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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道速度预警方法、系统及计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弯道速度预警方法、系统

及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包括以下步骤：根据前

方路况信息判断车辆行驶路线前方预设距离内

是否有弯道，并在判断出前方预设距离内有弯道

时，根据前方路况信息和车辆实时车速计算出弯

道的预警距离，并将弯道的预警距离与当前车辆

位置离进弯点的距离进行比较，由此判断车辆是

否进入预警范围；若车辆已进入预警范围，则根

据前方弯道的半径查询到匹配的安全车速和舒

适车速并与当前车速进行比较，并输出比较结

果。本发明在保证准确判断出车辆是否进出弯道

的同时，降低了策略复杂度，减少了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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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弯道速度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判断当前天气是否为极端天气，若是，则通过抬头显示模块直接显示黄色警示；若否，

则判断车辆目前是否在导航中行驶，如果不在导航中，则关闭显示；若是，则获取车辆行驶

路线和前方路况信息；

根据前方路况信息判断车辆行驶路线前方预设距离内是否有弯道，并在判断出前方预

设距离内有弯道时，根据前方路况信息和车辆实时车速计算出弯道的预警距离，并将预警

距离与当前车辆位置离进弯点的距离进行比较，由此判断车辆是否进入预警范围；

若车辆未进入预警范围，则不提醒；

若车辆已进入预警范围，则根据前方弯道的半径查询到匹配的安全车速和舒适车速并

与当前车速进行比较，并输出比较结果进行预警提示；

若车辆已进入弯道，则根据当前弯道的半径查询到匹配的安全车速和舒适车速并与当

前车速进行比较，并输出比较结果进行预警提示;

在车辆进入弯道后，实时查询下一个弯道的信息，如果车辆已经在弯道中且又进入了

下一个弯道的预警范围，则以当前弯道和下一个弯道的半径最小值进行安全车速、舒适车

速的计算和比对;

当车辆驶离弯道曲率最大的位置点后，即认为驶离弯道，停止输出比较结果;

所述弯道的预警距离的计算方法为：

S=(V*V-M*R)/N；

其中：V表示车辆实时车速；R为前方弯道的半径；M和N代表可调参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弯道速度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以语音和/或文字加图像显

示的方式输出比较结果进行预警提示，具体为：

如果当前车速大于建议的安全车速，则语音提醒用户减速并显示红色提醒；

如果当前车速介于安全车速和舒适车速之间，则显示为蓝色；

如果当前车速低于舒适车速则显示为绿色。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弯道速度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ADAS地图识别前方

路况信息，所述前方路况信息包括弯道曲率数据和道路类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弯道速度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前方路况信息判断当前

道路类型并识别道路前方1.2km以内的所有弯道。

5.一种弯道速度预警系统，包括车载显示装置、扬声器和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分别与载

显示装置和扬声器连接，所述控制器与车身稳定控制系统连接，获取车辆实时车速，其特征

在于：所述控制器被编程以便执行如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弯道速度预警方法的步

骤。

6.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有程序，所述

程序可被处理器执行，以实现如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弯道速度预警方法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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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道速度预警方法、系统及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自动驾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弯道速度预警方法、系统及计算机

可读存储介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汽车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普及，随着汽车需求量的高速增长，人们对汽车智

能化和行车安全方面的呼声越来越高。

[0003] 其中，基于ADAS地图的车辆道路协同技术是目前道路行车安全和实现自动驾驶方

面的重要支撑技术，也是实现智能交通的基础研究问题，为后续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和自

动驾驶提供基础。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在致力于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的发展和研究，其中基于ADAS地图的车辆道路协同技术是

ADAS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技术。目前，世界各国正在积极进行车辆道路协同系统方面的研究

和实验，并将其作为改善道路交通安全和效率的重要手段。美国，日本和欧洲等主要发达国

家 在 车 辆 道 路 协 同 领 域 开 展 了 多 方 面 的 研 究 ，其 典 型 项 目 包 括 ：美 国 的

VIKIntelliDriveSMXICAS ,CVHAS项目，日本的SmartWay、AHS项目，以及欧洲的CVIS、

PreVENT等项目，这些项目虽然各有其侧重点，但都是以车辆道路协同技术为基础。

[0004] 对于车辆行驶安全方面，弯道比较容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生活中，在弯道处，经

常会由于驾驶员预判不准，车速过高引起碰撞和侧翻事故，因此当前交通部门经常在弯道

处设置车速限制，经过的车辆必须在车速限定范围内行驶才能保证安全。但是，目前大部分

车速限制提醒仅为交通警示牌的提醒，驾驶员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比较容易忽视，有时，驾

驶者在驾车时还经常因为留意在某个路段是否有车速限制，分散了驾驶注意力，反而影响

行车安全，所以基于弯道工况的速度预警技术是道路行车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0005] 当前，大多数弯道速度预警策略实现复杂，一般需要增加摄像头等装置进行基于

图像处理的策略比较多，这样往往会引入较大的通信开销，造成网络资源的不必要浪费，抑

或是需要借助红外传感器，地感线圈等设备，不够经济，过量交通路牌的设立也是对资源的

一种不必要浪费。而且这些弯道速度预警策略并不能高效的预判车辆前方是否有弯道以及

车辆是否经过弯道而提前给出合理的限制速度。

[0006] 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新的弯道速度预警方法、系统及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弯道速度预警方法、系统及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在保

证准确判断出车辆是否进出弯道的同时，降低策略复杂度，减少资源浪费。

[0008] 本发明所述的弯道速度预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获取车辆行驶路线和前方路况信息；

[0010] 根据前方路况信息判断车辆行驶路线前方预设距离内是否有弯道，并在判断出前

方预设距离内有弯道时，根据前方路况信息和车辆实时车速计算出弯道的预警距离，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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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道的预警距离与当前车辆位置离进弯点的距离进行比较，由此判断车辆是否进入预警范

围；

[0011] 若车辆未进入预警范围，则不提醒；

[0012] 若车辆已进入预警范围，则根据前方弯道的半径查询到匹配的安全车速和舒适车

速并与当前车速进行比较，并输出比较结果进行预警提示；

[0013] 若车辆已进入弯道，则根据当前弯道的半径查询到匹配的安全车速和舒适车速并

与当前车速进行比较，并输出比较结果进行预警提示。

[0014] 进一步，在车辆进入弯道后，实时查询下一个弯道的信息，如果车辆已经在弯道中

且又进入了下一个弯道的预警范围，则以当前弯道和下一个弯道的半径最小值进行安全车

速、舒适车速的计算和比对。

[0015] 进一步，当车辆驶离弯道曲率最大的位置点后，即认为驶离弯道，停止输出比较结

果。

[0016] 进一步，弯道的预警距离的计算方法为：

[0017] S=(V*V-M*R)/N；

[0018] 其中：V表示车辆实时车速；R为前方弯道的半径；M和N为常数，根据驾驶员习惯进

行标定得出。

[0019] 进一步，以语音和/或文字加图像的方式输出比较结果进行预警提示，具体为：

[0020] 如果当前车速大于建议的安全车速，则语音提醒用户减速并显示红色提醒；

[0021] 如果当前车速介于安全车速和舒适车速之间，则显示为蓝色；

[0022] 如果当前车速低于舒适车速则显示为绿色。

[0023] 进一步，通过ADAS地图识别前方路况信息，所述前方路况信息包括弯道曲率数据

和道路类型。

[0024] 进一步，根据前方路况信息判断当前道路类型并识别道路前方1.2km以内的所有

弯道。

[0025] 进一步，在判断车辆行驶路线前方预设距离内是否有弯道之前，执行以下步骤：

[0026] 判断当前天气是否为极端天气，若是，则通过抬头显示模块直接显示黄色警示；若

否，则判断车辆目前是否在导航中行驶，如果不在导航中，则关闭显示。

[0027]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弯道速度预警系统，包括车载显示装置、扬声器和控制器，所述

控制器分别与载显示装置和扬声器连接，所述控制器与车身稳定控制系统连接，获取车辆

实时车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被编制以便执行如本发明所述的弯道速度预警方法的

步骤。

[0028]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有程序，

所述程序可被处理器执行，以实现如本发明所述的弯道速度预警方法的步骤。

[0029]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简单实用，只需利用目前车载娱乐系统已有的地图数据，不

增加任何成本，不增加整车数据额外开销，可避免交通实体警示牌的过量投入浪费。利用现

有的整车数据进行融合，可针对单一弯道和连续弯道进行有效准确地计算和判断，达到在

弯道前方提前预警提示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用户驾驶乐趣和行车安全，方法通用性

强，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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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实例图；

[0031] 图2是本发明系统架构示意图；

[0032] 图3是抬头显示模块的硬件架构示意图；

[0033] 图4是本发明关于弯道的预警距离的算法说明图；

[0034] 图5是对于连续弯道半径处理方式说明图；

[0035] 图6是根据弯道半径和道路类型查找对应安全车速和舒适车速的说明图；

[0036] 图7是抬头显示颜色策略说明图；

[0037] 图8是本发明算法策略方面的总体流程说明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9] 如图1所示，所述的弯道速度预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获取车辆行驶路线和前方路况信息；本实施例中，通过ADAS地图识别前方路况信

息，所述前方路况信息包括弯道曲率数据和道路类型。

[0041] 根据前方路况信息判断车辆行驶路线前方预设距离（比如：车辆行驶路线前方

1.2km内）内是否有弯道，若没有弯道，则反复查询，若有弯道，则根据前方路况信息（弯道半

径）和车辆实时车速计算出弯道的预警距离，并将弯道的预警距离与当前车辆位置离进弯

点的距离进行比较，由此判断车辆是否进入预警范围；

[0042] 若车辆未进入预警范围，则不提醒；若车辆已进入预警范围，则根据前方弯道的半

径查询到匹配的安全车速和舒适车速并与当前车速进行比较，并输出比较结果进行预警提

示；若车辆已进入弯道，则根据当前弯道的半径查询到匹配的安全车速和舒适车速并与当

前车速进行比较，并输出比较结果进行预警提示。

[0043] 在车辆进入弯道后，实时查询下一个弯道的信息，如果车辆已经在弯道中且又进

入了下一个弯道的预警范围，则以当前弯道和下一个弯道的半径最小值进行安全车速、舒

适车速的计算和比对，更合理、准确地进行预警。

[0044] 当车辆驶离弯道曲率最大的位置点后，即认为驶离弯道，系统自动关闭语音提示

和抬头显示，进行下一个弯道的查询、计算。

[0045] 如图8所示，本实施例中，弯道速度预警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0046] （1）首先判断是不是极端天气，如果是极端天气（极端天气包括冰雪路面和湿滑路

面的工况），抬头显示模块直接显示为黄色警示，达到预警距离标志清0，连续弯道标志清0；

[0047] （2）如果不是极端天气再判断车辆目前是否在导航中行驶，如果不在导航中，直接

关闭显示，不显示，达到预警距离标志清0，连续弯道标志清0；因为不在行驶导航路径中，地

图数据预测不准确；

[0048] （3）在导航中，则继续判断当前行驶路段的道路类型和目前车辆是否在弯道中，如

果车辆行驶在弯道中则又分为车辆前方有弯道和无弯道两种情况。车辆在弯道中且未进入

下一个弯道的预警范围，则应用单一弯道的逻辑；根据图4，图6和图7所示的流程直接计算

并输出结果。其中图4中弯道的预警距离的计算公式中的M和N是可调参数，根据用户驾驶习

惯进行标定，经过路测发现M取值1.5，N取值2符合大部分驾驶员的习惯。图6中的弯道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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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安全车速和舒适车速表的数值通过在试验场进行定半径弯道的主观评价和客观测

试确定。建议弯道半径每间隔10m标定相应的安全、舒适车速值，如果需要查询的半径值在

标定的半径数据值之间，则以区间线性插值进行处理。高速路段的弯道半径定义在6m-

1030m之间；非高速路段的弯道半径定义在6m-455m之间。如图6所示，当弯道半径在6m-455m

之间时，根据普通路表查出安全车速、舒适车速；当弯道半径在455m-1030m之间时，根据高

速路表查出车速。

[0049] （4）如果车辆行驶至弯道中且进入了下一个弯道的预警范围，该工况判定为连续

弯道，根据图5所示的流程记录当前弯道半径，将当前弯道的半径和下一弯道的半径进行大

小比较，如果当前弯道半径小于下一弯道半径则用当前弯道的半径作为输入进行计算，否

则用下一个弯道的半径作为输入进行计算，然后显示结果。结果显示流程见图7，如果当前

车速大于安全车速，则语音提醒用户减速并辅以抬头显示红色警告；如果当前车速介于安

全车速和舒适车速之间则以蓝色显示；如果当前车速小于舒适车速则显示绿色。

[0050] （5）如果车辆不在弯道中且前方没有弯道时，则继续判断前方车辆是否有岔路口，

若无则不显示，若有则用黄色显示警示路口减速，达到预警距离标志清0，连续弯道标志清

0。

[0051] （6）如果车辆不在弯道中但前方有弯道，则反复判断车辆当前位置是否进入了前

方弯道的预警范围，如果进入了，则按照图6所示的流程计算安全车速和舒适车速，然后根

据图7所示流程进行计算，并通过抬头显示模块进行结果输出，抬头显示模块硬件框图参见

图3，包括电源、ON/OFF开关、高度开关、InCall（长安In-Call智能行车系统）和HUD（车载抬

头显示模块），电源、ON/OFF开关、高度开关、InCall分别与HUD连接。

[0052] （7）抬头显示模块通过接收CAN信号进行车速和颜色的显示，通过LVDS线传输的

DVD图像显示地图图像。

[0053] 以下举例对本实施例进行说明：

[0054] 如图1所示，E、F、G表示三个弯道，a、c、e分别表示进弯点，b、d、f表示出弯点，M点表

示车辆的实时位置。当车辆在平直路线上行驶时，通过ADAS地图数据识别到道路前方ab段

有弯道，且半径处于系统所定义的弯道半径范围内，设M=1.5，N=2，根据车辆当前速度V和前

方弯道E的半径RE计算该弯道的预警距离SE=(V*V-1.5*RE)/2（本实施例中的“*”代表乘号）,

并实时对预警距离和车辆位置离进弯点的距离进行大小比较判断，如果车辆进入预警范

围，则记录车辆达到预警距离标志位，并通过对比当前实时车速V与RE对应的安全车速和舒

适车速后显示相应提示和报警。

[0055] 当车辆行驶至ab段时，车辆处于弯道E中，控制器开始实时判断车辆前方是否有弯

道以及是否经过了弯道E的最大曲率点处，如图1所示，当车辆还未驶出弯道E最小半径处，

但是发现前方有弯道F，则开始计算弯道F的预警距离SF并比较当前车辆位置距离弯道F的

距离SMF，发现SMF大于SF,即车辆没有进入前方弯道F的预警范围；一直到车辆行驶出弯道E，

车辆都没进入弯道F的预警范围，则在车辆驶出弯道E的曲率最大值位置处后自动关闭所有

提示。

[0056] 车辆继续前进，当车辆行驶至bc段某处时，比较后发现车辆位置距离弯道F的距离

小于弯道F的预警距离SF，则系统自动显示并提示针对弯道F计算的结果。

[0057] 车辆继续前行，当车辆到达c点处（进入弯道F后），发现前方又有弯道G，则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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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道F的计算结果的同时计算弯道G的预警距离SG。车辆行驶在cd段（弯道F中）未达到弯道G

的预警距离SG时，所有计算继续应用弯道F的半径RF计算；车辆继续前行，行驶在弯道F中且

未经过曲率最大点（即还没有驶出弯道F时），但发现车辆位置已经进入弯道G的预警范围，

此时比较弯道G和弯道F的半径RG、RF大小，如果弯道G的半径RG大于弯道F的半径RF，则继续

应用当前弯道F的半径RF，直到驶出弯道F再使用弯道G的半径RG；但是本例中，弯道G的半径

RG小于弯道F的半径RF，并且车辆当前已经达到了弯道G的预警距离SG，此时则利用弯道G的

半径RG计算输出结果，由此达到在连续弯道提前警示用户减速到合理车速区间的目的，确

保用户行车安全。

[0058] 车辆驾离弯道G后，发现前方没有弯道，自动关闭所有提示；继续查找前方弯道信

息进行下一次的重复计算。

[0059] 本实施例在保证准确判断出车辆是否进出弯道的同时，降低策略复杂度，减少资

源浪费，不需要进行很大通信开销的图像处理方式，并且该发明通过利用已有ADAS地图数

据对连续弯道的处理策略有效提升了预测准确性和及时性。方法适合任何弯道，包括单一

弯道和连续弯道，方法简单高效，通用性强。

[0060] 如图2和图3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弯道速度预警系统，包括车载显示装置（HU和

HUD，HU为车载娱乐系统主机，HUD为车载抬头显示模块）、扬声器和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分别

与车载显示装置和扬声器连接，所述控制器与车身稳定控制系统（ESP）连接，获取车辆实时

车速，所述控制器被编制以便执行如本发明所述的弯道速度预警方法的步骤。

[0061] 本实施例中，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有程序，所

述程序可被处理器执行，以实现如本发明所述的弯道速度预警方法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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