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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交通安全领域，提供基于大数据

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及方法，用于解决车载预警终

端易发出误报信息的问题。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大

数据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包括车载终端和监控平

台，所述监控平台包括通信服务模块、云存储模

块、预警模块、汇总模块、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和

远程控制模块，所述车载终端检测异常事件并将

事件上传到监控平台；所述通信服务模块同车载

终端连接，云存储模块、汇总模块、大数据综合分

析模块和远程控制模块同通信服务模块连接，所

述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同预警模块连接。根据异

常特征对驾驶员是否有危险行为进行判定，可以

有效地进行预警报警，从而保证车辆安全行驶；

可以有效的获取预警信息，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概率。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09823346 B

2020.10.30

CN
 1
09
82
33
46
 B



1.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车身状态监测模块获取车辆的状态异常特征，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通过摄像头获取驾

驶员的行为异常特征，主动安全防御模块获取交通的路况异常特征；

处理器获取到车辆的状态异常特征、行为异常特征和路况异常特征的任一个特征后，

将异常特征通过通讯模块传递给监控平台，存储入云存储模块；

监控平台接收车载终端发出的异常特征，对异常特征进行处理，发出预警信息；监控平

台接收异常特征后，该异常特征为状态异常特征、行为异常特征、路况异常特征的其中一

个，外部关联模块调取同本次异常特征发生时间最近的不少于一个的相同类别或/和不同

类别的异常特征，将本次接收到的异常特征同调取的不少于一个的相同类别或/和不同类

别异常特征组合后，在数据库中检索是否存在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常特征的组合对应的

预警信息，若存在，发出预警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监控平台收到异常

特征后，先经过滤模块进行过滤处理，过滤处理的方式为：若1~10秒内收到同一种异常特

征，可以认为是同一次异常特征事件，过滤掉重复的异常特征，减少终端连续触发型误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监控平台收到异常

特征后，图像分析模块获取异常特征发生时对应的图像，调整图像的色彩、对比度、色调，过

滤掉因图片拍摄环境光线太亮、背光或反光导致的误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云存储模块中

存储多种预警信息，所述预警信息包括一个异常特征对应的预警信息、两个异常特征的组

合对应的预警信息、三个异常特征的组合对应的预警信息；误报信息收集模块接收误报信

息后，对云存储模块中存储的预警信息进行调整：若某个预警信息对应的误报率大于等于

预设阈值，删去该预警信息。

5.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用于实现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方

法，包括车载终端和监控平台，所述监控平台包括通信服务模块、云存储模块、预警模块、汇

总模块、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和远程控制模块，所述车载终端检测异常事件并将事件上传

到监控平台；所述通信服务模块同车载终端连接，云存储模块、汇总模块、大数据综合分析

模块和远程控制模块同通信服务模块连接，所述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同预警模块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大数据综合分

析模块包括过滤模块、图像分析模块和关联分析模块，所述过滤模块同通信服务模块连接，

所述过滤模块同云存储模块连接，所述图像分析模块同过滤模块连接，所述图像分析模块

同关联分析模块连接；所述关联分析模块还包括内部关联模块和外部关联模块，所述内部

关联模块同外部关联模块连接，所述内部关联模块与外部关联模块同云存储模块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控平台还包

括自调整模块和误报信息收集模块，所述自调整模块同云存储模块连接，所述误报信息收

集模块同自调整模块连接，所述误报信息收集模块的功能为收集预警信息的误报率。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载终端包括

处理器、存储模块、定位模块、通讯模块、摄像头、车身状态监测模块、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

主动安全防御模块，所述通讯模块同通信服务模块连接，所述处理器同存储模块、定位模

块、通讯模块、车身状态监测模块、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主动安全防御模块连接，所述驾驶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823346 B

2



员状态监测模块、主动安全防御模块、存储模块同摄像头连接；所述摄像头包括车内摄像头

和车外摄像头，所述车内摄像头同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连接，所述车外摄像头同主动安全

防御模块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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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交通安全领域，具体涉及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车辆行驶过程中，智能终端可以检测前方车辆、行人和车道状况，当终端感知到潜

在碰撞危险或车道偏离事件时，会提供声音预警；同时也可以监测司机异常驾驶行为，如闭

眼、打哈欠、姿态异常、抽烟、打电话等；当终端检测到异常事件时，会触发图片或短视频，并

通过4G网络传输至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实现对车队的可视化安全管理。目前，市面上智能设

备以孤立的上报事件为主，一些真实偶然事件被错误判定为驾驶员危险行为，导致系统误

报率较高，企业安监人员疲于应对处理。

[0003] 同时，现有的预警智能终端只能对采集到的图像中的异常特征进行预警，而又因

为警情过多无法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而一些严重的事故往往是由多个异常特征共同导致

或者可以从多个异常特征中预见到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为车载预警终端易发出误报信息的问题，提供基于大数据

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及方法。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06] 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包括车载终端和监控平台，所述监控平台包括通

信服务模块、云存储模块、预警模块、汇总模块、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和远程控制模块，所述

车载终端检测异常事件并将事件上传到监控平台；所述通信服务模块同车载终端连接，云

存储模块、汇总模块、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和远程控制模块同通信服务模块连接，所述大数

据综合分析模块同预警模块连接。

[0007] 监控平台接收车载终端传递来的异常特征，对异常特征进行处理后，向外发出预

警信息。

[0008] 获取多种维度的异常特征，从而有效的识别车辆是否可能发生危险，进而对车辆

是否出现险情进行有效的判断。

[0009] 优选地，所述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包括过滤模块、图像分析模块和关联分析模块，

所述过滤模块同通信服务模块连接，所述过滤模块同云存储模块连接，所述图像分析模块

同过滤模块连接，所述图像分析模块同关联分析模块连接；所述关联分析模块还包括内部

关联模块和外部关联模块，所述内部关联模块同外部关联模块连接，所述内部关联模块与

外部关联模块同云存储模块连接。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对异常特征进行再处理，可以更加

精确的获取预警信息。

[0010] 优选地，所述监控平台还包括自调整模块和误报信息收集模块，所述自调整模块

同云存储模块连接，所述误报信息收集模块同自调整模块连接，所述误报信息收集模块的

功能为收集预警信息的误报率。对预存的预警信息进行调整，避免某些经常会导致误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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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信息重复发出警报。

[0011] 优选地，所述车载终端还包括处理器、存储模块、定位模块、摄像头、车身状态监测

模块、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主动安全防御模块，所述通讯模块同通信服务模块连接，所述

处理器同存储模块、定位模块、通讯模块、车身状态监测模块、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主动安

全防御模块连接，所述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主动安全防御模块、存储模块同摄像头连接；

所述摄像头包括车内摄像头和车外摄像头，所述车内摄像头同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连接，

所述车外摄像头同主动安全防御模块连接。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主动安全防御模块、车身

状态监测模块通过摄像头或者行车电脑获取异常的特征，将异常特征发送到云端进行匹

配，进而发出预警信息。

[0012] 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方法，所述车身状态监测模块获取车辆的状态异常特

征，所述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通过摄像头获取驾驶员的行为异常特征，所述主动安全防御

模块获取交通的路况异常特征；  所述处理器获取到车辆的状态异常特征、行为异常特征和

路况异常特征的任一个特征后，将异常特征通过通讯模块传递给监控平台，存储入云存储

模块；  所述监控平台接收车载终端发出的异常特征，对异常特征进行处理，发出预警信息。

获取异常特征后，将该异常特征传递给平台，平台对特征进行处理后，发出预警信息。

[0013] 优选地，监控平台收到异常特征后，先经过滤模块进行过滤处理，过滤处理的方式

为：若1~10秒内收到同一种异常特征，可以认为是同一次异常特征事件，过滤掉重复的异常

特征，减少终端连续触发型误报。报警后屏蔽短时间内继续出现的相同的异常特征，防止频

繁报警，提高预警或报警的准确性。

[0014] 优选地，监控平台收到异常特征后，图像分析模块获取异常特征发生时对应的图

像，调整图像的色彩、对比度、色调，过滤掉因图片拍摄环境光线太亮、背光或反光导致的误

报。常用的车载终端往往是根据摄像头拍摄到的图像来判断是否发出预警信息，而图像的

质量往往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背景光的亮度，对图像质量有较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到

预警的效果。

[0015] 优选地，监控平台接收异常特征后，该异常特征为状态异常特征、行为异常特征、

路况异常特征的其中一个，所述内部关联模块调取上一个同本次异常特征发生时间最近的

一个相同类别的异常特征，将上一个异常特征与本次的异常特征组合后，在数据库中检索

是否存在与两个异常特征的组合对应的预警信息，若存在发出预警信息。将两个相同类别

的异常特征组合起来进行匹配，可以对一些交通事故有更为准确的预警，避免交通事故的

发生。

[0016] 优选地，监控平台接收异常特征后，该异常特征为状态异常特征、行为异常特征、

路况异常特征的其中一个，外部关联模块调取同本次异常特征发生时间最近的不少于一个

的不同类别的异常特征，将本次接收到的异常特征同调取的不少于一个的不同类别异常特

征组合后，在数据库中检索是否存在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常特征的组合对应的预警信

息，若存在发出预警信息。将三个不同类别的异常特征组合起来进行对比，将多个异常特征

的组合进行匹配，可以对一些交通事故有更为准确的预警，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017] 优选地，所述云存储模块中存储多种预警信息，所述预警信息包括一个异常特征

对应的预警信息、两个异常特征的组合对应的预警信息、三个异常特征的组合对应的预警

信息；所述误报信息收集模块接收误报信息后，对云存储模块中存储的预警信息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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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某个预警信息对应的误报率大于等于预设阈值，删去该预警信息。某些预警信息同实际

情况有较大区别，容易发生误报。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为：根据异常特征对驾驶员是否有危险

行为进行判定，可以有效地进行预警报警，从而保证车辆安全行驶；可以有效的获取预警信

息，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系统的示意图。

[0020] 图2为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系统的示意图。

[0021] 图3为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2] 图4为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方法的另一种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实施列是对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4] 实施例1

[0025] 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如图1所示，包括车载终端和监控平台，所述监控

平台包括通信服务模块、云存储模块、预警模块、汇总模块、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和远程控

制模块，所述车载终端检测异常事件并将事件上传到监控平台；所述通信服务模块同车载

终端连接，云存储模块、汇总模块、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和远程控制模块同通信服务模块连

接，所述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同预警模块连接。

[0026] 监控平台接收车载终端传递来的异常特征，对异常特征进行处理后，向外发出预

警信息。

[0027] 获取多种维度的异常特征，从而有效的识别车辆是否可能发生危险，进而对车辆

是否出现险情进行有效的判断。

[0028] 实施例2

[0029] 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如图2所示，包括车载终端和监控平台，所述监控

平台包括通信服务模块、云存储模块、预警模块、汇总模块、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和远程控

制模块，所述车载终端检测异常事件并将事件上传到监控平台；所述通信服务模块同车载

终端连接，云存储模块、汇总模块、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和远程控制模块同通信服务模块连

接，所述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同预警模块连接。所述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包括过滤模块、图

像分析模块和关联分析模块，所述过滤模块同通信服务模块连接，所述过滤模块同云存储

模块连接，所述图像分析模块同过滤模块连接，所述图像分析模块同关联分析模块连接；所

述关联分析模块还包括内部关联模块和外部关联模块，所述内部关联模块同外部关联模块

连接，所述内部关联模块与外部关联模块同云存储模块连接。所述监控平台还包括自调整

模块和误报信息收集模块，所述自调整模块同云存储模块连接，所述误报信息收集模块同

自调整模块连接，所述误报信息收集模块的功能为收集预警信息的误报率。所述车载终端

包括处理器、存储模块、定位模块、摄像头、车身状态监测模块、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主动

安全防御模块，所述通讯模块同通信服务模块连接，所述处理器同存储模块、定位模块、通

讯模块、车身状态监测模块、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主动安全防御模块连接，所述驾驶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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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监测模块、主动安全防御模块、存储模块同摄像头连接；所述摄像头包括车内摄像头和车

外摄像头，所述车内摄像头同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连接，所述车外摄像头同主动安全防御

模块连接。

[0030] 大数据综合分析模块对异常特征进行再处理，可以更加精确的获取预警信息。对

预存的预警信息进行调整，避免某些经常会导致误报的预警信息重复发出警报。驾驶员状

态监测模块、主动安全防御模块、车身状态监测模块通过摄像头或者行车电脑获取异常的

特征，将异常特征发送到云端进行匹配，进而发出预警信息。

[0031] 汇总模块可以对云存储模块中存储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输出报表，供管理人员

获取车辆的信息，以对驾驶员安全驾驶或车辆的安全运行水平进行评价。

[0032] 定位模块获取车辆所在位置，经处理器其传递给通信服务模块；监控平台以接收

到的位置信息为辅，判断车辆是否出现警情提供参考。

[0033] 实施例3

[0034] 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方法，如图3所示，所述车身状态监测模块获取车辆的状

态异常特征，所述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通过摄像头获取驾驶员的行为异常特征，所述主动

安全防御模块获取交通的路况异常特征；  所述处理器获取到车辆的状态异常特征、行为异

常特征和路况异常特征的任一个特征后，将异常特征通过通讯模块传递给监控平台，存储

入云存储模块；  所述监控平台接收车载终端发出的异常特征，对异常特征进行处理，发出

预警信息。

[0035] 获取异常特征后，将该异常特征传递给平台，平台对特征进行处理后，发出预警信

息。

[0036] 实施例4

[0037] 基于大数据主动安全预警方法，如图4所示，所述车身状态监测模块通过CAN接口

获取车辆的状态异常特征，所述驾驶员状态监测模块通过摄像头获取驾驶员的行为异常特

征，所述主动安全防御模块获取交通的路况异常特征；  所述处理器获取到车辆的状态异常

特征、行为异常特征和路况异常特征的任一个特征后，将异常特征通过通讯模块传递给监

控平台，存储入云存储模块；  所述监控平台接收车载终端发出的异常特征。监控平台收到

异常特征后，先经过滤模块进行过滤处理，过滤处理的方式为：若1~10秒内收到同一种异常

特征，可以认为是同一次异常特征事件，过滤掉重复的异常特征，减少终端连续触发型误

报。再由图像分析模块获取异常特征发生时对应的图像，调整图像的色彩、对比度、色调，过

滤掉因图片拍摄环境光线太亮、背光或反光导致的误报。再由内部关联模块调取上一个同

本次异常特征发生时间最近的一个相同类别的异常特征，该异常特征为状态异常特征、行

为异常特征、路况异常特征的其中一个，将上一个异常特征与本次的异常特征组合后，在数

据库中检索是否存在与两个异常特征的组合对应的预警信息，若存在发出预警信息。同时，

外部关联模块调取同本次异常特征发生时间最近的两个不同类别的异常特征，该异常特征

为状态异常特征、行为异常特征、路况异常特征的其中一个，将本次接收到的异常特征同调

取的两个不同类别异常特征组合后，在数据库中检索是否存在与三个异常特征的组合对应

的预警信息，若存在发出预警信息。所述云存储模块中存储多种预警信息，所述预警信息包

括一个异常特征对应的预警信息、两个异常特征的组合对应的预警信息、三个异常特征的

组合对应的预警信息；所述误报信息收集模块接收误报信息后，对云存储模块中存储的预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9823346 B

7



警信息进行调整：若某个预警信息对应的误报率大于等于预设阈值，删去该预警信息。

[0038] 获取异常特征后，将该异常特征传递给平台，平台对特征进行处理后，发出预警信

息。报警后屏蔽短时间内继续出现的相同的异常特征，防止频繁报警，提高预警或报警的准

确性。常用的车载终端往往是根据摄像头拍摄到的图像来判断是否发出预警信息，而图像

的质量往往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背景光的亮度，对图像质量有较大的影响，进而影响

到预警的效果。将两个相同类别的异常特征组合起来进行匹配，可以对一些交通事故有更

为准确的预警，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将三个不同类别的异常特征组合起来进行对比，将多

个异常特征的组合进行匹配，可以对一些交通事故有更为准确的预警，避免交通事故的发

生。某些预警信息同实际情况有较大区别，容易发生误报。

[0039] 关联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常特征一起同云存储模块中存储的信息进行匹配。

[0040] 实施例5

[0041] 实施例5同实施例4不同之处在于，所述的两个相同类型的异常特征均为行为异常

特征。

[0042] 例如，当获取驾驶员“打哈欠”的行为异常特征后，间隔一段时间后，又出现“闭眼”

的行为异常特征后，应该能及时预警，提请安监人员注意。

[0043] 实施例6

[0044] 实施例6同实施例4不同之处在于，再由内部关联模块调取上一个同本次异常特征

发生时间最近的一个相同类别的异常特征，该异常特征为状态异常特征、行为异常特征、路

况异常特征的其中一个，将上一个异常特征与本次的异常特征组合后，在数据库中检索是

否存在与两个异常特征的组合对应的预警信息，若存在发出预警信息。同时，监控平台接收

异常特征后，该异常特征为状态异常特征、行为异常特征、路况异常特征的其中一个，外部

关联模块调取同本次异常特征发生时间最近的一个的不同类别的异常特征，将本次接收到

的异常特征同调取的一个的不同类别异常特征组合后，在数据库中检索是否存在与两个异

常特征的组合对应的预警信息，若存在发出预警信息。

[0045] 例如，当发生驾驶员“打哈欠”的行为异常特征后，间隔一段时间后，又出现“车道

偏离”的状态异常特征后，应该能及时预警，提请安监人员注意。

[0046] 例如，当发生驾驶员“打哈欠”的行为异常特征后，间隔一段时间后，又出现“车距

过近”的状态异常特征后，应该能及时预警，提请安监人员注意。

[0047] 上列详细说明是针对本发明可行实施例的具体说明，以上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制本

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未脱离本发明所为的等效实施或变更，均应包含于本案的专利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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