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284520.5

(22)申请日 2020.04.1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429723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7.17

(73)专利权人 大唐信通（浙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11202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

道金城路39号紫橙国际创新中心1号

楼

(72)发明人 刘君　李静林　杨树　李成　李永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正华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51229

代理人 陈选中

(51)Int.Cl.

G08G 1/01(2006.01)

G08G 1/052(2006.01)

G06F 30/13(2020.01)

G06T 17/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8010360 A,2018.05.08

CN 108010360 A,2018.05.08

CN 108922188 A,2018.11.30

CN 110542898 A,2019.12.06

CN 108615364 A,2018.10.02

CN 104200231 A,2014.12.10

CN 110290496 A,2019.09.27

US 20200094827 A1,2020.03.26

审查员 程美琦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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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基于路侧设备的

通信与感知数据融合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划定

路侧监测区域，并且在路侧安装路侧监控设备；

建立三维立体空间，并且将每个路侧监控设备获

取的监测数据对应在三维立体空间内的分布位

置；将所有路侧监控设备的监测数据集成进行边

缘计算，得到融合多种信息的路面场景重建模

型；本方案可自动智能实现对车辆跨道行驶和车

辆超速行驶的准确判断，无需人工查阅监控录像

进行一一对比，提高对车辆的监控力度和监控效

率，减少人工投入；并且通过三维立体模型可实

现对违规车辆的违规数据进行长久保存，避免无

法实现数据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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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路侧设备的通信与感知数据融合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00、划定路侧监测区域，并且在路侧安装路侧监控设备；

步骤200、建立三维立体空间，并且将每个所述路侧监控设备获取的监测数据对应在三

维立体空间内的分布位置；

步骤300、将所有路侧监控设备的监测数据集成进行边缘计算，得到融合多种信息的路

面场景重建模型；

所述路侧监控设备包括路侧计算设备、路侧通信设备、路侧摄像头和路侧雷达，所述路

侧通信设备与路侧摄像头和路侧雷达根据路侧车辆建立关于所述路侧监测区域的三维立

体空间，所述路侧雷达根据最大监测范围等间距均匀分布，所述路侧摄像头根据最大拍摄

距离等间距均匀分布，所述路侧通信设备安装所述路侧监测区域的入口处，并且所述路侧

通信设备、路侧雷达和路侧摄像头从下到上的依次安装在地表面上；

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用于监测路侧车辆与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的横向距离，同时所述路侧

通信设备获取所述路侧监测区域在城市GIS系统中的位置，所述城市GIS系统中的若干个相

邻路侧监测区域内的所述路侧通信设备建立通讯连接，所述路侧通信设备通过获取周围通

信对象的的通信电磁波分布得到通信对象与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的相对位置分布，同时从通

信报文中获取其他通信设备发送的定位数据；

所述路侧雷达用于监测路侧车辆在路侧监测区域内沿着竖向轴移动的瞬时速度，所述

路侧雷达利用电磁波探测目标，所述路侧雷达通过发射电磁波对探测目标进行照射并接收

其回波以获得探测目标至电磁波发射点的距离、距离变化和方位信息；

在所述路侧监测区域建立三维立体空间，所述路侧雷达的路侧车辆作为Y轴，所述路侧

通信设备的路侧车辆作为X轴，所述路侧摄像头将所述路侧雷达监测的路侧车辆以及所述

路侧通信设备监测的路侧车辆在Z轴拉伸影像；

建立所述路侧雷达和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的监测数据与时间轴之间的匹配对应关系，所

述路侧雷达用于监测路侧车辆在监测区域内的行驶速度，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用于根据监测

的路侧车辆横向位置确定所述路侧车辆的驾驶路径是否符合交通规则；

将所有路侧监控设备的监测数据集成到路侧计算设备进行边缘计算的实现步骤为：

步骤301、分别设定路侧雷达和路侧通信设备的监控数据有效范围；

步骤302、将所述路侧雷达、路侧通信设备和所述路侧摄像头的监控数据以及对应数据

的监测时间点发送到所述路侧计算设备的临时存储数据池内；

步骤303、标记超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的路侧雷达数据和路侧通信设备数据，同时标记

出对应的监测时间点；

步骤304、路侧计算设备选定包含监测时间点的排查时间段，并且从所述路侧摄像头拍

摄的视频内一次截取排查数据流；

步骤305、在一次截取排查数据流的基础上二次筛选超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的视频数

据，并且将视频数据在三维立体空间内模拟出路侧车辆的驾驶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路侧设备的通信与感知数据融合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路侧摄像头用于实时采集路侧车辆在路侧监控区域内的视频，所述路侧摄像头拍摄的

数据发送到临时存储数据池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路侧设备的通信与感知数据融合方法，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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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筛选超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的视频数据时，还可以通过标记超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

的路侧雷达数据和路侧通信设备数据的连续时间段，直接重建出对应路侧车辆在此连续时

间段内的三维立体模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路侧设备的通信与感知数据融合方法，其特征在于，

将超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的路侧雷达数据和路侧通信设备数据集成在所述三维立体模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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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路侧设备的通信与感知数据融合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交通管制方法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路侧设备的通信与

感知数据融合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智能交通管理及车联网技术的发展，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中的路侧设备(或称

路侧单元，Road  Side  Unit，RSU)与车载终端(或称车载单元，On  Board  Unit，OBU)采用短

距通信方式进行通讯，实现车辆身份识别，电子扣费，实现不停车、免取卡，建立无人值守车

辆通道等功能。

[0003] 现有技术中为了监测路边车辆的驾驶是否违反交通规则，大多利用摄像头拍摄路

边车辆的行驶情况，由人工判断车辆是否违规，直接利用路侧摄像头的监控视频判断车辆

驾驶是否违规的操作复杂，无法感知车辆行驶速度，并且判断车辆行驶位置的图像处理方

式以及计算系统复杂，人工判断的速度慢且容易出现纰漏，并且交警需要来回奔跑在路上，

增加交警的劳动强度，且容易出现违章遗漏的情况，对交通管制和驾驶员的制约力度不够。

发明内容

[0004] 为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于路侧设备的通信与感知数据融合方法，以解决

现有技术中利用路侧摄像头的监控视频判断车辆驾驶是否违规的操作复杂、容易出现违章

遗漏的情况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基于路侧设备的通信与感知数据融合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步骤100、划定路侧监测区域，并且在路侧安装路侧监控设备；

[0008] 步骤200、建立三维立体空间，并且将每个所述路侧监控设备获取的监测数据对应

在三维立体空间内的分布位置；

[0009] 步骤300、将所有路侧监控设备的监测数据集成进行边缘计算，得到融合多种信息

的路面场景重建模型。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在步骤100中，所述路侧监控设备包括路侧计算设

备、路侧通信设备、路侧摄像头和路侧雷达，所述路侧通信设备与路侧摄像头和路侧雷达根

据路侧车辆建立关于所述路侧监测区域的三维立体空间，所述路侧雷达根据最大监测范围

等间距均匀分布，所述路侧摄像头根据最大拍摄距离等间距均匀分布，所述路侧通信设备

安装所述路侧监测区域的入口处，并且所述路侧通信设备、路侧雷达和路侧摄像头从下到

上的依次安装在地表面上。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用于监测路侧车辆与所述路侧通

信设备的横向距离，同时所述获取所述路侧通信设备获取所述路侧监测区域在城市GIS系

统中的位置，所述城市GIS系统中的若干个相邻路侧监测区域内的所述路侧通信设备建立

通讯连接，所述路侧通信设备通过获取周围通信对象的的通信电磁波分布得到通信对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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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的相对位置分布，同时从通信报文中获取其他通信设备发送的定位数

据。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路侧雷达用于监测路侧车辆在路侧监测区域内

沿着竖向轴移动的瞬时速度，所述路侧雷达利用电磁波探测目标，所述路侧雷达通过发射

电磁波对探测目标进行照射并接收其回波以获得探测目标至电磁波发射点的距离、距离变

化和方位信息。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路侧摄像头用于实时采集路侧车辆在路侧监控

区域内的视频，所述路侧摄像头拍摄的数据发送到临时存储数据池内。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00中，在所述路侧监测区域建

立三维立体空间，所述路侧雷达的路侧车辆作为Y轴，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的路侧车辆作为X

轴，所述路侧摄像头将所述路侧雷达监测的路侧车辆以及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监测的路侧车

辆在Z轴拉伸影像。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在步骤300中，建立所述路侧雷达和所述路侧通信设

备的监测数据与时间轴之间的匹配对应关系，所述路侧雷达用于监测路侧车辆在监测区域

内的行驶速度，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用于根据监测的路侧车辆横向位置确定所述路侧车辆的

驾驶路径是否符合交通规则。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在步骤300中，将所有路侧监控设备的监测数据集成

到路侧计算设备进行边缘计算的实现步骤为：

[0017] 步骤301、分别设定路侧雷达和路侧通信设备的监控数据有效范围；

[0018] 步骤302、将所述路侧雷达、路侧通信设备和所述路侧摄像头的监控数据以及对应

数据的监测时间点发送到所述路侧计算设备的临时存储数据池内；

[0019] 步骤303、标记超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的路侧雷达数据和路侧通信设备数据，同时

标记出对应的监测时间点；

[0020] 步骤304、路侧计算设备选定包含监测时间点的排查时间段，并且从所述路侧摄像

头拍摄的视频内一次截取排查数据流；

[0021] 步骤305、在一次截取排查数据流的基础上二次筛选超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的视

频数据，并且将视频数据在三维立体空间内模拟出路侧车辆的驾驶状态。

[002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在二次筛选超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的视频数据时，

还可以通过标记超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的路侧雷达数据和路侧通信设备数据的连续时间

段，直接重建出对应路侧车辆在此连续时间段内的三维立体模型；

[002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将超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的路侧雷达数据和路侧通

信设备数据集成在所述三维立体模型上。

[0024]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具有如下优点：

[0025] (1)本发明通过多个路侧设备的监测数据的融合，利用路侧通信设备监测路侧车

辆的信息以及车辆跨道行驶情况，利用路侧雷达监测路侧车辆在路侧监测区域内沿着竖向

轴移动的瞬时速度，同时利用摄像头记录路况信息，从而实现及时有效的判断出不符合交

通规则的车辆信息，并且通过路侧雷达、路侧通信设备和所述路侧摄像头的多个监测设备

的实时监控，可自动智能实现对车辆跨道行驶和车辆超速行驶的准确判断，无需人工查阅

监控录像进行一一对比，提高对车辆的监控力度和监控效率，减少人工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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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2)本发明将这些视频段在三维空间立体内模拟重现，三维立体模型的占用空间

小，由于路侧摄像头的监控数据会定期的覆盖，通过三维立体模型可实现对违规车辆的违

规数据进行长久保存，避免无法实现数据溯源。

附图说明

[002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方

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

仅是示例性的，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引伸获得其它的实施附图。

[0028] 图1为本发明实施方式中的通信和数据融合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说明

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

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0]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路侧设备的通信与感知数据融合方法，现有技

术中为了监测路边车辆的驾驶是否违反交通规则，大多利用摄像头拍摄路边车辆的行驶情

况，由人工判断车辆是否违规，人工判断的速度慢且容易出现纰漏，因此本实施方式为了解

决现有问题，通过多个路侧设备的监测数据的融合，准确无疑的自动确认路侧车辆的行驶

状态，快速找出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

[0031] 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32] 步骤100、划定路侧监测区域，并且在路侧安装路侧监控设备。

[0033] 步骤200、建立三维立体空间，并且将每个所述路侧监控设备获取的监测数据对应

在三维立体空间内的分布位置。

[0034] 步骤300、将所有路侧监控设备的监测数据集成进行边缘计算，得到融合多种信息

的路面场景重建模型。

[0035] 在步骤100中，所述路侧监控设备包括路侧计算设备、路侧通信设备、路侧摄像头

和路侧雷达，所述路侧通信设备与路侧摄像头和路侧雷达根据路侧车辆建立关于所述路侧

监测区域的三维立体空间，所述路侧雷达根据最大监测范围等间距均匀分布，所述路侧摄

像头根据最大拍摄距离等间距均匀分布，所述路侧通信设备安装所述路侧监测区域的入口

处，并且所述路侧通信设备、路侧雷达和路侧摄像头从下到上的依次安装在地表面上。

[0036] 路侧通信设备用于监测路侧车辆与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的横向距离，所述路侧通信

设备通过获取周围通信对象的的通信电磁波分布得到通信对象与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的相

对位置分布，同时从通信报文中获取其他通信设备发送的定位数据，在本实施方式中主要

利用路侧通信设备测量路边车辆距离通信设备安装点的横向距离。

[0037] 路侧雷达用于监测路侧车辆在路侧监测区域内沿着竖向轴移动的瞬时速度，所述

路侧雷达利用电磁波探测目标，所述路侧雷达通过发射电磁波对探测目标进行照射并接收

其回波以获得探测目标至电磁波发射点的距离、距离变化和方位信息，在本实施方式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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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用路侧雷达测量路边车辆的移动速度。

[0038] 路侧摄像头用于实时采集路侧车辆在路侧监控区域内的视频，所述路侧摄像头拍

摄的数据发送到临时存储数据池内，

[0039] 本实施方式在路侧监控区域内，将路侧通信设备安装在地表面上，路侧雷达等间

距安装在路侧通信设备的上方，路侧摄像头安装在路侧雷达的上方，因此可以确保路侧通

信设备和路侧雷达至少可以监测到路侧监控区域内两个车道的车辆，提高路边设备的数据

监控准确性。

[0040] 另外，本实施方式将举例说明路侧设备的通信和数据融合的应用环境，众所周知，

对于比较拥挤的路段来说，每个车辆遵守交通规则行驶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为了对车

辆进行实时准确的监控，本实施方式的路侧设备的使用方法具体如下：

[0041] 由于车辆在每个车道的距离可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因此路侧通信设备通过获取

每个车辆与通信点之间的横向距离，判断每个车辆所处的位置是否超过标准范围，一旦超

过标准范围，则意味着该车辆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同样的，根据路侧雷达监测结果计算车辆

经过每个雷达的速度，判断车辆是否超速，因此建立所述路侧雷达和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的

监测数据与时间轴之间的匹配对应关系，所述路侧雷达用于监测路侧车辆在监测区域内的

行驶速度，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用于根据监测的路侧车辆横向位置确定所述路侧车辆的驾驶

路径是否符合交通规则。

[0042] 因此，在所述路侧监测区域建立三维立体空间，所述路侧雷达的路侧车辆作为Y

轴，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的路侧车辆作为X轴，所述路侧摄像头将所述路侧雷达监测的路侧车

辆以及所述路侧通信设备监测的路侧车辆在Z轴拉伸影像。

[0043] 直接利用路侧摄像头的监控视频判断车辆驾驶是否违规的操作复杂，无法感知车

辆行驶速度，并且判断车辆行驶位置的图像处理方式以及计算系统复杂，因此，本实施方式

将所有路侧监控设备的监测数据集成到路侧计算设备进行边缘计算的实现步骤为：

[0044] 1、分别设定路侧雷达和路侧通信设备的监控数据有效范围；

[0045] 2、将所述路侧雷达、路侧通信设备和所述路侧摄像头的监控数据以及对应数据的

监测时间点发送到所述路侧计算设备的临时存储数据池内；

[0046] 3、标记超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的路侧雷达数据和路侧通信设备数据，同时标记出

对应的监测时间点；

[0047] 4、路侧计算设备选定包含监测时间点的排查时间段，并且从所述路侧摄像头拍摄

的视频内一次截取排查数据流；

[0048] 5、在一次截取排查数据流的基础上二次筛选超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的视频数据，

并且将视频数据在三维立体空间内模拟出路侧车辆的驾驶状态。

[0049] 在本实施方式中，由于路侧雷达和路侧通信设备的数据传输和数据标记过程中会

存在一定的延时，因此为了避免延时产生的误差，本实施方式在截取路侧摄像头的监控视

频时，选择包含标记时间点的一段时间内的视频数据，例如标记时间为8:00，选择7:59‑8:

01时间段内的一次截取排查数据流。

[0050] 在二次筛选超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的视频数据时，可以通过人工的方式再截取超

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的视频段，或者还可以通过标记超出监控数据有效范围的路侧雷达数

据和路侧通信设备数据的连续时间点，直接重建出对应路侧车辆在此连续时间段内的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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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模型。

[0051] 通过上述方式，可以实现及时有效的判断出不符合交通规则的车辆信息，并且通

过路侧雷达、路侧通信设备和所述路侧摄像头的多个监测设备的实时监控，可实现对车辆

跨道行驶和车辆超速行驶的准确判断，无需人工查阅监控录像进行一一对比，提高对车辆

的监控力度和监控效率，减少人工投入。

[0052] 另外，本实施方式的路侧通信设备还可以用于监测路边违规停车的情况，根据路

侧通信设备监测的车辆位置分布，如果路侧通信设备多次监测的同一个车辆位置分布不

变，则意味着该车辆已经靠边停车，根据该监控区域对路边停车的管理，如果停车时间超过

设定时间段，则截取该时间段对应的路侧摄像头采集的视频信息，即可实现对违停车辆的

管控。

[0053] 截取的车辆跨道行驶和车辆超速行驶视频段以及违停车辆的视频段分类保存在

数据库内进行存档备份，方便后期的管控和数据追溯。

[0054] 同时也可以将这些视频段在三维空间立体内模拟重现，三维立体模型的占用空间

小，由于路侧摄像头的监控数据会定期的覆盖，通过三维立体模型可实现对违规车辆的违

规数据进行长久保存，避免无法实现数据溯源。

[0055] 所述路侧通信设备获取所述路侧监测区域在城市GIS系统中的位置，所述城市GIS

系统中的若干个相邻路侧监测区域内的所述路侧通信设备建立通讯连接，路侧通信设备支

持包括CAN、802.11P、3G/4G、WiFi/BT等通信方式，可以实现车与路侧设备、路侧设备与路侧

设备、路侧设备与车联网管理平台之间高可靠性和低时延的实时通信功能。提供信息中继、

路段车辆环境信息采集、交通灯的控制、交通信息推送等服务。

[0056] 因此车联网管理平台可以向路侧通信设备发布监控车辆的信息，路侧通信设备实

现整个城市的通信覆盖，可实现对监控车辆的追踪定位，方便对某一监控车辆的定向实时

监控。

[0057]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

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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