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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车载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

互车载系统，包括车载端子系统和移动端子系

统；车载端子系统包括语音采集模块、语音输出

模块、中央控制模块和第一无线通信模块，移动

端子系统包括信息处理模块和第二无线通信模

块，其中第一无线通信模块和第二无线通信模块

连接，以实现车载端子系统和移动端子系统之间

的信息传输，中央控制模块分别与语音采集模

块、语音输出模块和第一无线通信模块连接，同

时也根据接收指令和操作信息对上述模块进行

控制；语音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用户语音信息和环

境信息并传送至所述移动端子系统；语音输出模

块用于播放从所述移动端子系统接收的语音；信

息处理模块用于将接收的信息识别编辑合成语

音并传送至车载端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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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车载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车载端子系统和移动端

子系统；所述车载端子系统包括语音采集模块、语音输出模块、中央控制模块、第一无线通

信模块和第一信息采集模块，所述移动端子系统包括信息处理模块和第二无线通信模块，

其中所述第一无线通信模块和第二无线通信模块连接，以实现所述车载端子系统和移动端

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传输，所述中央控制模块分别与所述语音采集模块、语音输出模块、第一

无线通信模块和第一信息采集模块连接，进行模块之间的信息传输，同时也根据接收指令

和操作信息对上述模块进行控制，第一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车辆的状态信息并通过所述

中央控制模块发送至所述信息处理模块；并且所述移动端子系统还包括第二信息采集模

块，其用于采集移动设备的状态信息并发送至所述信息处理模块；所述语音采集模块用于

采集用户语音信息和环境噪声信息并传送至所述移动端子系统；所述语音输出模块用于播

放从所述移动端子系统接收的语音；所述信息处理模块用于将接收的信息识别编辑合成语

音并传送至所述车载端子系统，所述信息处理模块包括内容整合子模块，用于将接收的信

息结合场景风格进行编辑整合，输出被动回答型和/或主动推送型内容，所述第一无线通信

模块和第二无线通信模块之间采用双向传输音频数据和数字数据的方式进行点对点通信，

所述音频数据包括数字音频和/或模拟音频，用于传递由车载端语音采集模块获取的语音

信号和经由手机端输出的音频信号，所述数字数据用于传递车载端中央控制模块与手机端

信息处理模块之间非音频信号的指令信息交互。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车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语音采集

模块是采用麦克风阵列来采集语音信息，其中所述麦克风阵列包含一个主麦克风和至少一

个副麦克风，主麦克风主要用于采集用户语音信息，副麦克风主要用于采集环境噪声信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车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处理

模块包括第一语音降噪子模块或语音采集模块包括第二语音降噪子模块。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车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无线

通信模块和第二无线通信模块之间通过Wi-Fi、蓝牙或Wi-Fi结合蓝牙方式进行信息交互。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车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处理

模块还包括第三方应用接口子模块，其用于启动第三方应用程序。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车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载端子

系统还包括解锁模块，其用于响应接收的解锁指令，所述移动端子系统还包括解锁请求模

块，其用于获取移动设备输入的解锁请求并发送至所述第二无线通信模块。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车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语音采集

模块还包括挡风子模块，其用于减少环境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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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车载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车载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

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能是计算

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

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

家系统等。其中，人工智能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语音交互技术。

[0003] 目前，在使用非常广泛的交通工具——小型电动车领域，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摩

托车、电动三轮车等，由于产品主要面向工薪阶层，出于成本考虑，难以采用与汽车和声控

机器人相类似的、价格高昂、设计复杂的语音交互系统，另一方面，在该领域仍然具有智能

语音的应用需求，例如部分小型电动车通过语音合成，播报里程、电量、故障信息，但这种车

型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车载语音芯片性能较弱，音库模型较小，导致语音合成效果听感生

硬、服务内容有限、缺乏人性化，用户体验较差。此外，小型电动车的社会保有量目前已超过

两亿辆，在庞大的用户中，每天有不少车辆使用人经常一手骑电动车，一手打电话、看手机

信息，这种频频出现的非常不安全的操作行为急待改善。因此开发一种成本适合于小型电

动车、具有丰富语音交互功能的智能化车载系统成为迫切需要。

[0004] 因此，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致力于开发一种低成本、高集成、性能强的基于人工智能

的人机交互车载系统，为用户提供一种全新的用车体验。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低成本、高

集成、性能强的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车载系统。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车载系统，包括车

载端子系统和移动端子系统；所述车载端子系统包括语音采集模块、语音输出模块、中央控

制模块和第一无线通信模块，所述移动端子系统包括信息处理模块和第二无线通信模块，

其中所述第一无线通信模块和第二无线通信模块连接，以实现所述车载端子系统和移动端

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传输，所述中央控制模块分别与所述语音采集模块、语音输出模块和第

一无线通信模块连接，进行模块之间的信息传输，同时也根据接收指令和操作信息对上述

模块进行控制；所述语音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用户语音信息和环境噪声信息并传送至所述移

动端子系统；所述语音输出模块用于播放从所述移动端子系统接收的语音；所述信息处理

模块用于将接收的信息识别编辑合成语音并传送至所述车载端子系统。

[0007] 进一步地，所述语音采集模块是采用麦克风阵列来采集语音信息，其中所述麦克

风阵列包含一个主麦克风和至少一个副麦克风，主麦克风设置在距离使用者近的位置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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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采集用户语音信息，副麦克风设置在距离使用者远的位置主要用于采集环境噪声信

息。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信息处理模块包括第一语音降噪子模块或语音采集模块包括第二

语音降噪子模块。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无线通信模块和第二无线通信模块之间采用双向传输音频数

据和数字数据的方式进行点对点通信。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无线通信模块和第二无线通信模块之间通过Wi-Fi、蓝牙或

Wi-Fi结合蓝牙方式进行信息交互。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车载端子系统还包括第一信息采集模块，其用于采集车辆的状态

信息并通过所述中央控制模块发送至所述信息处理模块；并且/或者所述移动端子系统还

包括第二信息采集模块，其用于采集移动设备的状态信息包括电话信息、手机本地文件信

息和显示于移动设备屏幕的文字信息等并发送至所述信息处理模块。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信息处理模块还包括内容整合子模块，其用于将接收的信息结合

场景风格进行编辑整合。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信息处理模块还包括第三方应用接口子模块，其用于启动第三方

应用程序。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车载端子系统还包括解锁模块，其用于响应接收的解锁指令，所述

移动端子系统还包括解锁请求模块，其用于获取移动设备输入的解锁请求并发送至所述第

二无线通信模块，其中在移动端通过手动输入方式或其自带麦克风采集语音信息发出解锁

请求。

[0015] 进一步地，所述语音采集模块还包括挡风子模块，其按照车辆前进方向被设置在

所述语音采集模块前面，用于减少环境噪音。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存在以下技术效果：充分体现低成本、高性能的橄榄型架

构设计，即本发明在车载端仅需设计前端的语音采集和后端的语音外放硬件，优选智能手

机作为移动端设备，通过在车辆与手机之间利用无线传输模块建立点对点的音频和数据双

向传输通道，从而将语音交互的中间过程部分——语音识别、内容整合、语音合成等大运算

量的复杂数据处理交由手机端完成，充分利用了手机芯片强大的计算能力、存储能力以及

可联网的海量信息搜集能力，同时还充分利用手机应用软件的第三方程序接口，实现语音

识别后的丰富功能响应。由于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引擎设置在手机端，其程序易于安装集

成、易于迭代更新，从而可以同步保持最新最完善的智能语音交互服务。整个系统硬件成本

低、软件性能强，非常适合在成本敏感的小型电动车市场推广。系统不仅可以实现音质清晰

的免提通话，并且基于全面的车载信息和用户手机信息搜集、解析、描像，可以提供精准的

人性化的智能语音交互服务，同时提高行车安全性。

[0017]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作进一步说明，以

充分地了解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和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第一语音降噪子模块设置在移动端的人机交互车载系

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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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2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第二语音降噪子模块设置在车载端的人机交互车载系

统示意图。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第一语音降噪模块设置在移动端的人机交互车

载系统，包括车载端子系统和手机端子系统；

[0022] 车载端子系统包括第一无线通信模块、语音采集模块、语音输出模块、车辆信息采

集模块、解锁模块和中央控制模块；

[0023] 手机端子系统包括信息处理模块、手机信息采集模块、解锁请求模块和第二无线

通信模块；

[0024] 第一无线通信模块和第二无线通信模块连接，以实现车载端子系统和移动端子系

统之间的信息传输；第一无线通信模块与第二无线通信模块之间采用双向传输音频数据和

数字数据的方式进行点对点通信；音频数据既可以是数字音频也可以是模拟音频，用于传

递由麦克风阵列获取的语音信号和经由手机端输出的音频信号。数字数据用于传递车载端

与手机端之间的指令信息交互。当音频数据采用数字音频格式时，第一无线通信模块与第

二无线通信模块之间的通信可以采用单一的数字传输方式。当音频数据采用模拟音频时，

第一无线通信模块与第二无线通信模块之间的通信采用模拟传输和数字传输两种不同的

传输方式，分别用于模拟音频的传输和数字数据的传输。进一步说明，车载端的第一无线通

信模块和手机端的第二无线通信模块可以采用Wi-Fi、蓝牙或者是Wi-Fi结合蓝牙等连接方

式，不同的数据传输方式意味着采用不同的通信协议，硬件采用不同的设计电路。

[0025] 语音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用户语音信息和环境信息并传送至手机端子系统；其采用

麦克风阵列，其中麦克风阵列包含一个主麦克风和至少一个副麦克风，主麦克风设置在距

离车辆使用者近的位置主要用于采集用户语音信息，副麦克风设置在距离车辆使用者远的

位置主要用于采集环境噪声，可设置多个副麦克风位于车载端的不同位置，采集和甄别不

同方向的环境噪声，有助于在经过语音降噪后提高语音识别率和打电话过程中的通话清晰

度，此时，第一语音降噪子模块需处理至少两路音频信号，其包含主麦克风语音信号和至少

一路副麦克风的噪音信号。

[0026] 语音输出模块用于播放从移动端子系统接收的语音，例如语音输出模块是扬声器

将经由手机端下行传输至车载端的音频信息外放。

[0027] 车辆信息采集模块和手机信息采集模块均是为了增加人机交互内容的广泛性、实

用性，本发明包括安装在车载端的车辆信息采集模块和设置在手机端的手机信息采集模块

这两者中的至少一个，当然，如果在车辆端和手机端都具有信息采集模块，可以使得信息来

源更加丰富。

[0028] 车辆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车辆状态信息并通过中央控制模块发送至信息处理

模块，所获得的信息可以是直观型的，例如包括里程、速度、电压、电流、充电时间、充电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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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可以是推理型的，例如包括可行驶剩余里程(估值)、车辆使用人的用车习惯(安全行为

例如减速滑行，危险行为例如急刹车)以及电池等部件的折旧损耗趋势等。

[0029] 手机信息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移动设备的状态信息并发送至信息处理模块，其包括

采集电话信息、手机本地文件信息、显示于手机屏幕的文字内容信息等，所获得的信息可以

是直观型的，例如包括天气、时间、来电、短信、通知、剩余电量、地理位置、音乐文件等，可以

是推理型的，例如根据手机应用安装清单、某一应用的开启频率、使用时长、关注内容、选择

习惯等，分析用户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层、偏向喜好等等。此外，手机信息采集模块还可以

基于手机的联网优势，根据需要随时搜索和获得来自互联网的海量信息。通过来自车载端

和手机端采集的信息所建立的信息库，既是为车辆使用者建立用户分析描像的基础，也是

后续为车辆使用者提供精准个性化人机交互服务的信息来源。

[0030] 中央控制模块分别与第一无线通信模块、语音采集模块、语音输出模块、车辆信息

采集模块和解锁模块连接，进行模块之间的信息传输，同时也根据接收指令和操作信息对

上述模块进行控制；其担任与手机端实现通信和交互的控制中枢。

[0031] 信息处理模块用于将接收的信息识别编辑合成语音并传送至车载端子系统，其具

体而言包含语音识别、内容编辑、语音合成功能。其还包括第一语音降噪子模块，用于提高

语音识别率和免提通话清晰度。其还包括内容整合子模块，用于将接收的信息结合场景风

格进行编辑整合，具体的根据获得的车辆端信息和/或手机端信息结合相关场景风格模型

编制整合用于输出的被动回答型和/或主动推送型内容。其既包含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逻

辑模型也包含特定发音者的语义风格特征模型。需要说明的是，前述需求逻辑模型中的“需

求”是涉及人机交互双方的，既包括来自车辆使用者提出的——“人”的问询需求，也包括手

机端基于大量信息数据分析获得的结果需要告知车辆使用者的——“机”的推送需求，因而

内容整合子模块根据需求逻辑模型分别产生了因应的“人”的被动回答型内容和因应“机”

的主动推送型内容。具体地，首先识别来自车载端的车辆使用者的语音请求，然后通过内容

整合子模块将接收的信息根据场景风格模型整合成被动回答型和/或主动推送型内容，最

后将被动回答型和/或主动推送型内容合成音频语音信息发送到车载端子系统播放；

[0032] 信息处理模块还包括第三方应用接口子模块，其用于启动第三方应用程序，这将

使得人机交互车载系统的功能大大增加，例如很多车辆使用者喜欢一边骑车一边戴着耳机

听音乐，这种行为不仅忽视安全而且在骑车时无法选曲，现在通过本系统提供的车载免提

功能可以实现手机音乐在车上的播放，而且可以通过语音识别自由选曲。由于受制于音乐

版权问题，越来越多的音乐只在某个第三方音乐软件上播放，因此，本系统的第三方应用接

口子模块可以实现与这些音乐软件的无缝对接。

[0033] 还包括设置在手机端的解锁请求模块，其用于获取手机输入的解锁请求并发送至

第二无线通信模块和在车载端的解锁模块，解锁模块用于响应接收的解锁指令，其中解锁

请求模块可以采用手动输入方式或是使用手机端自带麦克风通过声纹识别发出解锁指令，

这一解锁装置的设计目的在于：目前小型电动车的解锁普遍采用普通遥控器方式，如果本

系统没有设置经由手机端的解锁请求模块，则车辆使用者在实际操作中势必需要操作如下

步骤：先拿出普通遥控器解锁车辆、再拿出手机实现与车载端的通信联机，两步操作增加了

繁琐性，非常容易导致车辆使用者忘记或者懒于拿出手机操作第二步，这会大大降低本系

统的利用率，因此在手机端设置解锁请求模块，可以将车辆解锁和手机与车辆联机这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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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并作一步完成，几乎不改变车辆使用人的解锁习惯，同时还可省却车辆使用人出门携

带车辆遥控器的繁琐，对提高本系统的使用频率非常有利。

[0034] 还包括语音采集模块中的挡风子模块，具体地是挡风装置被设置在麦克风前端，

在车辆前进时，用于遮挡和减少麦克风受到的风噪干扰。这一挡风装置可以是为麦克风定

制的风罩，也可以利用一些既有的挡风装置，例如某些车辆在车把前方为车辆使用人设置

的透明挡风板。

[0035] 以下通过语音交互示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6] 例如，小型电动车的仪表部件由于震动、防水、防尘、阳光照射以及成本等因素，无

论是机械指针仪表还是液晶仪表都是损坏率较高的部件，此时车辆使用者通过车载端麦克

风询问：“现在几点了，还能跑多少公里？”，该语音信息通过麦克风阵列传达到第一语音降

噪模块过滤噪音，再经由信息处理模块识别为文字，然后将文字输出到内容整合子模块，此

时，内容整合子模块从存储于手机端的信息库中搜索基于手机信息采集模块获得时间信

息、基于车辆信息采集模块获得电量信息，同时根据该车辆使用者的用户信息描像特征结

合场景风格模型，例如喜欢网购型，编制语义风格可以称呼为“亲”，喜欢动漫女仆型，编制

语义风格可以称呼为“主人”，内容整合子模块编制完成这样一段具有拟人化的被动回答型

文字：“主人，现在是下午六点钟，我还可以再跑8公里。”此时基于内容整合子模块中的需求

逻辑模型——“机”的需求，例如来自车辆信息采集模块的数据分析，可以同步编制一段主

动推送型文字：“主人，您上次充电不及时，今天回家要记得哦。”

[0037] 由内容整合子模块编制的上述文字结合目前通用的语音合成引擎中所包含的不

同音色的男声、女声以及明星等特定发音人的模拟语音，依靠手机芯片强大的计算处理能

力和存储的大容量音库，可以提供非常精细化的、仿真自然度高的语音合成效果，最终，语

音音频传送至车载端语音输出模块(例如扬声器)播放，从而完成一段非常具有人性化、感

染力、体现“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让车辆使用者具有全新的体验。

[0038] 在本系统表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车载系统”中，所涉及的信息处理模块

包括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功能通常采用由第三方提供的语音引擎，这些语音引擎所具有的

“人工智能”特征可以称作公有智能，在本系统中，基于车载端和手机端的信息采集和分析

结合内容整合子模块，特别是内容整合子模块中涉及的场景风格模型所包含的需求逻辑模

型，因为依赖于深度理解人与车信息交互应用场景下的、定制化的构建大量模型和逻辑算

法，所以也具有明显的“人工智能”特征，可以称作专有智能。不同于语音引擎的“公有智

能”，“专有智能”依赖于车辆制造方独立开发，其设计的内容整合子模块中交互逻辑模型越

丰富，则体现的人机交互服务越精细，用户体验越具感染力和人性化，也会相应使得小型电

动车产品具有超出常规的市场竞争力。

[0039] 如图2所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第二语音降噪子模块设置在车载端的人机交互

车载系统中，将第二语音降噪子模块设置在车载端，其实质是通过硬件降噪，这意味着硬件

成本会适度增加，但可以获得的增益是，第一无线通信模块向第二无线通信模块只需传输

经过降噪过滤后的单声道形式的音频数据，可以降低对第一无线通信模块的具备音频数据

传输能力的要求。同时，有不少小型电动车已装有旨在防盗追踪的GPS+SIM卡的卫星定位模

块，并且利用SIM卡模块实现车辆被盗后的自动拨打电话和监听，因此，第二语音降噪子模

块设置于车辆端，不仅可以提高监听电话的清晰度，进而可以让车辆使用人在骑车时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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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车上的SIM卡模块拨打电话，并且具有清晰的通话质量。

[0040]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

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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