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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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721781.6

(22)申请日 2019.08.0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39525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1.01

(73)专利权人 华北理工大学

地址 063200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新城渤

海大道21号

(72)发明人 孟令一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思创大成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614

代理人 张立君

(51)Int.Cl.

B60W 30/165(2020.01)

(56)对比文件

CN 107089230 A,2017.08.25

CN 107089230 A,2017.08.25

CN 102582619 A,2012.07.18

CN 103927897 A,2014.07.16

CN 106920411 A,2017.07.04

CN 104658290 A,2015.05.27

CN 205396081 U,2016.07.27

CN 107685728 A,2018.02.13

CN 109591794 A,2019.04.09

审查员 庄秀华

 

(54)发明名称

一种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

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

车辆通行系统及方法，其中车辆通行系统包括，

图像处理模块，包括摄像单元和图像处理单元，

摄像单元用于获取车辆前方图像，图像处理单元

用于识别和提取车辆前方图像的信息，并将信息

发送至信息处理模块；信息处理模块，对接收到

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判断，并将判断结果发送至控

制模块；自动跟随模块，与控制模块连接，用于跟

随前车保持同速行驶；发动机启停模块，与控制

模块连接，用于控制发动机的启停；控制模块，接

收信息处理模块的信息，以控制自动跟随模块和

发动机启停模块的开启与关闭，本发明使进入红

绿灯路口的车辆不受驾驶员控制，有效避免了因

驾驶员并道加塞造成的车辆通行缓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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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图像处理模块，包括摄像单元和图像处理单元，所述摄像单元用于获取车辆前方图像，

所述图像处理单元用于识别和提取所述车辆前方图像的信息，并将信息发送至信息处理模

块；

信息处理模块，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判断，并将判断结果发送至控制模块，所述

信息处理模块处理和判断的信息包括，车辆前方是否为交通灯路口和车辆前方是否有其他

车辆；

控制模块，接收所述信息处理模块的信息，以控制自动跟随模块和发动机启停模块的

开启与关闭；

自动跟随模块，与控制模块连接，用于跟随前车保持同速行驶；

发动机启停模块，与控制模块连接，用于控制发动机的启停；

所述控制模块用于确定车辆是否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当车辆前方有其他车辆并且前方

为红灯时所述控制模块控制车辆进入自动驾驶模式，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后，车辆不受驾驶

员控制，转由车载电脑智能控制，当车辆通过路口后，自动控制结束，转由驾驶员控制车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信

号发射单元和信号接收单元，所述信号发射单元与信号灯控制平台连接，用于发射信号灯

的信息，所述信号接收单元与所述信息处理模块连接，用于接收信号灯的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

灯的信息包括红灯和绿灯的持续时长、红灯或绿灯距离转变为黄灯的剩余时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定

位模块和存储有电子地图的存储模块，所述定位模块和存储模块分别与所述信息处理模块

连接，所述信息处理模块根据所述定位模块和电子地图的信息处理得到车辆距离交通路口

的距离。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信

息采集模块，与所述存储模块连接，用于采集驾驶员信息和车辆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驾驶

员的信息包括驾驶证信息、人脸信息、指纹信息或虹膜信息，所述车辆信息包括车牌号码和

发动机编号。

7.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车辆停止后，所述图像处理模块开启，所述摄像单元获取车辆前方图像，所述图像处理

单元识别和提取所述车辆前方图像的信息，并将信息发送至所述信息处理模块；

所述信息处理模块处理并判断接收到的信息后将判断结果发送至所述控制模块，所述

控制模块确定是否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当所述控制模块接收到的信息为前方路口为红灯且

车辆前方有其他车辆时，进入自动驾驶模式；

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后，由所述控制模块控制所述发动机启停模块关闭发动机；

当控制模块接收到所述信息处理模块的信息为当前信号灯颜色从红色转变为黄色时，

所述控制模块控制所述发动机启停模块开启发动机，并同时启动所述自动跟随系统，使车

辆跟随前车保持同速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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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驶离交通路口后，关闭自动驾驶模式。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进入自动驾驶模

式后，所述摄像单元继续获取车辆前方图像，当图像处理单元提取不到交通信号灯信息时，

所述信息处理模块判断为车辆驶离交通路口，关闭自动驾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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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交通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

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道路早晚高峰十字路口拥堵现象十分严重，主要原因除机动车数量急剧增加

之外,驾驶员违规操作和驾驶技术参差不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0003] 特别是在等红灯阶段，部分司机使用手机、强行并道加塞等现象屡见不鲜，也由此

造成了十字路口信号灯通行缓慢。一个长达三四十秒的通行信号在早晚高峰阶段可通行十

字路口的车辆多则十几二十辆，少则只有几辆。

[0004] 因此，期待设计一种自动控制车辆安全通过红绿灯交叉路口的通行控制系统，以

提高车辆通过红绿灯交叉路口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及方法，实现自动

控制车辆安全通过红绿灯交叉路口。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包括：

[0007] 图像处理模块，包括摄像单元和图像处理单元，所述摄像单元用于获取车辆前方

图像，所述图像处理单元用于识别和提取所述车辆前方图像的信息，并将信息发送至信息

处理模块；

[0008] 信息处理模块，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判断，并将判断结果发送至控制模块；

[0009] 控制模块，接收信息处理模块的信息，以控制自动跟随模块和发动机启停模块的

开启与关闭

[0010] 自动跟随模块，与控制模块连接，用于跟随前车保持同速行驶；

[0011] 发动机启停模块，与控制模块连接，用于控制发动机的启停。

[0012] 作为可选方案，所述信息处理模块处理和判断的信息包括，车辆前方是否为交通

灯路口和车辆前方是否有其他车辆。

[0013] 作为可选方案，还包括信号发射单元和信号接收单元，所述信号发射单元与信号

灯控制平台连接，用于发射信号灯的信息，所述信号接收单元与所述信息处理模块连接，用

于接收信号灯的信息。

[0014] 作为可选方案，所述信号灯的信息包括红灯和绿灯的持续时长、红灯或绿灯距离

转变为黄灯的剩余时长。

[0015] 作为可选方案，还包括定位模块和存储有电子地图的存储模块，所述定位模块和

存储模块分别与所述信息处理模块连接，所述信息处理模块根据所述定位模块和电子地图

的信息处理得到车辆距离交通路口的距离。

[0016] 作为可选方案，还包括信息采集模块，与所述存储模块连接，用于采集驾驶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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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车辆信息。

[0017] 作为可选方案，所述驾驶员的信息包括人脸信息、指纹信息或虹膜信息，所述车辆

信息包括车牌号码和发动机编号。

[0018] 另一方面，提出了一种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9] 车辆停止后，所述图像处理模块开启，所述摄像单元获取车辆前方图像，所述图像

处理单元识别和提取所述车辆前方图像的信息，并将信息发送至所述信息处理模块；

[0020] 所述信息处理模块处理并判断接收到的信息后将判断结果发送至所述控制模块，

所述控制模块确定是否进入自动驾驶模式；

[0021] 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后，由所述控制模块控制所述发动机启停模块关闭发动机；

[0022] 当控制模块接收到所述信息处理模块的信息为当前信号灯颜色从红色转变为黄

色时，所述控制模块控制所述发动机启停模块开启发动机，并同时启动所述自动跟随系统，

使车辆跟随前车保持同速行驶；

[0023] 车辆驶离交通路口后，关闭自动驾驶模式。

[0024] 作为优选方案，当所述控制模块接收到的信息为前方路口为红灯且车辆前方有其

他车辆时，进入自动驾驶模式。

[0025] 作为优选方案，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后，所述摄像单元继续获取车辆前方图像，当图

像处理单元提取不到交通信号灯信息时，所述信息处理模块判断为车辆驶离交通路口，关

闭自动驾驶模式。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7] 使进入红绿灯路口后的车辆不受驾驶员控制或驾驶员仅能辅助控制车辆，有效避

免了个别驾驶员在红绿灯路口并道加塞等不文明行为造成的通行缓慢问题；车辆上安装有

与信号灯控制平台联网的信号接收单元，即使在红路灯被损坏的情况下，也能保证车辆有

序通过交通路口；通过采集模块对驾驶人员和车辆信息进行采集，并将采集的信息存储至

存储模块，以此确定当前驾驶车辆的人员。

[0028] 本发明的系统和方法具有其它的特性和优点，这些特性和优点从并入本文中的附

图和随后的具体实施方式中将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将在并入本文中的附图和随后的具体实

施方式中进行详细陈述，这些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共同用于解释本发明的特定原理。

附图说明

[0029] 通过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进行更详细的描述，本发明的上述以及其它

目的、特征和优势将变得更加明显，在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中，相同的参考标号通常代表相

同部件。

[0030]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一种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示意

图。

[0031] 附图标记说明：

[0032] 100-图像处理模块；101-摄像单元；102-图像处理单元；200-信息处理模块；300-

控制模块；401-信号发射单元；402-信号接收单元；500-定位模块；600-自动跟随模块；700-

发动机启停模块；800-信息采集模块；900-存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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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将参照附图更详细地描述本发明。虽然附图中显示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

然而应该理解，可以以各种形式实现本发明而不应被这里阐述的实施例所限制。相反，提供

这些实施例是为了使本发明更加透彻和完整，并且能够将本发明的范围完整地传达给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

[0034] 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图1为根据本

发明一个实施例的一种红绿灯路口用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的示意图，参考图1，自动控制

车辆通行系统包括：

[0035] 图像处理模块100，包括摄像单元101和图像处理单元102，摄像单元101用于获取

车辆前方图像，图像处理单元102用于识别和提取车辆前方图像的信息，并将信息发送至信

息处理模块；信息处理模块200，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判断，并将判断结果发送至控

制模块300；自动跟随模块600，与控制模块300连接，用于跟随前车保持同速行驶；发动机启

停模块700，与控制模块300连接，用于控制发动机的启停；控制模块300，接收信息处理模块

200的信息，以控制自动跟随模块600和发动机启停模块700的开启与关闭。

[0036] 具体地，图像处理模块100的摄像单元101具有摄像功能，本实例中摄像单元101为

自动变焦高清摄像头，可以对近距离和远距离分别摄像，并具有自动搜索红绿灯的功能。近

距离拍摄当前车辆正前方图像，远距离拍摄交通路口红绿灯的图像，并将拍摄的图像传输

至图像识别单元102，图像识别单元102对近距离的图像识别当前车辆前方是否有其他车

辆，对远距离的图像识别前方是否为红路灯路口，以及前方交通灯的颜色，图像识别单元

102将识别后的信息发送给数据处理模块200。数据处理模块200对收到的信息进行处理和

判断，并将判断的结果发送给控制模块300，由控制模块300确定车辆是否进入自动驾驶模

式，具体为控制模块300接收到的信息有多种，如，车辆前方是否有其他车辆，车辆前方是否

为红绿灯路口，当前红绿灯的颜色等。控制模块300根据接收到的不同信息进行不同的操

作。只有当车辆前方有其他车辆并且前方为红灯时控制模块300才控制车辆进入自动驾驶

模式。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后，控制模块300控制发动机熄火，此时车辆不受驾驶员控制，转由

车载电脑智能控制，当控制模块300接收到图像处理模块100的信息为当前信号灯颜色从红

色转变为黄色时，控制模块300控制发动机启动，并同时启动自动跟随系统600，使车辆保持

与前车同样速度行驶，当车辆通过路口后，摄像单元101拍摄的图像没有信号灯，因此控制

模块300接收到的信息为车辆前方没有信号灯，自动控制结束，转由驾驶员控制车辆。

[0037] 在本实例中，还包括定位模块500和存储有电子地图的存储模块900，定位模块500

和存储模块900分别与信息处理模块200连接，信息处理模块200根据定位模块500和电子地

图的信息处理得到车辆距离交通路口的距离。

[0038] 具体地，电子地图可以为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定位模块500可采用采用GPS定

位、北斗卫星定位或GPRS定位系统。当红绿灯上显示有倒计时时间时，图像处理单元102还

可以识别和提取红绿灯上的倒计时时间，并将倒计时时间发送给信息处理模块200。定位模

块500的定位信息和电子地图的信息相结合可以判断当前车辆距离交通路口的距离。当红

绿灯由红色变化为绿色，车辆启动自动跟随模式，并且信息处理模块200接收到图像处理单

元102的信息为当前车辆前方没有其他车辆时，信息处理模块200根据当前的车速和距离交

通路口的距离得出通过路口的时间，并与接收到的倒计时时间进行比较，判断能否通过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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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如果能通过该路口则控制车辆保持原车速前行，如果不能通过该路口，则控制车辆减

速至路口停车，本方案适用于车辆前方没有其他车辆的情况，如果车辆前方有其他车辆，后

面车辆判断能否在倒计时时间内通过路口没有实际意义，后方车辆只要跟随前车行驶即

可。

[0039] 在另一个实例中，还包括信号发射单元401和信号接收单元402，信号发射单元401

与信号灯控制平台连接，用于发射信号灯的信息，信号接收单元402与信息处理模块200连

接，用于接收信号灯的信息。

[0040] 具体地，信号发射单元401安装在红绿灯上方或灯柱上，也可以安装在位于路口的

路灯、监控安装杆或岗亭上等易于发送无线信号处，信号发射单元发射的内容为当前交通

岗红绿灯的信息，具体为红绿灯亮灯状态，红灯和绿灯的持续时长，红灯或绿灯距离转变为

黄灯的剩余时长。信号发射单元401将信息发送给车辆的信号接收单元402，信号接收单元

402与信息处理模块200连接。此方案的优势在于当交通岗红绿灯损坏时，图像处理模块100

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信息处理模块200根据信号接收单元402接收到的红绿灯信息，依

然可以控制车辆有序通过交通岗。

[0041] 在一个实例中，还包括信息采集模块800，与存储模块900连接，用于采集驾驶员信

息和车辆信息，驾驶员的信息包括驾驶证信息、人脸信息、指纹信息或虹膜信息，车辆信息

包括车牌号码和发动机编号。

[0042] 具体地，人脸采集、指纹采集及虹膜采集均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由于在购

置新车时，车辆悬挂临时牌照，摄像头不能轻易识别临时牌照，使得驾驶员随意的违反交通

规则，另外当发生交通肇事驾驶员逃离时，无法确认驾驶车辆的人员，本实例中在启动车辆

前需要对驾驶员进行身份采集，以此确定当前驾驶车辆的人员。在其他实例中，采集的信息

可以发送到交警平台备案，以备发生问题时核查。另外车主也可以将经常驾驶车辆的人员

的信息录入信息采集模块800中，每次发动车辆前，对驾驶员进行身份识别，信息确认后方

可启动车辆，如果信息不符，则无法启动车辆。

[0043] 本发明另一实施例还提出了一种自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的方法，继续参考图1，自

动控制车辆通行系统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车辆停止后，图像处理模块100开启，摄像单元101获取车辆前方图像，图像处理单

元102识别和提取车辆前方图像的信息，并将信息发送至信息处理模块200；

[0045] 信息处理模块200处理并判断接收到的信息后将判断结果发送至控制模块300，控

制模块300确定是否进入自动驾驶模式；

[0046] 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后，由控制模块300控制发动机启停模块700关闭发动机；

[0047] 当控制模块300接收到信息处理模块200的信息为当前信号灯颜色从红色转变为

黄色时，控制模块300控制发动机启停模块700开启发动机，并同时启动自动跟随系统600，

使车辆跟随前车保持同速行驶；

[0048] 车辆驶离交通路口后，关闭自动驾驶模式。

[0049] 具体为，车辆停止后，图像处理模块100开启，图像处理模块100的摄像单元101具

有摄像功能，可以对近距离和远距离分别摄像，并具有自动搜索红绿灯的功能。近距离拍摄

当前车辆正前方图像，远距离拍摄交通路口红绿灯的图像，并将拍摄的图像传输至图像识

别单元102，图像识别单元102对近距离的图像识别当前车辆前方是否有其他车辆，对远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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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图像识别前方是否为红路灯路口，以及前方交通灯的颜色，图像识别单元102将识别后

的信息发送给数据处理模块200。数据处理模块200对收到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判断，并将判

断的结果发送给控制模块300，由控制模块300确定车辆是否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具体为控

制模块300接收到的信息有多种，如，车辆前方是否有其他车辆，车辆前方是否为红绿灯路

口，当前红绿灯的颜色等。控制模块300根据接收到的不同信息进行不同的操作。只有当车

辆前方有其他车辆并且前方为红灯时控制模块300才控制车辆进入自动驾驶模式。进入自

动驾驶模式后，控制模块300控制发动机熄火，此时车辆不受驾驶员控制，转由车载电脑智

能控制，当控制模块300接收到图像处理模块100的信息为当前信号灯颜色从红色转变为黄

色时，控制模块300控制发动机启动，并同时启动自动跟随系统600，使车辆保持与前车同样

速度行驶，当车辆通过路口后，由于摄像单元101拍摄的图像没有信号灯，因此控制模块300

接收到的信息为车辆前方没有信号灯，自动控制结束，转由驾驶员控制车辆。

[0050] 以上已经描述了本发明的各实施例，上述说明是示例性的，并非穷尽性的，并且也

不限于所披露的各实施例。在不偏离所说明的各实施例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对于本技

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许多修改和变更都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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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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