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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汽车导航技术领域。目的是提供

一种基于智能手机和导航应用的坑洼路面预警

方法，无需增加任何车载传感器即可完成对坑洼

路段的识别和预警，简单易行、成本低、通用性

好。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在智能手机上

安装地图应用，并将手机任意固定在车辆内；本

发明能能够借助社会车辆对路面状况进行高效、

稳定的检测，检测的覆盖面广、盲区小。无需在车

辆上加装各类传感器和检测设备，直接借助智能

手机即可实现，简单易行、便于推广、成本低。直

接利用智能手机上的地图应用实现对路面的检

测和预警，检测和预警同时进行，功能更加的多

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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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智能手机和导航应用的坑洼路面预警方法，包括路面状况采集方法和路面

状况预警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路面状况采集方法包括：

S1、在智能手机上安装地图应用，并将手机任意固定在车辆内；

S2、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智能手机根据自带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测算在三个方向上的

实时加速度，包括车辆前进方向实时加速度Acceleration_x_real、垂直车辆侧面方向的实

时加速度Acceleration_y_real、垂直车辆向上的实时加速度Acceleration_z_real；智能

手机自带的GPS传感器测量车辆的位置和车速；

S3、地图应用根据三个方向上的实时加速度预测下一次在三个方向的预测加速度，包

括车辆前进方向预测加速度Acceleration_x_prediction、垂直车辆侧面方向的预测加速

度Acceleration_y_prediction、垂直车辆向上的预测加速度Acceleration_z_

prediction；

S4、地图应用计算在三个方向上的加速度偏差，包括车辆前进方向预测加速度

Acceleration_x_deviation、垂直车辆侧面方向的预测加速度Acceleration_y_

deviation、垂直车辆向上的预测加速度Acceleration_z_deviation；计算公式如下：

Acceleration_x_deviation＝|Acceleration_x_real-Acceleration_x_prediction|

Acceleration_y_deviation＝|Acceleration_y_real-Acceleration_y_prediction|

Acceleration_z_deviation＝|Acceleration_z_real-Acceleration_z_prediction|

S5、最后加权计算加速度整体偏差Acceleration_deviation,计算公式如下：

Acceleration_deviation＝0.1*Acceleration_x_deviation+0.1*Acceleration_y_

deviation+0.8Acceleration_z_deviation；

S6、地图应用对加速度整体偏差Acceleration_deviation进行判断，当大于上传阈值

时，地图应用将加速度整体偏差Acceleration_deviation和车辆的GPS位置信息上传至地

图服务器；地图服务器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统一处理，统计同一路段上传的加速度整体偏

差Acceleration_deviation的平均值和车速的平均值；并依据加速度整体偏差

Acceleration_deviation的平均值和车速的平均值判断路段是否为坑洼路段及坑洼的严

重程度；整体偏差Acceleration_deviation的平均值越大、车速平均值越低则坑洼状况严

重；整体偏差Acceleration_deviation的平均值越小、车速平均值越高则坑洼状况轻；地图

服务器对坑洼路段作出标记，并将坑洼路段的位置和坑洼的严重程度下发至地图应用；对

于原是坑洼路段，而现在不是的可撤销坑洼标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手机和导航应用的坑洼路面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路面状况预警方法包括：地图应用在手机的显示界面显示出坑洼路段，当车辆接近坑

洼路段时，地图应用根据实时车速提前10S通过手机语音提示驾驶者前方坑洼路段和坑洼

的严重程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智能手机和导航应用的坑洼路面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地图应用在进行导航规划时自动绕开坑洼路段。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智能手机和导航应用的坑洼路面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传阈值为2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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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智能手机和导航应用的坑洼路面预警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导航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智能手机和导航应用的坑洼路

面预警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日常行车过程中，我们发现司机在突然发现前面坑洼路段时，通常会有两种情

况发生：1、无法以较合理的减速度制动到安全通过车速，导致车辆高速通过坑洼路面，造成

车辆部件损伤或寿命减短。2、以较大减速度制动到安全车速通过。但由于制动减速度大，极

易引发追尾等安全事故。因此，如果能提前得知前方坑洼道路，车辆驾驶者就能更早的安全

降低车速从容通过，有效避免坑洼路段对车辆的损伤和对驾乘人员舒适性的影响。

[0003] 为实现对道路状况的检测，现有技术中通常是采用专用车辆驶过道路，利用加装

在车辆上的各类传感器采集道路信息，然后经过上传汇总，利用导航地图等将道路信息进

行发布。但这种方式由于需要对车辆进行专业的改装，通常造价较高，便宜的道路检测车辆

也要几十万一台，而贵的则达到上百万。同时，利用专业的检测车对道路状况进行检测，由

于覆盖面有限，也容易导致漏检的状况发生。

[0004] 随着技术的发展，目前智能手机包含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和GPS等传感器，通过

这些传感器能够测量手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实时加速度信息。同时，手机导航地图应用具

有更新快、使用方便和成本低等优势。如果能将这些与车辆结合，充分发挥社会车辆覆盖面

积广的特性，将能够有效的实现对道路状况的检测和预警。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智能手机和导航应用的坑洼路面预警方法，无需

增加任何车载传感器即可完成对坑洼路段的识别和预警，简单易行、成本低、通用性好。

[0006]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智能手机和导航应

用的坑洼路面预警方法，包括路面状况采集方法和路面状况预警方法：

[0007] 所述路面状况采集方法包括：

[0008] S1、在智能手机上安装地图应用，并将手机任意固定在车辆内；

[0009] S2、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智能手机根据自带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测算在三个方向

上的实时加速度，包括车辆前进方向实时加速度Acceleration_x_real、垂直车辆侧面方向

的实时加速度Acceleration_y_real、垂直车辆向上的实时加速度Acceleration_z_real；

智能手机自带的GPS传感器测量车辆的位置和车速；

[0010] S3、地图应用根据三个方向上的实时加速度预测下一次在三个方向的预测加速

度，包括车辆前进方向预测加速度Acceleration_x_prediction、垂直车辆侧面方向的预测

加速度Acceleration_y_prediction、垂直车辆向上的预测加速度Acceleration_z_

prediction；

[0011] S4、地图应用计算在三个方向上的加速度偏差，包括车辆前进方向预测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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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on_x_deviation、垂直车辆侧面方向的预测加速度Acceleration_y_

deviation、垂直车辆向上的预测加速度Acceleration_z_deviation；计算公式如下：

[0012] Acceleration_x_deviation＝|Acceleration_x_real-Acceleration_x_

deviation|

[0013] Acceleration_y_deviation＝|Acceleration_y_real-Acceleration_y_

deviation|

[0014] Acceleration_z_deviation＝|Acceleration_z_real-Acceleration_z_

deviation|

[0015] S5、最后加权计算加速度整体偏差Acceleration_deviation,计算公式如下：

[0016] Acceleration_deviation＝0 .1*Acceleration_x_deviation+0 .1*

Acceleration_y_deviation+0.8Acceleration_z_deviation；

[0017] S6、地图应用对加速度整体偏差Acceleration_deviation进行判断，当大于上传

阈值时，地图应用将加速度整体偏差

[0018] Acceleration_deviation和车辆的GPS位置信息上传至地图服务器；地图服务器

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统一处理，统计同一路段上传的加速度整体偏差Acceleration_

deviation的平均值和车速的平均值；并依据加速度整体偏差Acceleration_deviation的

平均值和车速的平均值判断路段是否为坑洼路段及坑洼的严重程度；整体偏差

[0019] Acceleration_deviation的平均值越大、车速平均值越低则坑洼状况严重；整体

偏差Acceleration_deviation的平均值越小、车速平均值越高则坑洼状况轻；

[0020] 地图服务器对坑洼路段作出标记，并将坑洼路段的位置和坑洼的严重程度下发至

地图应用。

[0021] 优选的，所述路面状况预警方法包括：地图应用在手机的显示界面显示出坑洼路

段，当车辆接近坑洼路段时，地图应用根据实时车速提前10S通过手机语音提示驾驶者前方

坑洼路段和坑洼的严重程度。

[0022] 优选的，所述地图应用在进行导航规划时自动绕开坑洼路段。

[0023] 优选的，所述上传阈值为2m/s2。

[0024]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5] 1、能够借助社会车辆对路面状况进行高效、稳定的检测，检测的覆盖面广、盲区

小。

[0026] 2、无需在车辆上加装各类传感器和检测设备，直接借助智能手机即可实现，简单

易行、便于推广、成本低。

[0027] 3、直接利用智能手机上的地图应用实现对路面的检测和预警，检测和预警同时进

行，功能更加的多样化。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一种基于智能手机和导航应用的坑洼路面预警方法，包括路面状况采集方法和路

面状况预警方法，先根据路面状况采集方法对路面坑洼状况的信息进行采集，然后再根据

路面状况预警方法对驾驶者进行预警。

[0029] 所述路面状况采集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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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S1、在智能手机上安装地图应用，并将手机任意固定在车辆内；为防止手机晃动，

通常利用手机支架进行固定。

[0031] S2、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智能手机根据自带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测算在三个方向

上的实时加速度，包括车辆前进方向实时加速度Acceleration_x_real、垂直车辆侧面方向

的实时加速度Acceleration_y_real、垂直车辆向上的实时加速度Acceleration_z_real；

智能手机自带的GPS传感器测量车辆的位置和车速。例如：Acceleration_x_real为0.5m/

S2，Acceleration_y_real为2.2m/S2、Acceleration_z_real为3.3m/S2。

[0032] 三个方向的实时加速度是在得到手机三个方向的实际加速度后，结合陀螺仪采集

到的手机安装角度数据，进行修正计算后得到。因此选用的智能手机应当具备陀螺仪，从而

无需对手机的安装角度进行限定。

[0033] S3、地图应用根据三个方向上的实时加速度预测下一次在三个方向的预测加速

度，包括车辆前进方向预测加速度Acceleration_x_prediction、垂直车辆侧面方向的预测

加速度Acceleration_y_prediction、垂直车辆向上的预测加速度Acceleration_z_

prediction；预测方法如：移动平均预测法、指数平滑预测法等。例如：经预测后，

Acceleration_x_prediction为0 .3m/S2，Acceleration_y_prediction为0 .2m/S2，

Acceleration_z_prediction为1m/S2。

[0034] S4、地图应用计算在三个方向上的加速度偏差，包括车辆前进方向预测加速度

Acceleration_x_deviation、垂直车辆侧面方向的预测加速度Acceleration_y_

deviation、垂直车辆向上的预测加速度Acceleration_z_deviation；计算公式如下：

[0035] Acceleration_x_deviation＝|Acceleration_x_real-Acceleration_x_

deviation|＝|0.5-0.3|＝0.2m/S2

[0036] Acceleration_y_deviation＝|Acceleration_y_real-Acceleration_y_

deviation|＝|2.2-0.2|＝2m/S2

[0037] Acceleration_z_deviation＝|Acceleration_z_real-Acceleration_z_

deviation|＝|3.3-1|＝2.3m/S2

[0038] S5、最后加权计算加速度整体偏差Acceleration_deviation,计算公式如下：

[0039] Acceleration_deviation＝0 .1*Acceleration_x_deviation+0 .1*

Acceleration_y_deviation+0.8Acceleration_z_deviation

[0040] ＝0.1*0.2+0.1*2+0.8*2.3＝2.06m/S2

[0041] S6、地图应用对加速度整体偏差Acceleration_deviation进行判断，当大于上传

阈值时,通常上传阈值设置为2m/S2，也就是说Acceleration_deviation大于2m/S2时即上

传。2 .06m/S2大于2，则将该数据上传。地图应用将加速度整体偏差Acceleration_

deviation和车辆的GPS位置信息上传至地图服务器；地图服务器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统一

处理，统计同一路段上传的加速度整体偏差

[0042] Acceleration_deviation的平均值和车速的平均值；并依据加速度整体偏差

Acceleration_deviation的平均值和车速的平均值判断路段是否为坑洼路段及坑洼的严

重程度；整体偏差Acceleration_deviation的平均值越大、车速平均值越低则坑洼状况严

重；整体偏差

[0043] Acceleration_deviation的平均值越小、车速平均值越高则坑洼状况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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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地图服务器对坑洼路段作出标记，并将坑洼路段的位置和坑洼的严重程度下发至

地图应用。当然对于原是坑洼路段，而现在不是的可撤销坑洼标记。

[0045] 本发明所述路面状况预警方法包括：地图应用在手机的显示界面显示出坑洼路

段，当车辆接近坑洼路段时，地图应用根据实时车速提前10S通过手机语音提示驾驶者前方

坑洼路段和坑洼的严重程度。所述地图应用在进行导航规划时应当尽量自动绕开坑洼路

段。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8417065 B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