶区域仅作为示例性说明，而不作为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

限定，可以与实际应用环境中确定行驶区域的方式不同。

[0033] 在S203，判断行驶宽度是否大于车身宽度，如果行驶宽度大于车身宽度，则表示车

辆可以通过前方道路，执行S204；如果行驶宽度小于或等于车身宽度，则表示车辆将无法通

过前方道路，执行S205。

[0034] 在S204，根据所述行驶速度和轮胎的转向角预估车辆通过所述前方道路的预估行

进轨迹，转而执行S206。

[0035] 在S205，生成指示车辆无法通过前方道路的报警信息，转而执行S211。

[0036] 在S206，判断所述预估行进轨迹是否在所述行驶区域内，如果预估行进轨迹完全

被行驶区域覆盖，则预估行进轨迹在所述行驶区域内，执行S207；如果预估行进轨迹不能被

行驶区域完全覆盖，则预估行进轨迹不在所述行驶区域内，执行S208。

[0037] 在S207，生成保持当前行驶轨迹的提示信息，转而执行S209。

[0038] 在S208，如果所述预估行进轨迹不在所述行驶区域内，则生成行驶速度控制操作

数据和/或行驶转向角控制操作数据。其中，行驶速度控制操作数据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初始

行驶速度、目标行驶速度、从所述初始行驶速度达到所述目标行驶速度的行驶时间长度。行

驶转向角控制操作数据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初始转向角和目标转向角，转而执行S210。初始

行驶速度即为车辆的当前行驶速度，初始转向角即为车辆的当前转向角，目标行驶速度可

以根据前方道路的限制行驶速度以及车辆本身的性能参数来确定。例如，初始行驶速度为

45m/s，目标行驶速度为60m/s，行驶时间长度为3分钟，初始转向角为15度，目标转向角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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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等。

[0039] 在S209，根据所述提示信息保持当前行驶轨迹。

[0040] 在S210，根据所述初始行驶速度、目标行驶速度和从所述初始行驶速度达到所述

目标行驶速度的行驶时间长度控制车辆的油门；和/或根据所述初始转向角、目标转向角以

及所述行驶时间长度控制所述车辆的方向盘。

[0041] 在S211，根据所述报警信息减速直至车辆停止行驶。

[0042] 进一步地，本实施例的车辆行驶控制方法还可以包括通过显示屏输出所述行驶控

制操作数据；和/或通过语音输出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驾驶者可以参考显示屏输出的

和/或语音输出的行驶控制操作数据进行驾驶操作。

[004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通过车辆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和行驶参数数据生成

行驶控制操作数据，行驶控制操作数据中可以包括但不限于行驶速度控制操作数据和/或

行驶转向角控制操作数据，或者指示车辆无法通过前方道路的报警信息或者保持当前行驶

轨迹的提示信息，这样在道路的路况复杂的情况下，准确地控制车辆的行进轨迹，或者向驾

驶者提示准备的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提高车辆驾驶的安全性和实用性。

[0044] 进一步地，通过显示屏输出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的方式，使得驾驶者直观地参

考行驶控制操作数据；和/或通过语音输出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的方式，使得驾驶者通过

声音听取行驶控制操作数据，而同时也可以专注于驾驶，行驶更安全。

[0045] 实施例三

[0046] 图5示出本发明实施例三中车辆行驶控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本实施例中的车辆

行驶控制装置用于执行实施例一和实施例二中的车辆行驶控制方法。参见图5，车辆行驶控

制装置包括参数获取模块510、控制数据生成模块520和控制模块530。

[0047] 参数获取模块510，用于获取车辆当前的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并获取所述车辆当前

的行驶参数数据。

[0048] 控制数据生成模块520，用于根据所述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和所述行驶参数数据生

成行驶控制操作数据。

[0049] 控制模块530，用于根据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控制车辆的行进轨迹，以及/或者

输出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

[0050] 其中，所述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包括车道标志线的位置信息、间距和/或宽度以及周

围障碍物的位置信息；所述行驶参数数据包括行驶速度、轮胎的转向角和/或车身宽度。

[0051] 进一步地，所述参数获取模块包括安装在所述车辆前部或者后部的第一图像采集

装置和/或安装在所述车辆两侧的第二图像采集装置。所述第一图像采集装置可以为摄像

头和/或雷达，所述第二图像采集装置可以为摄像头和/或雷达。

[0052] 所述第一图像采集装置(图中未示出)，用于获取所述车道标志线的位置信息、间

距和/或宽度。

[0053] 所述第二图像采集装置(图中未示出)，用于获取所述周围障碍物的位置信息。

[0054]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数据生成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所述车道标志线的位置信息、间

距和/或宽度以及周围障碍物的位置信息，确定前方道路的行驶区域和行驶宽度；如果所述

行驶宽度大于所述车身宽度，则根据所述行驶速度和轮胎的转向角预估车辆通过所述前方

道路的预估行进轨迹；如果所述预估行进轨迹在所述行驶区域内，则生成保持当前行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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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的提示信息；或者，如果所述预估行进轨迹不在所述行驶区域内，则生成行驶速度控制操

作数据和/或行驶转向角控制操作数据。

[0055] 进一步地，所述行驶速度控制操作数据包括初始行驶速度、目标行驶速度、从所述

初始行驶速度达到所述目标行驶速度的行驶时间长度；所述行驶转向角控制操作数据包括

初始转向角和目标转向角。

[0056]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提示信息保持当前行驶轨迹；或者，

根据所述初始行驶速度、目标行驶速度和从所述初始行驶速度达到所述目标行驶速度的行

驶时间长度控制车辆的油门；和/或根据所述初始转向角、目标转向角以及所述行驶时间长

度控制所述车辆的方向盘。

[0057]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数据生成模块具体还用于：如果所述行驶宽度小于或等于所

述车身宽度，则生成指示车辆无法通过前方道路的报警信息。

[0058]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模块具体还用于：根据所述报警信息减速直至车辆停止行驶。

[0059] 进一步地，所述车辆行驶控制装置还包括显示屏和/或语音输出装置，其中，所述

显示屏用于显示所述行驶控制操作数据；和/或所述语音输出装置用于语音输出所述行驶

控制操作数据。

[006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根据车辆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和行驶参数数据生成

行驶控制操作数据，在道路的路况复杂的情况下，准确地控制车辆的行进轨迹，或者向驾驶

者提示准备的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提高车辆驾驶的安全性和实用性。

[0061] 实施例四

[0062]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还提供一种用于车辆行驶控制的计算机设备，所述计算

机设备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存储器；一个或多个程序，所述一个或多个程序存储在所

述存储器中，且经配置以由所述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行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包含的用

于执行如实施例一和实施例二中所述的车辆行驶控制方法的指令。

[006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根据车辆周围环境参数数据和行驶参数数据生成

行驶控制操作数据，在道路的路况复杂的情况下，准确地控制车辆的行进轨迹，或者向驾驶

者提示准备的行驶控制操作数据，提高车辆驾驶的安全性和实用性。

[0064] 上述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可在硬件、固件中实现，或者被实现为可存储在记录介质

(诸如CD  ROM、RAM、软盘、硬盘或磁光盘)中的软件或计算机代码，或者被实现通过网络下载

的原始存储在远程记录介质或非暂时机器可读介质中并将被存储在本地记录介质中的计

算机代码，从而在此描述的方法可被存储在使用通用计算机、专用处理器或者可编程或专

用硬件(诸如ASIC或FPGA)的记录介质上的这样的软件处理。可以理解，计算机、处理器、微

处理器控制器或可编程硬件包括可存储或接收软件或计算机代码的存储组件(例如，RAM、

ROM、闪存等)，当所述软件或计算机代码被计算机、处理器或硬件访问且执行时，实现在此

描述的处理方法。此外，当通用计算机访问用于实现在此示出的处理的代码时，代码的执行

将通用计算机转换为用于执行在此示出的处理的专用计算机。

[006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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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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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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