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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

牙麦克风，包括蓝牙连接单元，还包括以下单元，

用于认证接收到的语音信息的语音认证单元，用

于识别语音描述的动作并生成控制指令的语音

识别单元，用于向车辆发出控制指令的指令发布

单元。本发明能够连接蓝牙耳机，判断从蓝牙耳

机接收到的语音控制信息是否为司机发出，避免

其他人发出的声音被系统误接收，执行错误的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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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包括蓝牙连接单元，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

下单元：

语音认证单元：用于认证接收到的语音信息，所述语音认证单元包括信息存储子单元

和信息比对子单元中至少一种；所述语音认证单元还用于在生成控制命令后要求驾驶员再

次输入语音指令并验证驾驶员输入的二次语音信息；

语音识别单元；用于识别语音描述的动作，并生成控制指令；

指令发布单元：用于向车辆发出控制指令；

所述二次语音信息认证及所述控制指令生成方法为：步骤01：自动接收语音指令；步骤

02：所述信息对比子单元调取存储在所述信息存储子单元中的司机信息，并与接收到的语

音指令进行比对；步骤03：所述语音指令与所述司机信息相符，所述信息比对子单元向所述

语音识别单元发送认证通过的信息，并把所述语音信息发送给所述语音识别单元，所述语

音识别单元根据语音信息，生成控制命令；步骤04：再次输入语音指令，所述信息比对子单

元判断再次输入的语音指令与所述司机信息是否相符，并判断再次输入的语音指令是否与

前一次相同；步骤05：如果信息相符并且与前一次指令相同，所述语音识别单元向所述指令

发布单元发送控制指令。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蓝牙连接

单元具有与外接蓝牙设备配对的功能。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接蓝牙

设备包括蓝牙耳机、手机上的蓝牙、智能设备上的蓝牙、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的蓝牙中

至少一种。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存储

子单元具有保存司机信息、配对蓝牙设备信息和司机语音信息中至少一种的功能。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司机信息

包括：语音指令、语音密码、语速、语调、手机号码、密码保护问题及答案中至少一种。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当第一次使用

时，需要在所述信息存储子单元中录入司机信息。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存储

子单元还具有更改所述司机信息的功能。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更改所述司机

信息需要进行语音密码比对、语速比对、语调比对手机号码比对和密码保护问题比对中至

少一种。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比对

子单元具有调取所述信息存储子单元中保存的司机语音信息的功能。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司机语

音信息包括语音指令、语速和语调中至少一种。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比

对子单元还具有判断接收到的语音与所述司机语音信息是否一致的功能。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当接收到的

语音与所述司机语音信息不一致时，所述信息比对子单元向所述语音识别单元发送认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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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信息。

13.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当接收到的

语音与所述司机语音信息一致时，所述信息比对子单元向所述语音识别单元发送认证通过

的信息，并将接收到的语音指令发送给所述语音识别单元。

1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语音识

别单元具有接收所述信息比对子单元发送过来的认证结果信息的功能。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语音识

别单元还具有判断所述语音指令是否为可执行命令的功能。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语音指

令为不可执行命令时，所述语音识别单元拒绝执行所述语音指令。

17.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语音指

令为可执行命令时，所述语音识别单元翻译所述语音指令，并生成控制指令。

18.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语音识

别单元还具有要求二次确认语音指令的功能。

19.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语音识

别单元还具有把所述控制指令发送给所述指令发布单元的功能。

2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指令发

布单元具有接收所述语音识别单元发出所述控制指令的功能。

21.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指令发

布单元还具有向车辆发出动作指令的功能。

22.如权利要求21所述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动作指

令包括打开空调、打开车窗、开启雨刷、打开天窗、落下门锁、打开门锁、开启行车记录仪、开

启导航、打开收音机、播放音乐和拨打电话中至少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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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车载麦克风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很多汽车上都带有语音控制系统，用于接收司机发出的语音命令，让汽车执

行控制命令，简化驾驶步骤，提高驾驶的乐趣。但是，这样的语音控制系统存在一个很大的

缺陷，当乘车人不小心说出了车辆控制命令，被车上的语音控制系统接收到，就会执行该车

辆控制命令，就会对车辆及车辆上的人员造成安全隐患，严重的会酿成交通事故，造成人员

伤亡。因此，如何避免这种误操作的出现，是汽车生产厂家现在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0003] 现有技术中，公开号CN  103092557A的专利文献申请公开了一种车载语音输入装

置及方法，所述车载语音输入装置包括：方向可调的可动机构；安装在所述可动机构上的定

向语音输入麦克风；与所述可动机构和定向语音输入麦克风相连的控制器，受所述定向语

音输入麦克风接收到的预设的主机名称指令触发，控制所述可动机构带动所述定向语音输

入麦克风转向所述主机名称指令的来源方向，以接收后续的语音信号。该发明虽然可以屏

蔽到车内噪音，提高语音识别度，有利于正确识别语音命令，但是不能够判断该语音命令是

否由司机发出，也就不能避免接收到其他人误发出的语音命令。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能够把蓝牙耳机

接收到的语音与预存的语音进行比对，确认无误后，才向车辆发出控制指令避免了因为错

误指令造成的危险，降低了事故隐患，提高了车辆的安全性。

[0005] 本发明的提供一种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包括蓝牙连接单元，还包

括以下单元：

[0006] 语音认证单元：用于认证接收到的语音信息；

[0007] 语音识别单元；用于识别语音描述的动作，并生成控制指令；

[0008] 指令发布单元：用于向车辆发出控制指令。

[0009] 优选的是，所述蓝牙连接单元具有与外接蓝牙设备配对的功能。

[0010]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外接蓝牙设备包括蓝牙耳机、手机上的蓝牙、智

能设备上的蓝牙、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的蓝牙中至少一种。

[0011]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语音认证单元包括信息存储子单元和信息比对

子单元中至少一种。

[0012]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信息存储子单元具有保存司机信息、配对蓝牙

设备信息和司机语音信息中至少一种的功能。

[0013]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司机信息包括：语音指令、语音密码、语速、语

调、手机号码、密码保护问题及答案中至少一种。

[0014]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当第一次使用时，需要在所述信息存储子单元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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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司机信息。

[0015]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信息存储子单元还具有更改所述司机信息的功

能。

[0016]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更改所述司机信息需要进行语音密码比对、语速比

对、语调比对手机号码比对和密码保护问题比对中至少一种。

[0017]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信息比对子单元具有调取所述信息存储子单元

中保存的司机语音信息的功能。

[0018]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司机语音信息包括语音指令、语速和语调中至

少一种。

[0019]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信息比对子单元还具有判断接收到的语音与所

述司机语音信息是否一致的功能。

[0020]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当接收到的语音与所述司机语音信息不一致时，所

述信息比对子单元向所述语音识别单元发送认证不通过的信息。

[0021]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当接收到的语音与所述司机语音信息一致时，所述

信息比对子单元向所述语音识别单元发送认证通过的信息，并将接收到的语音指令发送给

所述语音识别单元。

[0022]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语音识别单元具有接收所述信息比对子单元发

送过来的认证结果信息的功能。

[0023]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语音识别单元还具有判断所述语音指令是否为

可执行命令的功能。

[0024]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语音指令为不可执行命令时，所述语音识别单

元拒绝执行所述语音指令。

[0025]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语音指令为可执行命令时，所述语音识别单元

翻译所述语音指令，并生成控制指令。

[0026]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语音识别单元还具有要求二次确认语音指令的

功能。

[0027]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语音识别单元还具有把所述控制指令发送给所

述指令发布单元的功能。

[0028]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指令发布单元具有接收所述语音识别单元发出

所述控制指令的功能。

[0029]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指令发布单元还具有向车辆发出动作指令的功

能。

[0030]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动作指令包括打开空调、打开车窗、开启雨刷、

打开天窗、落下门锁、打开门锁、开启行车记录仪、开启导航、打开收音机、播放音乐和拨打

电话中至少一种。

[003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能够认证并识别从蓝牙耳

机发送过来的语音指令，并在通过认证的情况下，对认证通过的语音指令要求二次认证，避

免因为司机的误操作发出的指令，提高了安全性，降低了出现事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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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按照本发明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的部件单元的一优选实施

例的模块示意图。

[0033] 图2为按照本发明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的部件单元工作的一优选

实施例的流程图。

[0034] 图3为按照本发明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的部件单元的一优选实施

例的拆解图。

[0035] 图4为按照本发明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蓝牙麦克风前面板的一优选实施例的

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显然

可对本发明进行不同的变型和改型而不超出后附权利要求限定的本发明更宽的精神和范

围。因此，以下实施例具有例示性的而没有限制的含义。

[0037] 实施例1

[0038] 如图1和图2所示，外接蓝牙设备140包括蓝牙耳机141、手机蓝牙142、智能设备蓝

牙143、平板电脑蓝牙144和笔记本电脑蓝牙145。执行步骤200，启动蓝牙连接单元100，指示

灯红灯常亮，并打开外接蓝牙设备140的蓝牙开关，搜索蓝牙设备，搜索到车载蓝牙后进行

配对连接，指示灯红灯闪烁。配对成功后指示灯蓝灯常亮，语音认证单元110中的信息存储

子单元111自动保存外接蓝牙设备140的蓝牙设备信息及配对密码，以备下次连接时使用。

执行步骤205，收集司机信息（包括司机说话的语速、说话的语调、司机的手机号码、设定的

密码保护问题及密码、可以执行的语音指令），并把司机信息保存在语音认证单元110中的

信息存储子单元111中。执行步骤210，开启蓝牙连接单元100，自动接收语音指令，顺序执行

步骤220和步骤230，信息对比子单元112调取存储在信息存储子单元111中的司机信息（包

括司机说话的语速、说话的语调、可以执行的语音指令），与接收到的语音指令进行比对。执

行步骤240，判断接收到的语音指令是否与存储在信息存储子单元111中的司机信息相符。

如果接收到的语音指令与存储在信息存储子单元111中的司机信息不相符，则顺序执行步

骤241和步骤242，语音认证未通过，信息比对子单元112向语音识别单元120发送认证不通

过的信息。语音识别单元120自动屏蔽该语音指令，不执行该语音指令。如果接收到的语音

指令与存储在信息存储子单元111中的司机信息相符，则执行步骤250，信息比对子单元112

向语音识别单元120发送认证通过的信息，并把接收到的语音信息发送给语音识别单元

120。语音识别单元120根据语音信息，生成控制命令。顺序执行步骤260和步骤270，要求再

次输入语音指令，信息比对子单元112判断再次输入的语音指令与存储在信息存储子单元

111中的司机信息是否相符，并判断再次输入的语音指令是否与前一次相同，如果不相符或

者与前一次指令不相同，则执行步骤242，语音识别单元120自动屏蔽该语音指令，不执行该

语音指令。如果信息相符并且与前一次指令相同，则执行步骤280，语音识别单元120向指令

发布单元130发送控制指令，指令发布单元130按照动作指令控制汽车的部件工作。动作指

令包括打开/关闭空调、打开/关闭车窗、开启/关闭雨刷、喷洒玻璃水、打开/关闭天窗、打

开/关闭近光灯、打开/关闭远光灯、打开/关闭前雾灯、打开/关闭后雾灯、打开/关闭双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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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关闭后备箱、打开/关闭后车窗加热器、落下/打开门锁、开启/关闭行车记录仪、开启/

关闭导航、打开/关闭座椅加热系统、打开/关闭收音机、打开/关闭音乐播放器和拨打电话

中至少一种。

[0039] 实施例2

[0040] 如图1所示，当需要修改司机信息的时候，启动蓝牙连接单元100和信息对比子单

元112，通过蓝牙连接单元100语音输入“修改注册信息”指令，对比子单元112语音要求再次

输入指令，通过蓝牙连接单元100再次输入“修改注册信息”，信息对比子单元112调取信息

存储子单元111中的认证信息（语音密码、语速、语调、手机号码和密码保护问题及答案）进

行对比认证，输入语音密码和手机号码，信息对比子单元112依次进行语音密码比对、语速

比对、语调比对和手机号码比对，全部比对正确无误后，输入语音密码保护问题及答案，信

息对比子单元112进行语音密码保护问题比对，通过后可以进行司机信息修改。通过蓝牙连

接单元100重新输入新的认证信息（包括司机说话的语速、说话的语调、司机的手机号码、设

定的密码保护问题及密码、可以执行的语音指令），并把新的司机信息保存在语音认证单元

110中的信息存储子单元111中，取代原先的司机信息，并通过扬声器告知客户“修改注册信

息成功”。

[0041] 实施例3

[0042] 如图3所示，标号300为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麦克风部件，标号310为车载麦克风

的前盖，标号320为蓝牙连接组件，标号330为信息存储组件，标号340为信息对比组件，标号

350为语音识别组件，标号360为指令发布组件。车载麦克风的前盖310为塑料或者PVC材质。

语音采集组件320包括蓝牙配对芯片、语音采集芯片、转换芯片和扬声器，蓝牙配对芯片用

于连接外部蓝牙设备；语音采集芯片用于收集从外部蓝牙设备传送过来的语音信号；转换

芯片用于把语音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扬声器用于输出语音信号。信息存储组件330包括

16G闪存芯片、断电保护芯片，闪存芯片用于存储司机信息（包括司机说话的语速、说话的语

调、司机的手机号码、设定的密码保护问题及密码、可以执行的语音指令）；断电保护芯片用

于当突然断电时，闪存芯片内的数据不丢失。信息比对组件340包括数据调取芯片、数据缓

存芯片、信息比对芯片和结果通知芯片，数据调取芯片用于当接收到语音指令后，从信息存

储组件330中调取司机的语音信息，并保存在数据缓存芯片中；数据缓存芯片用于临时保存

从信息存储组件330中调取的司机的语音信息和通过语音采集组件采集到的语音指令（数

字信号）；信息对比芯片用于比较从信息存储组件330中调取的司机的语音信息和通过语音

采集组件采集到的语音指令（数字信号）；结果通知芯片用于向语音识别组件350发送认证

结果和语音指令（数字信号），还用于向语音采集组件320输出语音信息命令。语音识别组件

350包括信息接收芯片、指令转换芯片和指令输出芯片，信息接收芯片用于接收信息比对组

件340发送过来的认证结果和语音指令（数字信号）；指令转换芯片用于把语音指令（数字信

号）转化为控制指令（电信号）；指令输出芯片用于把控制指令（电信号）传递给指令发送组

件360。指令发布组件350包括指令接收芯片和指令发送芯片，指令接收芯片能用于接收语

音识别组件350发送过来的控制指令（电信号）；指令发送芯片用于向汽车的各个部件发送

各种控制指令。

[0043] 实施例4

[0044] 图4为按照本发明的带语音识别控制的车载麦克风前面板的一优选实施例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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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045] 标号310为车载麦克风的前盖，标号321为扬声器，标号322为蓝牙接收设备，标号

323为蓝牙连接指示灯。扬声器321用于向司机播放语音，可以播放的语音包括：“请重复语

音命令”、“请确认语音命令”、“语音认证通过”、“语音认证未通过”、“是否修改用户信息”、

“请说出手机号码”、“请说出密码保护问题及答案”、“修改用户信息成功”和“正在执行语音

命令”等。蓝牙接收设备322用于与外部蓝牙设备配对，并把外部蓝牙设备发送过来的语音

信号传送给语音识别单元。蓝牙连接指示灯323用于显示蓝牙连接状态，红灯常亮时，表示

未连接外部蓝牙设备，红灯闪烁时，表示正在和外部蓝牙设备配对，蓝灯常亮时，表示成功

连接外部蓝牙设备。

[0046] 实施例5

[0047] 在语音采集单元中，选用CSR  BC6130芯片作为蓝牙配对芯片用于与外接蓝牙设备

进行配对和连接，选用FL123高速AD转换芯片用于语音采集和转换，能够将语音信号（模拟

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在语音认证单元中，选用ScanDisk  16G闪存芯片用于存储数据信息

（包括司机信息及各种语音控制指令信息），选用sc8821芯片作为ScanDisk  16G闪存芯片的

断电保护芯片，选用DSP芯片TMS320VC5410DSP用于语音认证，从ScanDisk  16G闪存芯片调

取存储的数据信息，与FL123高速AD转换芯片发送过来的数字信号进行比对认证。在语音识

别单元中，使用ISD1700芯片作为语音输出芯片用于向驾驶员播放语音提示，使用LD3320芯

片进行语音识别。在指令发布单元中，选用MT8880芯片用于接收指令和发布指令，把语音识

别单元发送过来的数字信号指令转化成动作控制指令（电信号），发送给车辆的控制单元。

[0048] 尽管以上已经对本发明的各种优选实施方式和特征进行了描述，但在不脱离本发

明的目的和宗旨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做出许多变化、补充、改变和

删减。以上结合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做的详细描述，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凡是依据本发

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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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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