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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种车辆 的提醒方法、系统及车辆。其 中，车辆 的提醒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检测转 向灯是否
开启 ( S101 ) ；如果转 向灯开启，则进一步获取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 ( S102 ) ；根据导航信
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车辆 的行驶意 图 ( S103 ) ; 如 果为转 向，则 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转
向图标，如果行驶意 图为超车，则 向车辆前方的路面上投射超车 图标 ( S104) 该车辆 的提醒方法可 以使
行人或者周边车辆 的车 内人员准确地判断 出该车辆开启转 向灯是转 向还是超车，其它车辆或者行人 能够
及时了解该车辆的驾驶意图，从而可以对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起到警示作用，提升行车安全。



车辆的提醒方法、系统及车辆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本 申请 要求 长城 汽 车股份 有 限公司于 2018 年 09 月 30 日提交 的、发 明名称 为 “ 车

辆 的提 醒方 法 、系 统及 车辆 ” 的、 中国专利 申请 号为 “20 1811159925 .5” 的优 先权 。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汽车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车辆 的提醒方法 、系统及车辆 。

背景技术

相关技术 中，车辆前照灯 只具备简单 的照 明功能 。当需要转弯或者超车时，驾驶员通

过拨动转 向拨杆使转 向灯亮起 ，达到提醒行人 以及周边车辆 的 目的。

存在 以下 问题 ，由于驾驶员拨动转 向拨杆使转 向灯亮起时，当行人或者周边车辆 的车

内人员看到后并不能 明确其是要转 向还是超车 ，即行人或者周边车辆并不能 明确其到底是

要转弯还是要超车等行为 ，因此 ，存在发生交通事故 的风 险。

发明内容
有鉴于此 ，本发 明 旨在提 出一种车辆 的提醒方法 。该车辆 的提醒方法可 以使行人或者

周边车辆 的车 内人员准确地判断 出该车辆开启转 向灯是转 向还是超车 ，其它车辆或者行人

能够及时 了解该车辆 的驾驶 意 图，从而可 以对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起到警示作用 ，提升行车

安全 。

为达到上述 目的，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 的：

一种车辆 的提醒方法 ，包括 以下步骤 ：检测转 向灯是否开启 ；如果所述转 向灯开启 ，

则进一步获取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根据所述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

信 息确定车辆 的行驶意 图；如果所述行驶意 图为转 向，则 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转 向图

标 ，如果所述行驶意 图为超车 ，则 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超车 图标 。

进一步 的，所述根据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车辆 的行驶意 图，包括 ：

根据所述导航信息确定转 向或者超车 ；和/或 ，根据所述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识别前方是否

有路 口，并根据识别结果确定转 向或者超车 。

进一步 的，还包括 ：根据所述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识别道路是否禁行 ；



如果是，则 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禁行 图标 。

进一步的，还包括 ：根据所述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路 口是否有行人；如果是，则

在车辆转 向时，向所述行人的脚下投射所述转 向图标 。

进一步的，所述 向行人的脚下投射所述转 向图标 ，包括 ：对所述行人进行追踪，以使

向所述行人的脚下投射 的转 向图标随所述行人的移动而移动 。

进一步的，还包括 ：如果所述转 向灯未开启，则在根据所述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

图像信息确定车辆 的行驶意图为转 向时，预先 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转 向图标 。

本发 明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 ，可 以使行人或者周边车辆 的车 内人员准确地判断 出该车辆

开启转 向灯是转 向还是超车 ，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能够及时了解该车辆 的驾驶意 图，从而可

以对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起到警示作用，提升行车安全 。

本发 明的第二个 目的在于提 出一种车辆 的提醒系统 。该系统可 以使行人或者周边车辆

的车 内人员准确地判断出该车辆开启转 向灯是转 向还是超车 ，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能够及时

了解该车辆 的驾驶意图，从而可 以对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起到警示作用，提升行车安全 。

为达到上述 目的，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 的：

一种车辆 的提醒系统，包括 ：检测装置 ，用于检测转 向灯是否开启；控制器 ，用于在

所述转 向灯开启时，进一步获取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并根据所述导航信息

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车辆 的行驶意图；投影模块 ，用于在所述控制器确定所述行

驶意图为转 向时，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转 向图标 ，在所述行驶意 图为超车时，向车辆

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超车 图标 。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器用于：根据所述导航信息确定转 向或者超车；和/或，根据所述

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识别前方是否有路 口，并根据识别结果确定转 向或者超车 。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器还用于根据所述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识别道路是

否禁行，所述投影模块还用于在所述控制器确定所述道路禁行时，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

射禁行 图标 。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器还用于根据所述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路 口是否有行人，如

果是，则在车辆转 向时，所述投影模块 向所述行人的脚下投射所述转 向图标 ，并对所述行

人进行追踪 ，以使所述投影模块 向所述行人 的脚下投射 的转 向图标随所述行人 的移动而移

动 。

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系统与上述 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相对于现有技术所具有 的优势相 同，

在此不再赘述 。

本发 明的第三个 目的在于提 出一种车辆 ，该车辆可 以使行人或者周边车辆 的车 内人员



准确地判断 出该车辆开启转 向灯是转 向还是超车，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能够及时 了解该车辆

的驾驶意图，从而可 以对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起到警示作用，提升行车安全 。

为达到上述 目的，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 的：

一种车辆 ，设置有如上述任意一个实施例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系统。

所述 的车辆与上述 的车辆 的提醒系统相对于现有技术所具有 的优势相 同，在此不再赘

述 。

本 申请 的第三 四方面 的实施例 公开 了一种 计 算机 可读存储 介质 ，其上存 储有 车辆

的提醒程序 ，该车辆 的提醒程序被 处理器执 行时实现上述第 一方面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方

法 。

本 申请 的附加方面和优点将在下面 的描述 中部分给 出，部分将从下面 的描述 中变得 明

显，或通过本 申请 的实践 了解到 。

附图说明

构成本发 明的一部分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 明的进一步理解 ，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施例

及其说 明用于解释本发 明，并不构成对本发 明的不当限定 。在 附图中：

图 1 为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 的流程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另一个实施例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 的流程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另一个实施例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 的具体示例 图；

图 4 为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 的转 向时的投影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 的超车时的投影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 的转 向时存在行人的投影示意图；

图 7 为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系统的结构框 图。

具体实施方式

需要说 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 中的特征可 以相互组

合 。

下面将参考 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 明本发 明。

图 1 是根据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 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 的流程 图。

如 图 1所示 ，并结合 图 2 , 根据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 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

S101：检测转 向灯是否开启 。例如：根据转 向拨杆动作对应 的信号确定转 向灯是否开

启，以及是左转 向灯开启还是右转 向灯开启 。



S102：如果转 向灯开启，则进一步获取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

其 中，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可 以通过车载摄像头采集得到 。例如：采集车辆前方道路

的图像 。

S103：根据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车辆 的行驶意图。

具体地说，可 以根据导航信息确定转 向或者超车；和/或 ，根据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识

别前方是否有路 口，并根据识别结果确定转 向或者超车 。

例如：当车辆开启转 向灯后 ，如果存在导航信息，可 以根据导航信息确定前方道路是

否有路 口，并且可 以根据导航信息确定车辆是否需要转入该路 口 （即：转 向），如果是，则

确定车辆 的行驶意 图为转 向，即：此时开启转 向灯 的 目的是为 了转 向。反之，如果根据导

航确定前方路 口不需要转 向，或者前方没有路 口，则确定车辆此时开启转 向灯 的 目的通常

是为 了超车 。当然 ，也存在变道或者靠边停车的可能，此时，可 以进一步确定转 向灯开启

的一侧 附近是否有车辆 ，如果没有 ，则可能是变道或者靠边停车 。

再如：当车辆开启转 向灯后 ，也可 以根据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前方道路是否有路

口，如果有路 口，并且在路 口附近为 了行驶安全 ，通常不会进行加速超车，因此 ，可 以确

定车辆行驶意图为转 向 （即：转入路 口），即：此时开启转 向灯 的 目的是为 了转 向。反之，

如果根据车辆前方 的图像确定前方没有路 口，则确定车辆此时开启转 向灯 的 目的是为 了超

车 。当然 ，也存在变道或者靠边停车 的可能，此时，可 以进一步确定转 向灯开启的一侧 附

近是否有车辆 ，如果没有 ，则可能是变道或者靠边停车 。

当然 ，也可 以通过导航信息和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一 同确定行驶意图是否为转 向或者

超车 。

S104：如果行驶意图为转 向，则 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转 向图标 ，如果所述行驶意

图为超车，则 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超车 图标 。

例如：前方存在路 口，车辆 需要转弯 ，此时，当接近路 口时，可 以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

上投射转 向图标 ，一方面提醒驾驶员需要转 向，避免驾驶员不熟悉道路而错过路 口，另一

方面可 以对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起到警示作用，提升行车安全 。

进一步地 ，该方法还包括 ：根据所述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识别道路是否

禁行；如果是，则 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禁行 图标 。从而，可 以预先对驾驶员进行提示 ，

以提前做好应对 ，例如改变行驶路线等 。

此外，车辆 的提醒方法 ，还包括 ：根据所述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路 口是否有行人 ;

如果是，则在车辆转 向时，向所述行人的脚下投射转 向图标 。

例如：向行人的脚下投射所述转 向图标 ，包括 ：对行人进行追踪，以使 向所述行人的



脚下投射 的转 向图标随所述行人的移动而移动 。其 中，可 以根据采集到的图像识别行人 ，

从而对行人进行跟踪 。

如 图 3 所示 ，在车辆行驶过程 中，可 以根据车辆导航信息，车辆终端将导航信息传输

给主控制器 ，主控制器识别导航信息，在导航信息需要转弯时，主控制器将信号传输给投

影模块 ，投影模块将相应 的转 向标识 （转 向图标 ）投射在驾驶员前方 的路面上 ，达到提醒

驾驶员 以及周边车辆行人的 目的，同时，也可根据导航识别禁行等路况，投射相应 图标提

醒驾驶员。

需要说 明的是，在导航不开启的条件下，驾驶员可 以根据车辆上配置 的摄像头来识别

前方路况，投射模块将根据识别到的信息投射相应 的图标 。同时，驾驶员可 以通过手动拨

动转 向拨杆 ，将转 向信号传输给主控制器 ，经主控制器处理后 出输给投影模块 ，投影模块

投射相应 的转 向标识 。

如 图 4 所示 ，转 向标识投影 区域为驾驶员前方 （n+ 1）米 以外的区域 ，且投影位置可在

区域 内自行调节 。正常默认投影为 （n+ 1）米 的位置 。有行人等需要进行提醒时，可根据摄

像头识别的行人信息，将 图标投射在行人脚下。其 中，n 为驾驶员盲区的距离 。

另外，可 以通过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识别前方路况，在识别到例如禁行

标识时，会投射相应 的禁行标识，在导航开启时，导航也会提供禁行信息，可在驾驶员进

入该车道时就将该信息提供给驾驶员。

车辆在正常直行时，会经常变道 ，变道时打转 向拨杆将不进行转 向标识投影 。在导航

开启时，根据导航信息确定车辆位置 ，是否需要拐弯 ，离路 口较远时，不进行转 向投影 。

在导航不开启时，传感器会识别车辆前方路况，是否有路 口，来确定车辆是否需要进行转

向标志投影 。

在路过高速路上的交叉路 口时，会根据导航确定是否需要转弯，如需要转弯 ，在快到

路 口时，投射转 向标识，提醒驾驶员转弯 。该场景下，可 以将摄像头配合导航 ，两种识别

到 的信息不一致时，以导航 的信息为主 。以免摄像头检测到路 口不是需要转弯 的路 口，导

致驾驶员走错方 向。

超车提醒前车的场景下，例如：在正常行驶 的过程 中，经常 出现超车 的情况 ，尤其是

在超大货车 的情况下，相关技术 中仅能够通过喇叭进行提醒 ，在周 围环境 比较乱，或者车

内音乐等其他声音 的音量 比较大时，将会 出现无法提醒到前方车辆 的情况，行车安全存在

较大的隐患。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如 图 5 所示 ，在刚开始超车时，将投射 向想要超过车辆

的方 向的转 向图标 ，将其投射在本车道前方 ，即将超过车辆 的左前方 。在行驶到车辆车头

并行状态时，将投射一种变道轨迹 （即：超车 图标 ），以提醒右侧车将 ，本车接下来的行驶



意图，可提前做好准备 。

如 图 6 所示 ，在车辆正常行驶到路 口需要转弯时，需要转弯的路 口前方恰好有行人经

过 ，这时相关技术 中的转 向将不能够有效地提醒行人 ，本发 明的实施例 ，能够根据传感器

识别到行人信息，将转 向标识投射在行人脚下，并且 图标将进行闪烁 。可 以有效地提醒前

方行人及时避让车辆 。

本发 明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 ，可 以使行人或者周边车辆 的车 内人员准确地判断 出该车辆

开启转 向灯是转 向还是超车 ，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能够及时了解该车辆 的驾驶意 图，从而可

以对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起到警示作用，提升行车安全 。

进一步地 ，该方法还 以在没有开启转 向灯 的情况下，确定行驶意图，这样 ，可 以在车

辆 需要转弯时，预先 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转 向图标 ，这样 ，一方面提醒该车辆 的驾驶

员，避免驾驶员不熟悉道路而错过路 口，另一方面可 以对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起到警示作用，

提升行车安全 。

例如：如果转 向灯未开启，则在根据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车辆 的行

驶意图为转 向时，预先 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转 向图标 。一方面提醒该车辆 的驾驶员，

避免驾驶员不熟悉道路而错过路 口，另一方面可 以对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起到警示作用，提

升行车安全 。

图 7 是根据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 的车辆 的提醒系统的结构框 图。如 图 7 所示 ，根据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 的车辆 的提醒系统 700 ，包括 ：检测装置 710 、控制器 720 和投影模块 730 。

其 中，检测装置 710 用于检测转 向灯是否开启 。控制器 720 用于在转 向灯开启时，进

一步获取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并根据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

定车辆 的行驶意图。投影模块 730 用于在控制器 720 确定行驶意图为转 向时，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转 向图标 ，在所述行驶意图为超车时，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超车 图标 。

在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控制器 720 用于：根据所述导航信息确定转 向或者超

车；和/或 ，根据所述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识别前方是否有路 口，并根据识别结果确定转 向

或者超车 。

在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控制器 720 还用于根据所述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

图像信息识别道路是否禁行 ，所述投影模块还用于在所述控制器确定所述道路禁行时，向

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禁行 图标 。

在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控制器 720 还用于根据所述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

路 口是否有行人，如果是，则在车辆转 向时，所述投影模块 向所述行人的脚下投射所述转

向图标 ，并对所述行人进行追踪，以使所述投影模块 向所述行人的脚下投射 的转 向图标 随



所述行人的移动而移动 。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车辆 的提醒系统，可 以准确地判断出开启转 向灯 的 目的是转 向还

是超车，从而在车辆需要转弯时，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转 向图标 ，在超车时投射相应

的超车 图标 ，以使其它车辆或者行人 明确该车辆 的驾驶意图，一方面提醒该车辆 的驾驶员，

避免驾驶员不熟悉道路而错过路 口，另一方面可 以对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起到警示作用，提

升行车安全 。

需要说 明的是，本发 明实施例 的车辆 的提醒系统的具体实现方式与本发 明实施例 的车

辆 的提醒方法 的具体实现方式类似 ，具体请参见方法部分的描述 ，为 了减少冗余 ，此处不

做赘述 。

进一步地 ，本发 明的实施例公开 了一种车辆 ，设置有如上述任意一个实施例 中的车辆

的提醒系统 。该车辆可 以准确地判断 出开启转 向灯 的 目的是转 向还是超车，从而在车辆 需

要转弯时，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转 向图标 ，在超车时投射相应 的超车 图标 ，以使其它

车辆或者行人 明确该车辆 的驾驶意图，一方面提醒该车辆 的驾驶员，避免驾驶员不熟悉道

路而错过路 口，另一方面可 以对其它车辆或者行人起到警示作用，提升行车安全 。

另外，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车辆 的其它构成 以及作用对于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都是 已知的，为 了减少冗余 ，此处不做赘述 。

进 一步地 ，本 申请 的实施例 公开 了一种计 算机 可读存储介质 ，其上存储有计 算机

程序 ，所述计算机程序被 处理器执 行时实现根据上述任 意一个实施例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

方法 。

需要说 明的是，在本说 明书 的描述 中，流程 图中或在此 以其他方式描述 的任何过程或

方法描述可 以被理解为，表示包括一个或更多的用于实现特定逻辑功能或过程 的步骤 的可

执行指令 的代码 的模块 、片段或部分，并且本 申请 的优选实施方式的范围包括另外的实现 ，

其 中可 以不按所示 出或讨论 的顺序 ，包括根据所涉及 的功能按基本 同时的方式或按相反 的

顺序 ，来执行功能，这应被本 申请 的实施例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

在流程 图中表示或在此 以其他方式描述 的逻辑和/或步骤 ，例如，可 以被认为是用于实

现逻辑功能的可执行指令 的定序列表 ，可 以具体实现在任何计算机可读介质 中，以供指令

执行系统、装置或设备 （如基于计算机 的系统、包括处理器 的系统或其他可 以从指令执行

系统、装置或设备取指令并执行指令 的系统 ）使用，或结合这些指令执行系统、装置或设

备而使用 。就本说 明书而言， ’’计算机可读介质 "可 以是任何可 以包含 、存储 、通信 、传播

或传输程序 以供指令执行系统、装置或设备或结合这些指令执行系统、装置或设备而使用

的装置 。计算机可读介质 的更具体 的示例 （非穷尽性列表 ）包括 以下：具有一个或多个布



线 的电连接部 （电子装置 ），便携式计算机盘盒 （磁装置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只

读存储器 （ROM），可擦除可编辑只读存储器 （EPROM 或闪速存储器 ），光纤装置 ，以及

便携式光盘只读存储器 （CDROM）。另外，计算机可读介质甚至可 以是可在其上打印所述

程序 的纸或其他合适 的介质 ，因为可 以例如通过对纸或其他介质进行光学扫描 ，接着进行

编辑 、解译或必要时 以其他合适方式进行处理来 以电子方式获得所述程序 ，然后将其存储

在计算机存储器 中。

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可 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 的方法携带的全部或部分步骤是

可 以通过程序来指令相关的硬件完成，所述 的程序可 以存储于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中，

该程序在执行时，包括方法实施例 的步骤之一或其组合 。

在本说 明书的描述 中，参考术语 “一个实施例” 、“一些实施例” 、 “示例 ” 、“ 具体示例” 、

或 “ 一些示例 ” 等 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 的具体特征、结构 、材料或者特点包

含于本 申请 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 中。在本说 明书 中，对上述术语 的示意性表述不是必

须针对 的是相 同的实施例或示例 。而且 ，描述 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 点可 以在任

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 中以合适 的方式结合 。此外 ，在不相互矛盾 的情况下，本领域 的

技术人员可 以将本说 明书 中描述 的不 同实施例或示例 以及不 同实施例或示例 的特征进行结

合和组合 。

尽管上面 已经示 出和描述 了本 申请 的实施例 ，可 以理解 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性的，

不能理解为对本 申请 的限制 ，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 申请 的范围内可 以对上述实施例

进行变化 、修改、替换和变型。



权利要求书

1、一种车辆 的提醒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

检测转 向灯是否开启；

如果所述转 向灯开启，则进一步获取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

根据所述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车辆 的行驶意图；

如果所述行驶意图为转 向，则 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转 向图标 ，如果所述行驶意图

为超车，则 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超车 图标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导航信息和/或车

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车辆 的行驶意图，包括 ：

根据所述导航信息确定转 向或者超车；和/或 ，

根据所述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识别前方是否有路 口，并根据识别结果确定转 向或者超

车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

根据所述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识别道路是否禁行；

如果是，则 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禁行 图标 。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

根据所述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路 口是否有行人；

如果是，则在车辆转 向时，向所述行人的脚下投射所述转 向图标 。

5、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方法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

如果所述转 向灯未开启，则在根据所述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车辆 的

行驶意图为转 向时，预先 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转 向图标 。

6、一种车辆 的提醒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

检测装置 ，用于检测转 向灯是否开启；

控制器 ，用于在所述转 向灯开启时，进一步获取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

并根据所述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车辆 的行驶意图；

投影模块 ，用于在所述控制器确定所述行驶意 图为转 向时，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

转 向图标 ，在所述行驶意图为超车时，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超车 图标 。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用于：

根据所述导航信息确定转 向或者超车；和/或 ，

根据所述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识别前方是否有路 口，并根据识别结果确定转 向或者超



车 。

8、根据权利要求 6 或 7 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还用于根据

所述导航信息和/或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识别道路是否禁行，所述投影模块还用于在所述控

制器确定所述道路禁行时，向车辆前方 的路面上投射禁行 图标 。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还用于根据所述

车辆前方 的图像信息确定路 口是否有行人，如果是，则在车辆转 向时，所述投影模块 向所

述行人的脚下投射所述转 向图标 ，并对所述行人进行追踪，以使所述投影模块 向所述行人

的脚下投射 的转 向图标随所述行人的移动而移动 。

10、一种车辆 ，其特征在于，设置有如权利要求 6-9 任一项所述 的车辆 的提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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