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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路况警示装置、系统及方

法，属于通信技术领域。该路况警示装置包括：电

源模块、定位模块、处理模块和主通讯模块；电源

模块与定位模块、处理模块和主通讯模块连接；

定位模块用于获取路况警示装置的位置信息；处

理模块用于对位置信息进行处理，得到路况警示

信号，路况警示信号包含警示信息和位置信息；

主通讯模块用于将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

备。本发明提供的路况警示装置，可以将路况情

况通过路况警示信号的形式及时地发送给各接

收设备，从而使各接收设备及其用户及时地获知

某个路段有故障发生或者道路有临时管制发生，

从而提高路况警示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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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路况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电源模块、定位模块、处理模块和主

通讯模块；

所述电源模块与所述定位模块、所述处理模块和所述主通讯模块连接；

所述定位模块用于获取所述路况警示装置的位置信息；

所述处理模块用于对所述位置信息进行处理，得到路况警示信号，所述路况警示信号

包含警示信息和所述位置信息；

所述主通讯模块用于将所述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路况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包括次通讯模块，所述

次通讯模块用于接收一移动终端发送的辅助定位信息；

所述定位模块基于所述辅助定位信息获取所述路况警示装置的位置信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路况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路况警示信号还包括车道信

息，所述次通讯模块还用于接收所述移动终端发送的所述车道信息并传递给所述处理模

块。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路况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车道信息包括道路故障事发地

点受影响的车道方向和/或车道编号。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路况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设备包括具有C-V2X功能

的车辆、车载通信设备、基站、路侧单元和/或移动设备。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路况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包括显示模块，所述显

示模块与所述处理模块连接，并用于显示所述路况警示装置的工作状态。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路况警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包括吸盘、主体和连杆，

所述电源模块、定位模块、处理模块和主通讯模块均设置于所述主体内，所述连杆连接所述

主体和所述吸盘，所述吸盘用于固定所述路况警示装置。

8.一种路况警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一移动设备和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

所述的路况警示装置，所述路况警示装置包括一次通讯模块；

所述移动终端通过所述次通讯模块与所述路况警示装置通信连接；

所述移动终端用于将自身的位置信息作为辅助定位信息发送给所述次通讯模块；

和/或所述移动终端用于将所述车道信息发送给所述次通讯模块；

所述次通讯模块用于接收所述移动终端发送的辅助定位信息和/或所述车道信息。

9.一种采用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路况警示装置进行路况警示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所述定位模块获取所述路况警示装置的位置信息；

所述处理模块接收所述位置信息，并对所述位置信息进行处理，得到路况警示信号；

所述主通讯模块将所述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路况警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主通讯模块将所述路况警示

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的步骤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路警示装置根据路况警示解除指令，向所述接收设备中的指定设备发送路况警示

解除信号。

11.一种采用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路况警示系统进行路况警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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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移动终端与所述路况警示装置建立通信连接；

所述移动终端将自身的位置信息作为辅助定位信息发送给所述次通讯模块；

和/或所述移动终端将所述车道信息发送给所述次通讯模块；

所述路况警示装置将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所述路况警示信号包含警示信息

和位置信息和/或车道信息。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路况警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路况警示装置将所述路况警

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的步骤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路警示装置根据路况警示解除指令，向所述接收设备中的指定设备发送路况警示

解除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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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路况警示装置、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信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路况警示装置、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车辆故障的次数和出现交通事

故的次数也不断增加。当发生车辆故障或出现交通事故时，为了让途经事故点的其它车辆

知道事故点有异常情况，驾驶员通常在离事故点的一定范围内放置三脚架警示牌，以此提

醒过往的驾驶员谨慎驾驶。

[0003] 在车道维修或者临时管制时，相关人员会在该路段放置相关的警示牌，以此提醒

过往的驾驶员谨慎驾驶或者绕道驾驶。

[0004] 然而，通过警示牌达到路况警示的目的至少存在以下问题：警示的时效性不佳，由

于阴雨天气原因或者车辆的行驶速度较快等原因，驾驶员不一定能清楚地看见警示牌，或

者看到警示牌后已经为时已晚，不能做出正确的驾驶操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路况警示装置、系统及方法，以提高路况警示的时效性。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路况警示装置，所述装置包括：电源模块、定

位模块、处理模块和主通讯模块；

[0007] 所述电源模块与所述定位模块、所述处理模块和所述主通讯模块连接；

[0008] 所述定位模块用于获取所述路况警示装置的位置信息；

[0009] 所述处理模块用于对所述位置信息进行处理，得到路况警示信号，所述路况警示

信号包含警示信息和所述位置信息；

[0010] 所述主通讯模块用于将所述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

[0011] 可选的，所述装置还包括次通讯模块，所述次通讯模块用于接收一移动终端发送

的辅助定位信息；

[0012] 所述定位模块基于所述辅助定位信息获取所述路况警示装置的位置信息。

[0013] 可选的，所述路况警示信号还包括车道信息，所述次通讯模块还用于接收所述移

动终端发送的所述车道信息并传递给所述处理模块。

[0014] 可选的，所述车道信息包括道路故障事发地点受影响的车道方向和/或车道编号。

[0015] 可选的，所述接收设备包括具有C-V2X功能的车辆、车载通信设备、基站、路侧单元

和/或移动设备。

[0016] 可选的，所述装置还包括显示模块，所述显示模块与所述处理模块连接，并用于显

示所述路况警示装置的工作状态。

[0017] 可选的，所述装置还包括吸盘、主体和连杆，所述电源模块、定位模块、处理模块和

主通讯模块均设置于所述主体内，所述连杆连接所述主体和所述吸盘，所述吸盘用于固定

所述路况警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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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路况警示系统，所述系统包括一移动设备和上述任一项所述

的路况警示装置，所述路况警示装置包括一次通讯模块；

[0019] 所述移动终端通过所述次通讯模块与所述路况警示装置通信连接；

[0020] 所述移动终端用于将自身的位置信息作为辅助定位信息发送给所述次通讯模块；

[0021] 和/或所述移动终端用于将所述车道信息发送给所述次通讯模块；

[0022] 所述次通讯模块用于接收所述移动终端发送的辅助定位信息和/或所述车道信

息。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路况警示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24] 所述定位模块获取所述路况警示装置的位置信息；

[0025] 所述处理模块接收所述位置信息，并对所述位置信息进行处理，得到路况警示信

号；

[0026] 所述主通讯模块将所述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

[0027] 可选的，所述主通讯模块将所述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的步骤之后，所述

方法还包括：

[0028] 所述路警示装置根据路况警示解除指令，向所述接收设备中的指定设备发送路况

警示解除信号。

[0029] 本发明提供另一种路况警示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30] 所述移动终端与所述路况警示装置建立通信连接；

[0031] 所述移动终端将自身的位置信息作为辅助定位信息发送给所述次通讯模块；

[0032] 和/或所述移动终端将所述车道信息发送给所述次通讯模块；

[0033] 所述路况警示装置将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所述路况警示信号包含警示

信息和位置信息和/或车道信息。

[0034] 可选的，所述路况警示装置将所述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的步骤之后，所

述方法还包括：

[0035] 所述路警示装置根据路况警示解除指令，向所述接收设备中的指定设备发送路况

警示解除信号。

[0036] 本发明提供的路况警示装置，可以将路况情况通过路况警示信号的形式及时地发

送给各接收设备，从而使各接收设备及其用户及时地获知某个路段有故障发生或者道路有

临时管制发生，从而提高路况警示的时效性。

附图说明

[003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路况警示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与路况警示装置配对使用的APP显示界面图；

[0039]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路况警示系统架构示意图；

[0040]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路况警示装置的外观形状示意图；

[0041]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路况警示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路况警示方法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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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优点和特征更加清楚，以下结合附图1～6对本发明提出的一

种路况警示装置、系统及方法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路况警示装置，该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电源模块101、定

位模块102、处理模块103和主通讯模块104，电源模块101可以包括可充电锂电池；

[0045] 电源模块101与定位模块102、处理模块103和主通讯模块104连接，电源模块101用

于给定位模块102、处理模块103和主通讯模块104提供电源；

[0046] 定位模块102用于获取路况警示装置的位置信息，定位模块102可以支持GNSS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例如，该定位模块102可以

采用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统)、GLONA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全球卫星导航系统)、BeiDou/Compass(BeiDou(COMPASS)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alileo(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或QZSS(Quasi-

Zenith  Satellite  System，准天顶卫星系统)等导航系统；路况警示装置可以通过定位模

块102计算出路况警示装置的当前位置信息，即出现故障的道路的位置信息，该位置信息可

以是该道路的经纬度或者该道路的车道名称；

[0047] 处理模块103用于对位置信息进行处理，得到路况警示信号，路况警示信号包含警

示信息和位置信息，其中，警示信息可以是预设的词语，例如，警示信息可以是“前方路段有

交通事故”或“前方路段维修封闭”等词语；

[0048] 可选的，路况警示信号还可以包括车道信息，车道信息可以包括道路故障事发地

点受影响的车道名称、车道方向和/或车道编号等信息，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终端中的与本发

明提供的路况警示装置配套的APP(Application，计算机应用程序)编辑车道信息，然后将

车道信息通过APP发送给路况警示装置；移动终端可以是智能手机或PAD(portable 

device，便携式设备)等设备，智能手机中的APP的显示界面可以如图2所示，该显示界面可

以显示事发地点的经纬度、该经纬度对应的车道名称(图中未显示)、车道的方向、车道编号

(车道编号是指受影响的车道位于路面的第几车道，即第几股车道)和相应的候选框，当用

户选择候选框时，显示界面可以显示相应的文字描述，图2中显示的是用户选择了4个候选

框，这4个候选框分别对应“由南向北”、“左起第1股车道”、“由北向南”、“左起第1股车道”，

这时显示界面可以显示警示信号对应的内容“请注意，有车辆在116 .31025(经度)、

40.06165(纬度)地点故障，影响由难向北左起第1股车道以及由北向南左起第1股车道”；

[0049] 主通讯模块104用于将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主通讯模块104可以与接收

设备建立交互连接，其中，接收设备是指能够与路况警示装置通信的设备。

[005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路况警示装置，可以将路况情况通过路况警示信号的形式及

时地发送给各接收设备，从而使各接收设备及其用户及时地获知某个路段有故障发生或者

道路有临时管制发生，从而提高路况警示的时效性。

[0051] 可选的，路况警示装置还包括次通讯模块，次通讯模块用于接收一移动终端发送

的辅助定位信息；

[0052] 定位模块基于辅助定位信息获取路况警示装置的位置信息。

[005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路况警示装置还包括次通讯模块，该次通讯模块可以是蓝牙

模块，移动终端和路况警示装置可以通过蓝牙模块建立通信连接，这样可以保证在没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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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网络的情况下，移动终端也可以与路况警示装置建立通信连接。通常情况下，移动终端中

的定位模块是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中的或者已有粗略的定位信息(比如基站定位，WIFI定位

等)，而路况警示装置不使用时处于关机状态，当出现路况异常时才使用路况警示装置，在

路况警示装置刚开机时将移动终端自身的定位信息发送给路况警示装置，路况警示装置可

以将接收到的移动终端自身的定位信息作为辅助定位信息，然后利用路况警示装置中的定

位模块计算出当前的具体位置，这样可以提高路况警示装置的定位速度。

[0054] 可选的，路况警示装置的次通讯模块还可以接收移动终端发送的车道信息并传递

给处理模块，处理模块根据车道信息、警示信息和定位模块102计算得到的位置信息生成路

况警示信号，这样的警示信号更加清楚、详细，便于接收设备及其用户了解当前路段的具体

情况。接收设备实时接收路况警示信号后，可以分析路况警示信号中的位置信息和车道信

息与本接收设备的行驶路线之间的关系，判断是否播放该警示信号。

[0055] 可选的，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接收设备包括具有C-V2X(Cellular-Vehicle  to 

Everything，蜂窝通信-车用无线通信技术)功能的车辆、车载通信设备、基站、路侧单元和/

或移动设备。通过C - V 2 X技术，可以实现路况警示装置通过V2 I (V e h i c l e  t o 

Infrastructure，车辆与基础设施)技术、V2N(Vehicle  to  network，车辆与网络中心)技

术、V2P(Vehicle  to  Pedestrian,车辆与用户)技术将路况警示信息发送给各接收设备，以

完成路况警示信息的传播。C-V2X技术可以是3GPP  Release  14C-V2X(Thi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Release  14C-V2X，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第14次发布的C-V2X)技术

或与其相关的技术。

[0056] 如3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路况警示系统架构示意图，该架构可以包括

汽车A1、路况警示装置A、移动终端B、汽车C1-C3、路侧单元(RSU)D、基站E、车联网管理中心F

和汽车G1-G3。汽车A1中配置有路况警示装置A和移动终端B，路况警示装置A可以与移动终

端B、汽车C1-C3、路侧单元D、基站E、车联网管理中心F进行交互，路况警示装置A与车联网管

理中心F也可以通过基站E转接后进行信息传递，车联网中心可以将接收到的路况警示信号

转发给汽车G1-G3。示例性的，路况警示装置A可以每隔100毫秒向其附近500米内的汽车C1-

C3发送路况警示信号，汽车C1-C3之间可以转发该警示信号，汽车C1-C3也可以将该警示信

号转发给其它的汽车；路况警示装置A向路侧单元D和基站E发送路况警示信号后，如果收到

对方回复的确认答复，路况警示装置A可以不再向这些侧单元D和基站E重复发送路况警示

信号以节省电量；汽车C1-C3和汽车G1-G3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等形式提醒驾驶员；当路

况恢复正常后，路况警示装置A可以向路侧单元D和基站E发送路况警示解除信号，以使路侧

单元D和基站E知晓该地点的路况已经回复正常，路侧单元D和基站E可以将警示解除信号转

发给其它的接收设备。

[0057] 可选的，路况警示装置还包括显示模块，显示模块与处理模块连接，并用于显示路

况警示装置的工作状态。显示模块可以是LED灯或者显示屏，显示模块可以显示路况警示装

置的工作状态，该工作状态可以包括路况警示装置进入配对状态、可连接状态、与移动终端

已经建立连接状态、发送路况警示信号等状态。用户通过显示模块可以知道路况警示装置

所处的工作状态，以便进行相应的操作。

[0058] 可选的，路况警示装置还包括吸盘、主体和连杆，电源模块101、定位模块102、处理

模块103和主通讯模块104均设置于主体内，连杆连接主体和吸盘，吸盘用于固定路况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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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

[0059] 如图4所示，路况警示装置可以包括USB接口1、挂绳孔2、LED灯3、主体4、连杆5、吸

盘6和电源键7。电源模块101、定位模块102、处理模块103和主通讯模块104可以设置于主体

内。连杆5将主体4和吸盘6连接成一体。通过挂绳孔2或吸盘6可以将路况警示装置固定于汽

车尾部、汽车的后窗玻璃、随车三脚架或路边的指示牌等设备上。通过USB接口可以给该装

置进行软件升级和充电。通过LED灯3的颜色或闪烁频率可以区分路况警示装置所处的状

态，例如，长按电源键7超过一定时间，LED灯的颜色为红色时，表示路况警示装置进入配对

状态，即警示装置中的蓝牙已启动；短按电源键7，LED灯的颜色为黄色时，表示路况警示装

置进入可连接状态，即警示装置中的蓝牙已经可被附近的移动终端连接；当LED灯的颜色为

绿色时，表示路况警示装置与移动终端已经建立数据连接；当LED灯的颜色为蓝色时，表示

路况警示装置正在向预设范围内的各接收设备发送路况信息。

[006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路况警示装置，结构简单，便于携带，车主在车辆出现故障或

者道路维护人员在封路时，均可以使用本路况警示装置进行路况警示传播。

[0061] 基于上述路况警示装置的相同技术构思，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路况警示系

统，参考5所示，该系统包括一移动终端和上述的任一路况警示装置，移动终端和路况警示

装置通过蓝牙建立交互连接，警示装置可以具体包括蓝牙、电源键、LED、GPS、射频无线收发

器及天线、CPU、电源管理晶片和电池。其中，警示装置中的蓝牙可以作为次通讯模块，用于

接收移动终端发送的辅助定位信息和/或车道信息。

[006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路况警示系统，可以将路况情况通过路况警示信号的形式及

时地发送给各接收设备，从而使各接收设备及其用户及时地获知某个路段有故障发生或者

道路有临时管制发生，从而提高路况警示的时效性。

[0063] 移动终端与警示装置的交互过程可以如图6所示，该交互过程包括：

[0064] S601：移动终端通过蓝牙与路况警示装置建立通信连接；

[0065] S602：移动终端通过相应的APP获取路况警示装置的电量、充电状态、定位信息等

相关内容；

[0066] S603：移动终端发送自身的位置信息以辅助警示装置进行定位，用户在移动终端

中选择或编辑修改具体的车道信息，然后一起发送给路况警示装置；

[0067] S604：路况警示装置根据警示信息、定位信息和车道信息生成路况警示信号，并将

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预设范围内的各接收设备；

[0068] S605：当路况正常后，路况警示装置停止向周边的车辆、车载通信设备和移动设备

发送路况警示信号，并向车联网管理中心、路侧单元和基站发送路况警示解除信号。例如，

直接将路况警示装置关机，通过关机的方式使路况警示装置停止向周边的车辆、车载通信

设备和移送设备发送路况警示信号，并触发路况警示装置向车联网管理中心、路侧单元和

基站发送路况警示解除信号。

[0069] 基于上述路况警示装置的相同技术构思，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路况警示方

法，该方法包括：定位模块获取路况警示装置的位置信息；处理模块接收位置信息，并对位

置信息进行处理，得到路况警示信号；主通讯模块将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主通讯

模块将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的步骤之后，路警示装置根据路况警示解除指令，可

以向接收设备中的指定设备发送路况警示解除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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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基于上述路况警示系统的相同技术构思，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路况警示方

法，该方法包括：移动终端与路况警示装置建立通信连接；

[0071] 移动终端用于将自身的位置信息作为辅助定位信息发送给路况警示装置的次通

讯模块；

[0072] 和/或移动终端用于将车道信息发送给警示装置的次通讯模块；

[0073] 路况警示装置将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路况警示信号包含警示信息和位

置信息和/或车道信息。

[007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路况警示方法，可以将路况情况通过路况警示信号的形式及

时地发送给各接收设备，从而使各接收设备及其用户及时地获知某个路段有故障发生，从

而提高路况警示的时效性。

[0075] 可选的，路况警示装置将路况警示信号发送给接收设备的步骤之后，路警示装置

可以根据路况警示解除指令，向接收设备中的指定设备发送路况警示解除信号。

[0076]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路况警示装置可以根据解除指令，向基站和路侧单元发送路

况警示解除信号。例如，用户在移动终端中的APP中输入解除路况警示的指令，路况警示装

置则根据该解除指令，向预设范围内的各基站和路侧单元发送路况警示解除信号，以此表

示事发地点的道路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因为路过的车辆通常是移动的，经过事发地点的车

辆可能已经远离事发地点，为了节约电量和网络资源，路况警示装置可以不用向已经接收

到路况警示信息的车辆、车载通信设备和移动设备发送警示解除信号。

[007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路况警示方法，路况警示装置还可以向各基础设施和各网络

中心发送警示解除信号，这样可以使基站和路侧单元实时地更新路况信息，以便及时地把

更新后的路况信息传播给更多的用户。

[0078] 上述描述仅是对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描述，并非对本发明范围的任何限定，本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根据上述揭示内容做的任何变更、修饰，均属于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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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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