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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车辆巡航控制方法及系统，

属于车辆巡航控制技术领域。本发明在车辆进入

巡航状态时，检测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信

息，本发明通过预测车辆前方的道路环境信息，

当前方道路是上坡时，提前控制车辆的巡航速度

增加，当前方道路是下坡时，控制车辆的巡航速

度减少，提前预测前方道路信息并对车速控制策

略进行优化，采用“加速-滑行”模式，实现车辆在

爬坡、下坡时根据路况自动提前调整车辆的行驶

速度，使发动机工作状态调整到经济区域，从而

实现节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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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辆巡航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当车辆进入巡航状态时，检测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信息，所述的道路信息包

括坡道信息；

2)当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上坡路段时，根据车辆的巡航速度、坡度和

坡长确定第一速度设定值，将车辆的巡航速度加速到第一速度设定值；

3)当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下坡路段时，根据车辆的巡航速度、坡度和

坡长确定第二速度设定值，并将当前的车辆的巡航速度降到第二速度设定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巡航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当第一速度设定值大于当前

路段最高限速速度值时，则将当前路段最高限速速度值作为第一速度设定值。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车辆巡航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速度设定值和第

二速度设定值均是将巡航车速范围、坡度范围和坡长范围划分为相应个数的子范围，通过

实验标定得到。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车辆巡航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当车辆前方出现拥堵或

者距离前车距离小于设定长度时，控制车辆进行制动，当前方拥堵缓解或距离前车距离大

于等于设定长度时，控制车辆恢复当前巡航车速。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巡航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

处的道路为下坡路段，控制发动机停止喷油，提前进行减速滑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巡航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

处的道路为上坡路段时，控制发动机转矩进行均匀调整和变速箱换挡。

7.一种车辆巡航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该巡航控制系统包括车辆信息采集模块、道路

信息采集模块、巡航车速计算模块和控制器，所述的巡航车速计算模块与车辆信息采集模

块和道路信息采集模块相连，用于根据获取的当前车辆的巡航车速和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

的道路信息确定经济巡航车速，当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上坡路段时，根据

车辆的巡航速度、坡度和坡长确定第一速度设定值，当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

为下坡路段时，根据车辆的巡航速度、坡度和坡长确定第二速度设定值，控制器根据巡航车

速计算模块确定的第一速度设定值、第二速度设定值，控制车辆的巡航车速升到第一速度

设定值或降到第二速度设定值。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车辆巡航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当第一速度设定值大于当前

路段最高限速速度值时，则将当前路段最高限速速度值作为第一速度设定值。

9.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车辆巡航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当车辆前方出现拥堵或

者距离前车距离小于设定长度时，控制车辆进行制动，当前方拥堵缓解或距离前车距离大

于等于设定长度时，控制车辆恢复当前经济巡航车速。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车辆巡航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器还控制连接

有发动机控制单元和变速器控制单元，所述控制器用于在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

路为下坡路段时，向发动机控制单元发送控制发动机停止喷油的指令；用于在检测到车辆

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上坡路段时，向变速器控制单元发送变速箱换挡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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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辆巡航控制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车辆巡航控制方法及系统，属于车辆巡航控制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汽车保有量不断增长，每

年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同时汽车运行时还会排放大量的大气污染物，节能减排己成为我国

解决能源制约和治理环境污染的主要措施。为响应节能减排，各个汽车制造商都在积极研

发油耗优化方法。

[0003] 客车由于其特殊的运输性质，特别是用于客运、旅游用途的，需要长时间在高速公

路进行行驶，为缓解司机驾驶疲劳，中高端客车基本都配置了车辆巡航系统，其作用是：按

司机要求的速度进行巡航设定后，不用踩油门踏板就自动地保持车速，使车辆以固定的速

度行驶。采用了这种装置，当在高速公路上长时间行车后，司机就不用再去控制油门踏板，

即减轻了疲劳，也减少了不必要的车速变化，有效节省燃料。但这种巡航模式在一些坡度变

化不大的平原地区能起到节能效果，对一些坡度起伏较大的地区往往起不到节能效果，甚

至会造成燃料浪费、司机主观感受较差等问题。这是由于当前的定速巡航系统不能充分识

别道路信息，如坡道信息、限速信息等，不能根据道路信息及时对车辆进行节油控制和速度

控制，具有较大的实际使用缺陷。

[0004] 公开号为CN104385919A、名称为《汽车定速巡航系统及定速巡航方法》的中国专利

公开了一种汽车定速巡航系统及定速巡航方法，包括有与发动机ECU单元连接的第一微处

理模块Ⅰ，所述第一微处理模块Ⅰ连接巡航开关，所述发动机ECU单元通过CAN总线连接有第

二微处理模块Ⅱ，所述第二微处理模块Ⅱ分别对应连接有速度传感器、指示灯和仪表；其

中：第一微处理模块Ⅰ接收并转换巡航开关的操控信号并传递给发动机ECU单元；第二微处

理模块Ⅱ接收速度传感器实时感应的车速信号并将此车速信号转换为CAN信号通过CAN总

线发送到发动机ECU单元，同时接收并解析发动机ECU单元发出的实时巡航工作状态及故障

信息给指示灯及仪表；发动机ECU单元接收第一微处理模块Ⅰ的操控信号及离合信号、刹车

信号、排气制动信号，并将这些信号进行分析，在满足预定的定速巡航条件下按操控要求控

制车速，同时发动机ECU通过CAN总线发送实时巡航工作状态及故障信息给第二微处理模块

Ⅱ。其不足之处有：①在定速巡航设置中没有考虑车辆实际所处的路段状况，当车辆上坡时

会造成巡航车速下降，不利于燃油经济性和驾驶舒适性，具有较大的实际使用缺陷；②不具

备车辆定位与道路坡度判断功能。

[0005] 公开号为CN105346390A、名称为《一种基于车载导航系统的定速巡航系统和定速

巡航方法》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巡航控制系统及方法，其系统包括：音响主机单元、发动

机控制单元、ABS控制器、定速巡航开关和定速巡航设定开关。ABS控制器、定速巡航开关和

定速巡航设定开关连接于所述音响主机单元，音响主机单元包括导航仪和陀螺仪，能够准

确定位车辆所处路段位置，并能够提供车辆所处路段的限速信息、坡度信息以及导航信息，

音响主机单元连接于发动机控制单元，发动机控制单元接收来自音响主机单元采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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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设定的巡航速度、ABS控制器检测的车速信息以及导航定位信息)，依据制定的巡航控

制策略，将车速稳定维持在巡航速度范围内。其不足之处有：①不能提前预测前方道路情况

进行主动控制，只是被动的维持巡航车速，节能效果有限；②只是针对单一道路坡度预设值

进行巡航车速控制，控制较为粗放。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车辆巡航控制方法，以解决目前车辆巡航控制中无法提

前预测前方道路进行主动巡航控制导致节能效果不好的问题；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车辆巡

航控制系统。

[0007]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而提供一种车辆巡航控制方法，该控制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08] 1)当车辆进入巡航状态时，检测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信息，所述的道路信

息包括坡道信息；

[0009] 2)当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上坡路段时，根据车辆的巡航速度、坡

度和坡长确定第一速度设定值，将车辆的巡航速度加速到第一速度设定值；

[0010] 3)当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下坡路段时，根据车辆的巡航速度、坡

度和坡长确定第二速度设定值，并将当前的车辆的巡航速度降到第二速度设定值。

[0011] 本发明通过预测车辆前方的道路环境信息，当前方道路是上坡时，提前控制车辆

的巡航速度增加，当前方道路是下坡时，控制车辆的巡航速度减少，提前预测前方道路信息

并对车速控制策略进行优化，采用“加速-滑行”模式，实现车辆在爬坡、下坡时根据路况自

动提前调整车辆的行驶速度。

[0012] 进一步地，为了避免车辆在上坡时车速超过最高限速，影响车辆的安全运行，当第

一速度设定值大于当前路段最高限速速度值时，则将当前路段最高限速速度值作为第一速

度设定值。

[0013] 进一步地，本发明还给出了速度值的确定过程，所述的第一速度设定值和第二速

度设定值均是将巡航车速范围、坡度范围和坡长范围划分为相应个数的子范围，通过实验

标定得到。

[0014] 为了避免车辆在拥堵路段采用巡航控制影响行车安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了车辆

的安全性和节油性，当车辆前方出现拥堵或者距离前车距离小于设定长度时，控制车辆进

行制动，当前方拥堵缓解或距离前车距离大于等于设定长度时，控制车辆恢复当前经济巡

航车速。

[0015] 为了在实现车辆利用滑行全通过下坡路段，进一步地提高节油效果，当检测到车

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下坡路段时，控制发动机停止喷油，提前进行减速滑行。

[0016] 进一步地，当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上坡路段时，控制发动机转矩

进行均匀调整和变速箱换挡。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车辆巡航控制系统，该巡航控制系统包括车辆信息采集模

块、道路信息采集模块、巡航车速计算模块和控制器，所述的巡航车速计算模块与车辆信息

采集模块和道路信息采集模块相连，用于根据获取的当前车辆的巡航车速和车辆前方设定

距离处的道路信息确定经济巡航车速，当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上坡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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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根据车辆的巡航速度、坡度和坡长确定第一速度设定值，当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

的道路为下坡路段时，根据车辆的巡航速度、坡度和坡长确定第二速度设定值，控制器根据

巡航车速计算模块确定的第一速度设定值、第二速度设定值，控制车辆的巡航车速升到第

一速度设定值或降到第二速度设定值。

[0018] 进一步地，当第一速度设定值大于当前路段最高限速速度值时，则将当前路段最

高限速速度值作为第一速度设定值。

[0019] 进一步地，当车辆前方出现拥堵或者距离前车距离小于设定长度时，控制车辆进

行制动，当前方拥堵缓解或距离前车距离大于等于设定长度时，控制车辆恢复当前经济巡

航车速。

[0020] 进一步地，所述的控制器还控制连接有发动机控制单元和变速器控制单元，所述

控制器用于在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下坡路段时，向发动机控制单元发送控

制发动机停止喷油的指令；用于在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上坡路段时，向变

速器控制单元发送变速箱换挡指令。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车辆巡航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车辆巡航控制系统的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

[0024] 本发明的一种车辆巡航控制方法的实施例

[0025] 本发明通过预测前方道路情况，在预测到前方是上坡路段时，提前控制发动机输

出较高的转速和扭矩或提前进行变速器换挡，使车辆加速到一定值，然后利用车辆滑行冲

过坡顶；在预测到前方是下坡路段时，提前控制发动机停止喷油，利用车辆滑行安全通过下

坡路段；这种预测性巡航控制方法能将发动机工作状态调整到经济区域，从而实现节油的

目的。该方法可用在客车、轿车等车辆，下面以在客车上的应用为例进行说明，该方法的具

体实现过程如图1所示，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26] 1.采集车辆信息和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信息。

[0027] 车辆信息和道路信息的采集是在车辆通过巡航开关或巡航设定开关进入巡航状

态时进行的。其中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信息是基于网联终端通过高精度地图实时获

取的，包括道路等级、道路限速与前方道路环境的信息，其中道路环境信息主要包含坡道信

息、道路拥堵信息等，坡道信息要包含有位置点、坡度、坡道长度等，道路拥堵信息要包含有

拥堵位置、拥堵长度等。本发明所定义的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距离值，其可

根据车辆的型号、性能进行设定。所采集的车辆信息主要是车辆的巡航车速，也可以根据需

要采集转速信息、扭矩信息和档位信息等。

[0028] 2.根据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信息和当前的巡航车速确定车辆的经济巡航车速。

[0029] 当检测到前方设定距离处有上坡路段时，根据前方上坡路段的坡道信判断坡道状

态，并根据判断的坡道状态进行经济巡航车速(第一速度设定值)的确定。本发明的第一速

度设定值是将巡航车速范围、坡度范围和坡长范围划分为相应个数的子范围，通过实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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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到。具体而言是建立相应巡航车速下，坡道状态和巡航车速增量的对应关系。

[0030] 一般情况下设定的巡航速度V0范围为(30，Vmax]，具体将巡航车速(30，Vmax]分为若

干个速度范围，分别为(30，V0]、(V0，V1]、(V1，V2]、(V2，V3]……、(Vn，Vmax]，n越大，分成的巡航

车速范围越多，相应地，每个范围的长度较短，控制较精细。由于数据较多，不在一一赘述，

简单的就以巡航车速在(30，V0]范围为例，进行详细说明，坡道状态和巡航车速增量的对应

关系如表1所示：具体将坡道长度(0，Ln]分为若干个坡长范围，分别为(0，L0]、(L0，L1]、(L1，

L2]、(L2，L3]……、(Lm-1，Lm]，其中0为代表无坡状态，Lm代表最大坡长，L0、L1、……、Lm均为设

定的不同坡长，相邻的两个设定坡长构成一个坡长范围；将坡度(0，in]分为若干个坡度范

围，分别为(0，i0]、(i0，i1]、(i1，i2]、(i2，i3]……、(in-1，in]。其中0为代表无坡状态，in代表

最大坡度，i0、i1、……、in均为设定的不同坡度，相邻的两个设定坡度构成一个坡度范围；分

成的范围的个数，即m和n的个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定，当n较小时，即分成的范围的

个数较少时，每个数量范围的长度较长，控制较粗放，当n较大时，即分成的范围的个数较多

时，相应地，每个数量范围的长度较短，控制较精细。原则上，n的最小值为2，为了控制达到

一定的精细度，n的最小值一般情况下为4、5、6或者7，当然，如果想要获得更加精细地控制，

n可以是更大的数字。基于当前巡航车速和道路信息，进行查表，即可确定当前上坡路段的

经济巡航车速即第一速度设定值。

[0031] 表1

[0032]

[0033] 当检测到前方有下坡路段时，根据前方下坡路段信息处理后(位置点、坡度、坡道

长度)，并根据判断的坡道状态进行经济巡航车速(第二速度设定值)的确定。下坡经济巡航

车速的确定方法基本与上坡一致，识别到前方存在下坡路段时，根据下坡路段坡长及坡度，

确认下坡经济巡航车速。本发明的第二速度设定值也是将巡航车速范围、坡度范围和坡长

范围划分为相应个数的子范围，通过实验标定得到，与第一速度设定值的确定过程相同，这

里不再赘述。

[0034] 3.根据确定的车辆的经济巡航车速对车辆进行巡航控制。

[0035] 若检测到的前方路段有上坡路段时，依据制定的巡航节能控制策略，提前控制发

动机转矩进行均匀调整及变速箱的提前换挡，直至车速增至第一速度设定值；若为手动挡

车辆，对变速箱的控制可通过提前语音提醒实现。

[0036] 在控制巡航车速增加的过程，还需判断第一速度设定值是否大于最高限速速度

值，若大于，则为了避免巡航车速超过最高限速速度值而导致车辆处于危险行车状态的问

题，需要将第一速度设定值更新为最高限速速度值，即此时控制车辆的巡航车速为最高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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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速度值。

[0037] 若检测到前方有下坡路段时，依据制定的巡航节能控制策略，每个下坡信息(坡长

及坡度)均对应一个减速值，然后控制车辆在合适时间提前进行减速滑行，提前控制发动机

停止喷油，使车辆的巡航车速降低到第二速度设定值，利用车辆滑行安全通过下坡路段，以

避免在下坡时不必要的制动，造成燃油浪费。

[0038] 以上2种情况均为在保证行驶安全的条件下，对车辆的节能巡航控制，若前方出现

拥堵、跟车较近等情况时，控制车辆进行制动，当前方拥堵缓解或距离前车距离大于等于设

定长度时，控制车辆恢复当前经济巡航车速。驾驶员也可通过按下巡航开关、踩离合、踩刹

车等操作控制巡航解除。

[0039] 本发明的一种车辆巡航控制系统的实施例

[0040] 该巡航控制系统包括车辆信息采集模块、道路信息采集模块、巡航车速计算模块

和控制器，起诉中巡航车速计算模块与车辆信息采集模块和道路信息采集模块相连，用于

根据获取的当前车辆的巡航车速和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信息确定经济巡航车速，当

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上坡路段时，根据车辆的巡航速度、坡度和坡长确定

第一速度设定值，当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下坡路段时，根据车辆的巡航速

度、坡度和坡长确定第二速度设定值，控制器根据巡航车速计算模块确定的第一速度设定

值、第二速度设定值，控制车辆的巡航车速升到第一速度设定值或降到第二速度设定值。

[0041] 具体而言，如图2所示，控制器采用整车控制器，整车控制器通过CAN总线与巡航车

速计算模块连接，巡航车速计算模块通过CAN总线与车辆信息采集模块和道路信息采集模

块连接，车辆信息采集模块可利用车辆带的信息采集模块实现，用于获取车辆的车速信息、

档位信息、扭矩信息等，道路信息采集模块基于网联终端通过高精度地图实时获取前方道

路信息。整车控制器根据巡航车速计算模块确定的第一速度设定值或第二速度设定进行车

辆的巡航控制，当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下坡路段时，整车控制器向发动机

控制单元发送控制发动机停止喷油的指令，将巡航车速降低到第二速度设定值，利用车辆

滑行安全通过下坡路段；当检测到车辆前方设定距离处的道路为上坡路段时，整车控制器

向变速器控制单元发送变速箱换挡指令，控制发动机转矩进行均匀调整及变速箱的提前换

挡，直至将巡航车车速增加到第一速度设定值。具体的控制过程与方法的过程一样，这里不

再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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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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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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