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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包括用于测

距的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

达、尾部激光雷达，用于识别车辆前方物体的摄

像头组、用于测量车辆方向盘转向的转角传感

器、用于测量车辆车速的速度传感器、用于数据

处理的车载电脑终端、以及用于碰撞警告用的车

载显示器和音响；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

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摄像头组、转角传

感器、速度传感器均与车载电脑终端相连，车载

电脑终端与车载显示器和音响连接。本发明之露

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能实时对车辆周身360°

进行监控，覆盖面积在98%以上，并且不需要在障

碍物上安装额外的辅助设备，有助于降低矿山安

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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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测距的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

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用于识别车辆前方物体的摄像头组、用于测量车辆

方向盘旋转角度的转角传感器、用于测量车辆车速的速度传感器、用于数据处理的车载电

脑终端、以及用于碰撞警告用的车载显示器和音响；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

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摄像头组、转角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均与车载电脑终端相连，车载电

脑终端分别与车载显示器和音响连接；

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均选用水平旋转角度为

360度、竖直范围扫描扇面角度为60度的激光雷达；

所述左侧激光雷达安装在车辆的左前方，左侧激光雷达距地面高度为3米，以距地面3

米所在水平面为基准面，基准面向上15°至基准面下-45°所形成的扇面进行360°扫描，获得

扫描范围内的障碍物的数据信息；

所述右侧激光雷达安装在车辆的右前方，右侧激光雷达距地面高度为3米，以距地面3

米所在水平面为基准面，基准面向上15°至基准面下-45°所形成的扇面进行360°扫描，获得

扫描范围内的障碍物的数据信息；

所述中间激光雷达安装在车辆的正前方，中间激光雷达距地面高度为3米，以距地面3

米所在水平面为基准面，基准面向上45°至基准面下-15°所形成的扇面进行360°扫描，获得

扫描范围内的障碍物的数据信息；

所述车尾激光雷达安装在车辆的正后方，车尾激光雷达距地面高度为2米，以距地面2

米所在水平面为基准面，基准面向上15°至基准面下-45°所形成的扇面进行360°扫描，获得

扫描范围内的障碍物的数据信息；

所述摄像头组由一个广角黑白摄像头和一个彩色摄像头组成，安装在车辆的正前方；

利用广角黑白摄像头和一个彩色摄像头组成的摄像头组，依据双目摄像头测距法进行初步

距离测量，通过对障碍物进行测距，将障碍物与背景图像分离，形成障碍外物轮廓；

所述速度传感器安装于车轮或车轮轴上，用于测量车辆的行驶速度；

所述转角传感器安装于方向盘上，用于测量车辆的转角；

所述车载电脑终端用于接收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

达、摄像头组、转角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发送的数据信息，并将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

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的数据合成为车辆周边物体的3D点云信息；用车辆正前方

的摄像头组拍摄的图像进行物体识别，得到障碍物的外轮廓，然后将摄像头组拍摄的图像

与3D点云信息合成，对合成后的图像中的障碍物的速度和方向进行测算，对障碍物的移动

轨迹进行预测，得到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最终根据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与车辆的行

驶预测轨迹进行碰撞预测，当预测到碰撞时以图像和声音的形式分别通过车载显示器和音

响进行报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其特征在于：激光雷达将各自扫描

范围内存在障碍物的区域划分为重点区域，否则划分为非重点区域；在左侧激光雷达、中间

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将数据发动给车载电脑终端之前，左侧激光雷达、

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分别自行对各自扫描范围内的数据信息进行

筛选，增加重点区域的数据发送密度，减小非重点区域的数据发送密度，降低车载电脑终端

的数据处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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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其特征在于：自卸车防撞系统以车

辆的中心为坐标原点，左侧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的安装位

置相对于车辆的中心进行定位。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其特征在于：车载电脑终端

将左侧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所发送的数据信息先进行坐

标变换，然后进行数据合成，完成对车辆360°范围内的3D点云绘制；坐标变换是指各激光雷

达采集数据时是以相应的激光雷达为坐标原点进行数据采集的，所以需要将各激光雷达采

集数据时的坐标原点变换为以车辆的中心为坐标系原点；

用车辆正前方的摄像头组拍摄的图像进行物体识别时，使用双目摄像头测距法，通过

对障碍物进行测距，将障碍物与背景图像分离，形成障碍物外轮廓。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其特征在于：将摄像头组拍

摄的图像与3D点云信息合成，对合成后的图像中的障碍物的速度和方向进行测算时，测算

方法如下：

首先构建以自卸车中心点为原点的坐标系，车辆的行进方向为坐标系的Y轴方向；

在此坐标系中，以固定的时间间隔 构建障碍物在此坐标系中的位置；

T1时刻，障碍物中心到车辆中心的距离为 ，障碍物中心与车辆中心的连线到Y轴的角

度为 ，T1时刻障碍物的坐标在构建的坐标系中表述为

；

T2时刻，障碍物中心到车辆中心的距离为 ，障碍物中心与车辆中心的连线到Y轴的角

度为 ，T2时刻障碍物的坐标在构建的坐标系中表述为

，其中 ；

则障碍物的速度大小为： ，向量 的方向即为障碍物的速度方向；

在自卸车运行时，车载电脑终端还会接收转角传感器传送的方向盘旋转角度，并换算

为车辆转向角γ，车辆右转时，障碍物的速度方向角增加γ，反之减去γ，依此对障碍物的

移动轨迹进行预测，得到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其特征在于：

根据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与车辆的行驶预测轨迹进行碰撞预测时，具体是指：根据

障碍物的速度和方向对障碍物的移动轨迹进行预测，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为障碍物的中

心的移动预测轨迹，由障碍物的中心的移动预测轨迹和障碍物的外轮廓获得障碍物外轮廓

的移动预测轨迹，根据转角传感器传送的方向盘旋转角度以及速度传感器传送的当前车速

信息对车辆的行驶轨迹进行预测，车辆的行驶预测轨迹为车辆中心的行驶预测轨迹，由车

辆中心的行驶预测轨迹和车辆的外轮廓获得车辆外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若障碍物外轮廓

的移动预测轨迹与车辆外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有交点，则判定障碍物与车辆会发生碰撞并

进行碰撞报警；若若障碍物外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与车辆外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无交点，

则判定障碍物与车辆之间不会发生碰撞，不进行碰撞报警；

当预测到碰撞时，自卸车防撞系统通过车载显示器和音响进行图像报警和声音报警，

并在车载显示器上显示障碍物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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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露天矿产能不断提升，矿山对大型运输设备的需求越来越多。相应的，在矿山

生产作业环境中，大型运输设备的密度也会越来越大。

[0003] 露天矿用大型自卸车属于大型运输设备，因其本身体积庞大，导致车辆盲区很大，

通常情况下，车辆周边20米范围内有80%以上的区域为车辆盲区。另外，矿用自卸车驾驶员

每一班工作时间都远超4小时，驾驶员长时间处于疲劳驾驶状态，也很容易导致安全事故发

生。

[0004] 在矿山逐年增产的要求下，矿山生产区内行驶的大型自卸车数量、工程车数量只

会越来越多，自卸车体积也会越来越大。矿山的安全生产监管难度成倍增加。

[0005] 目前矿山现有防撞系统是基于V2X设备构建的，车辆及人员上均需要安装或携带

相应的V2X设备。V2X设备之间的通讯包含车辆或人员的位置信息，依据V2X设备之间距离判

断是否存在碰撞可能。此种防撞系统对于没有携带V2X设备的人员、车辆或者障碍物是无法

进行防撞报警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所存在的缺

陷，提供一种工作更可靠的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包括用于测距的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

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用于识别车辆前方物体的摄像头组、用于测量车辆方向盘旋转角度

的转角传感器、用于测量车辆车速的速度传感器、用于数据处理的车载电脑终端、以及用于

碰撞警告用的车载显示器和音响；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

雷达、摄像头组、转角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均与车载电脑终端相连，车载电脑终端分别与车

载显示器和音响连接；

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均选用水平旋转角度为

360度、竖直范围扫描扇面角度为60度的激光雷达；

所述左侧激光雷达安装在车辆的左前方，左侧激光雷达距地面高度为3米，以距地面3

米所在水平面为基准面，基准面向上15°至基准面下-45°所形成的扇面进行360°扫描，获得

扫描范围内的障碍物的数据信息。

[0008] 所述右侧激光雷达安装在车辆的右前方，右侧激光雷达距地面高度为3米，以距地

面3米所在水平面为基准面，基准面向上15°至基准面下-45°所形成的扇面进行360°扫描，

获得扫描范围内的障碍物的数据信息。

[0009] 所述中间激光雷达安装在车辆的正前方，中间激光雷达距地面高度为3米，以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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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3米所在水平面为基准面，基准面向上45°至基准面下-15°所形成的扇面进行360°扫描，

获得扫描范围内的障碍物的数据信息。

[0010] 所述车尾激光雷达安装在车辆的正后方，车尾激光雷达距地面高度为2米，以距地

面2米所在水平面为基准面，基准面向上15°至基准面下-45°所形成的扇面进行360°扫描，

获得扫描范围内的障碍物的数据信息。

[0011] 所述摄像头组由一个广角黑白摄像头和一个彩色摄像头组成，安装在车辆的正前

方。利用广角黑白摄像头用于拍摄车辆前方大范围内的视频信息，并避免在仅有车灯照明

情况下无法识别物体的情况出现，利用彩色摄像头对局部重点图像进行特征识别。并且利

用广角黑白摄像头和一个彩色摄像头组成的摄像头组，依据双目摄像头测距法进行初步距

离测量，通过对障碍物进行测距，将障碍物与背景图像分离，形成障碍物轮廓。摄像头组可

与中间激光雷达安装在同一个防水防尘密封箱内。

[0012] 所述速度传感器安装于车轮或车轮轴上，用于测量车辆的行驶速度；

所述转角传感器安装于方向盘上，用于测量车辆的转角；

所述车载电脑终端用于接收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

达、摄像头组、转角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发送的数据信息，并将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

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的数据合成为车辆周边物体的3D点云信息；用车辆正前方

的摄像头组拍摄的图像进行物体识别，得到障碍物的外轮廓，然后将摄像头组拍摄的图像

与3D点云信息合成，对合成后的图像中的障碍物的速度和方向进行测算。对障碍物的行驶

轨迹进行预测，得到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车载电脑终端还会接收转角传感器传送的方

向盘旋转角度以及速度传感器传送的当前车速信息，对车辆的行驶轨迹进行预测。最终根

据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与车辆的行驶预测轨迹进行碰撞预测，当预测到碰撞时以图像和

声音的形式分别通过车载显示器和音响进行报警。

[0013] 进一步，激光雷达将各自扫描范围内存在障碍物的区域划分为重点区域，否则划

分为非重点区域；在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将数据发

动给车载电脑终端之前，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分别

自行对各自扫描范围内的数据信息进行筛选，增加重点区域的数据发送密度，减小非重点

区域的数据发送密度，降低车载电脑终端的数据处理量。

[0014] 进一步，自卸车防撞系统以车辆的中心为坐标原点，左侧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

达、中间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的安装位置相对于车辆的中心进行定位。

[0015] 进一步，车载电脑终端将左侧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尾部激光

雷达所发送的数据信息先进行坐标变换，然后进行数据合成，完成对车辆360°范围内的3D

点云绘制；坐标变换是指各激光雷达采集数据时是以相应的激光雷达为坐标原点进行数据

采集的，所以需要将各激光雷达采集数据时的坐标原点变换为以车辆的中心为坐标系原

点；

用车辆正前方的摄像头组拍摄的图像进行物体识别时，使用双目摄像头测距法，通过

对障碍物进行测距，将障碍物与背景图像分离，形成障碍物外轮廓。

[0016] 进一步，将摄像头组拍摄的图像与3D点云信息合成，对合成后的图像中的障碍物

的速度和方向进行测算时，测算方法如下：

首先构建以自卸车中心点为原点的坐标系，车辆的行进方向为坐标系的Y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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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坐标系中，以固定的时间间隔  构建障碍物在此坐标系中的位置；

T1时刻，障碍物中心到车辆中心的距离为 ，障碍物中心与车辆中心的连线到Y轴的角

度为 ，T1时刻障碍物的坐标在构建的坐标系中表述为

；

T2时刻，障碍物中心到车辆中心的距离为 ，障碍物中心与车辆中心的连线到Y轴的角

度为 ，T2时刻障碍物的坐标在构建的坐标系中表述为

，其中 ；

则障碍物的速度大小为： ，向量 的方向即为障碍物的速度方向；

在自卸车运行时，车载电脑终端还会接收转角传感器传送的方向盘旋转角度，并换算

为车辆转向角γ，车辆右转时，障碍物的速度方向角增加γ，反之减去γ，依此对障碍物的

移动轨迹进行预测，得到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

[0017] 进一步，根据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与车辆的行驶预测轨迹进行碰撞预测时，具

体是指：根据障碍物的速度和方向对障碍物的移动轨迹进行预测，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

为障碍物的中心的移动预测轨迹，由障碍物的中心的移动预测轨迹和障碍物的外轮廓获得

障碍物外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根据转角传感器传送的方向盘旋转角度以及速度传感器传

送的当前车速信息对车辆的行驶轨迹进行预测，车辆的行驶预测轨迹为车辆中心的行驶预

测轨迹，由车辆中心的行驶预测轨迹和车辆的外轮廓获得车辆外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若

障碍物外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与车辆外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有交点，则判定障碍物与车辆

会发生碰撞并进行碰撞报警；若若障碍物外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与车辆外轮廓的移动预测

轨迹无交点，则判定障碍物与车辆之间不会发生碰撞，不进行碰撞报警。

[0018] 当预测到碰撞时，自卸车防撞系统通过车载显示器和音响进行图像报警和声音报

警，并在车载显示器上显示障碍物方位。

[0019] 本发明之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能实时对车辆周身360°进行监控，覆盖面积

在98%以上，有效预测范围可达150米，在有效预测范围最小可识别100mm的障碍物，并且不

需要在障碍物上安装额外的辅助设备，有助于降低矿山安全事故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的整体框架图；

图2（a-1）为本发明左侧激光雷达俯视时的测量范围图；

图2（a-2）为本发明左侧激光雷达主视时的测量范围图；

图2（b-1）为本发明中间激光雷达和尾部激光雷俯视时的测量范围图；

图2（b-2）为本发明中间激光雷达和尾部激光雷主视时的测量范围图；

图2（c-1）为本发明右侧激光雷达俯视时的测量范围图；

图2（c-2）为本发明右侧激光雷达主视时的测量范围图；

图3（a-1）为本发明广角黑白摄像头和彩色摄像头俯视时的拍摄范围图；

图3（a-2）为本发明广角黑白摄像头和彩色摄像头主视时的拍摄范围图；

图4（a-1）为本发明车辆俯视时的3D点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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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2）为本发明车辆主视时的3D点云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车辆俯视时摄像头组和3D点云合成的示意图；

图6为障碍物在以自卸车中心点为原点、车辆的行进方向为Y轴构建的坐标系中的位置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根据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2] 参照图1，一种露天矿用自卸车防撞系统，包括用于测距的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

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用于识别车辆前方物体的摄像头组、用于测量车辆

方向盘旋转角度的转角传感器、用于测量车辆车速的速度传感器、用于数据处理的车载电

脑终端、以及用于碰撞警告用的车载显示器和音响；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

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摄像头组、转角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均与车载电脑终端相连，车载电

脑终端分别与车载显示器和音响连接；

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均选用水平旋转角度为

360度、竖直范围扫描扇面角度为60度的激光雷达；

所述左侧激光雷达安装在车辆的左前方，左侧激光雷达距地面高度为3米，以距地面3

米所在水平面为基准面，基准面向上15°至基准面下-45°所形成的扇面进行360°扫描，获得

扫描范围内的障碍物的数据信息，其测量范围简图如图2（a-1）和图2（a-2）所示。

[0023] 所述右侧激光雷达安装在车辆的右前方，右侧激光雷达距地面高度为3米，以距地

面3米所在水平面为基准面，基准面向上15°至基准面下-45°所形成的扇面进行360°扫描，

获得扫描范围内的障碍物的数据信息，其测量范围简图如图2（c-1）和图2（c-2）所示。

[0024] 所述中间激光雷达安装在车辆的正前方，中间激光雷达距地面高度为3米，以距地

面3米所在水平面为基准面，基准面向上45°至基准面下-15°所形成的扇面进行360°扫描，

获得扫描范围内的障碍物的数据信息，其测量范围简图如图2（b-1）和图2（b-2）所示。

[0025] 所述车尾激光雷达安装在车辆的正后方，车尾激光雷达距地面高度为2米，以距地

面2米所在水平面为基准面，基准面向上15°至基准面下-45°所形成的扇面进行360°扫描，

获得扫描范围内的障碍物的数据信息，其测量范围简图如图2（b-1）和图2（b-2）所示。

[0026] 所述摄像头组由一个广角黑白摄像头和一个彩色摄像头组成，安装在车辆的正前

方。利用广角黑白摄像头用于拍摄车辆前方大范围内的视频信息，并避免在仅有车灯照明

情况下无法识别物体的情况出现，利用彩色摄像头对局部重点图像进行特征识别。并且利

用广角黑白摄像头和一个彩色摄像头组成的摄像头组，依据双目摄像头测距法进行初步距

离测量，通过对障碍物进行测距，将障碍物与背景图像分离，形成障碍物轮廓。摄像头组可

与中间激光雷达安装在同一个防水防尘密封箱内，其探测范围简图如图3（a-1）和图3（a-2）

所示。

[0027] 所述速度传感器安装于车轮或车轮轴上，用于测量车辆的行驶速度；

所述转角传感器安装于方向盘上，用于测量车辆的转角；

所述车载电脑终端用于接收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

达、摄像头组、转角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发送的数据信息，并将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

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的数据合成为车辆周边物体的3D点云信息；用车辆正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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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摄像头组拍摄的图像进行物体识别，得到障碍物的外轮廓，然后将摄像头组拍摄的图像

与3D点云信息合成，对合成后的图像中的障碍物的速度和方向进行测算，对障碍物的行驶

轨迹进行预测，得到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车载电脑终端还会接收转角传感器传送的方

向盘旋转角度以及速度传感器传送的当前车速信息，对车辆的行驶轨迹进行预测。最终根

据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与车辆的行驶预测轨迹进行碰撞预测，当预测到碰撞时以图像和

声音的形式分别通过车载显示器和音响进行报警。

[0028] 激光雷达将各自扫描范围内存在障碍物的区域划分为重点区域，否则划分为非重

点区域；在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将数据发动给车载

电脑终端之前，左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分别自行对各

自扫描范围内的数据信息进行筛选，增加重点区域的数据发送密度，减小非重点区域的数

据发送密度，降低车载电脑终端的数据处理量。

[0029] 自卸车防撞系统以车辆的中心为坐标原点，左侧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中间激

光雷达、尾部激光雷的安装位置相对于车辆的中心进行定位。

[0030] 车载电脑终端将左侧激光雷达、右侧激光雷达、中间激光雷达、尾部激光雷达所发

送的数据信息先进行坐标变换，然后进行数据合成，完成对车辆360°范围内的3D点云绘制

（参见图4（a-1）和图4（a-2））；坐标变换是指各激光雷达采集数据时是以相应的激光雷达为

坐标原点进行数据采集的，所以需要将各激光雷达采集数据时的坐标原点变换为以车辆的

中心为坐标系原点；参见图4（a-1）和图4（a-2）中，障碍物通过标记A表示；

用车辆正前方的摄像头组拍摄的图像进行物体识别时，使用双目摄像头测距法，通过

对障碍物进行测距，将障碍物与背景图像分离，形成障碍物外轮廓；

将摄像头组拍摄的图像与3D点云信息合成，（参见图5），对合成后图像中的障碍物的速

度和方向进行测算，在以相应时刻的车辆的中心所在位置为坐标原点的坐标系中，根据障

碍物的速度和方向，对障碍物的移动轨迹进行预测。

[0031] 参照图6，将摄像头组拍摄的图像与3D点云信息合成，对合成后的图像中的障碍物

的速度和方向进行测算时，测算方法如下：

首先构建以自卸车中心点为原点的坐标系，车辆的行进方向为坐标系的Y轴方向；

在此坐标系中，以固定的时间间隔 构建障碍物在此坐标系中的位置；

T1时刻，障碍物A中心到车辆中心的距离为 ，障碍物A中心与车辆中心的连线到Y轴的

角度为 ，T1时刻障碍物A的坐标在构建的坐标系中表述为

；

T2时刻，障碍物A中心到车辆中心的距离为 ，障碍物A中心与车辆中心的连线到Y轴的

角度为 ，T2时刻障碍物A的坐标在构建的坐标系中表述为

，其中 ；

则障碍物A的速度大小为： ，向量 的方向即为障碍物A的速度方向；

在自卸车运行时，车载电脑终端还会接收转角传感器传送的方向盘旋转角度，并换算

为车辆转向角γ，车辆右转时，障碍物A的速度方向角增加γ，反之减去γ，依此对障碍物的

移动轨迹进行预测，得到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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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根据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与车辆的行驶预测轨迹进行碰撞预测时，具体是指：

根据障碍物的速度和方向对障碍物的移动轨迹进行预测，障碍物的移动预测轨迹为障碍物

的中心的移动预测轨迹，由障碍物的中心的移动预测轨迹和障碍物的外轮廓获得障碍物外

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根据转角传感器传送的方向盘旋转角度以及速度传感器传送的当前

车速信息对车辆的行驶轨迹进行预测，车辆的行驶预测轨迹为车辆中心的行驶预测轨迹，

由车辆中心的行驶预测轨迹和车辆的外轮廓获得车辆外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若障碍物外

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与车辆外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有交点，则判定障碍物与车辆会发生碰

撞并进行碰撞报警；若若障碍物外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与车辆外轮廓的移动预测轨迹无交

点，则判定障碍物与车辆之间不会发生碰撞，不进行碰撞报警。

[0033] 当预测到碰撞时，自卸车防撞系统通过车载显示器和音响进行图像报警和声音报

警，并在车载显示器上显示障碍物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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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1)

图2(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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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1)

图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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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c-1)

图2(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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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1)

图3(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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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1)

图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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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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