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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无人驾驶无论 Tesla 路线、Waymo 路线, 还是 Intel 路线等, 都重点关注感知、规划
和决策等计算认知, 而交互认知严重缺失. 这一问题不解决, 自驾驶车难以被社会接受与认可. 本文
分析了自驾驶车交互认知的丰富性和实现难度, 提出基于自然语言交互的车载智能音箱对话、肢体
语言交互和车体语言交互 3 种交互形式. 通过智能音箱及互联网实现了自驾驶车与车主、乘员、运
维人员、开发人员、远程服务请求等之间的交互; 解决了自驾驶车对路边行人和执勤交警的手势识
别、理解与应对; 攻克了狭路会车和超车并道两种常见车体交互的难题. 最后, 基于丰富的自驾驶交
互认知形式, 给出独立于决策总线的交互总线架构设计, 并在多类型智能车上开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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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驶中交互认知的缺失

近年来, 随着车载传感器技术的不断突破以及汽车智能化的发展, 汽车的驾驶方式逐渐从人工驾
驶向着机器自驾驶的方向发展 [1∼3] . 无人驾驶 (unmanned driving) [4] 、自驾驶 (self-driving) [5] 、自动
驾驶 (automated driving) [6] 、自主驾驶 (autonomous driving) [7] 等概念相继被提出. 无人驾驶和自驾
驶描述的是外在形态, 而自动驾驶和自主驾驶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 无论选择哪条技术路线,
都需要车载微电子平台的支撑.
1.1

自动驾驶技术中交互认知的缺失

自动驾驶通过加装多种传感器、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软件启动计算机程序, 让汽车自动行驶, 本质
上是程序员通过程序教机器人开车, 如果程序不合适, 则由程序员来调整程序. 通过这样的方式,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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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 (SAE) 的 J3016 标准对自动驾驶的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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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软件定义的机器, 实现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的车无需有个性, 以 Tesla 为代表的自动驾驶车辆利用
多相机、多雷达, 以及全球定位系统感知周边环境, 进行信息融合, 判断各种自动驾驶窗口条件. 根据
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 (SAE) 的 J3016 标准, 自动驾驶从驾驶操作、周边监控、复杂情况下动态驾驶任
务的执行者、系统支持的路况和驾驶模式等要素划分为 L0 到 L5 级共 6 个等级 [8] , 如表 1 所示.
从自动驾驶分级标准可以看出, 随着等级提高, 汽车的自动化程度也相应提高. L1, L2 级需人类
驾驶员监控驾驶环境, 而 L3 到 L5 级则是自动驾驶系统掌控驾驶, 也就是说汽车获得了驾照. 目前大
多数车辆处在 L0 到 L2 级之间, 如碰撞告警为 L0 级的技术, 可称其为 “warning only”; 自动防碰撞和
定速巡航属于 L1 级的辅助驾驶, 定速巡航可释放双脚, 但手需要放在方向盘上, 称其为 “hands on”;
L2 级手脚都可解放, 称其为 “hands oﬀ”. 自动泊车技术介于 L1 和 L2 级之间; L3 级自动驾驶需要人
类驾驶员待命以响应系统请求, 这时可释放驾驶员的注意力, 称其为 “eyes oﬀ”; L4 级指在常态环境下,
由一个自动驾驶系统完成所有动态驾驶任务, 人类驾驶员能正确响应系统偶尔发出的脱离请求并接管
操控, 驾驶员可 “mind oﬀ”; L5 级是指最终能在所有道路和环境条件下代替驾驶员完成全部驾驶操作,
称其为 “driver oﬀ”. 可以看出, 在 J3016 标准中, 从 L2 到 L3 级的转换是明确可度量的, 因为自动驾
驶系统接管了掌控权, 获得驾照, 但该标准没有涉及到作为替代驾驶员的自动驾驶仪所具有的任何交
互认知能力. 有研究表明 [9] , 当周边驾驶环境发生变化时, 自动驾驶仪提出脱离请求, 要求人工干预,
1084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8 卷 第 8 期

人拿回驾驶权的平均时间大约为 17 秒, 而这 17 秒内车辆行驶所发生的情境变化是多种多样的, 可能
造成巨大的事故风险, 这进一步体现了交互认知的重要性.

1.2

自主驾驶技术中交互认知的缺失

自主驾驶作为另一条技术路线必然存在一个驾驶认知的主体, 即驾驶员. 作为驾驶员的智能代理,
自主驾驶综合利用分布在车体各部位的多传感器感知, 形成以驾驶员为中心的驾驶态势, 通过规划、
决策和控制, 操控汽车行为. 以 Google Waymo 公司为代表的自主驾驶利用多个雷达进行近、中、远距
离探测, 采用多个相机感知周围环境, 利用深度学习等方法识别交通信号灯和前方车辆或行人等移动
障碍物, 重在智能感知, 并通过规划和决策, 最终控制车辆的行为. 自主驾驶还需要研究驾驶员与环境
和周边车辆的交互认知, 以及驾驶员的经验和临场处置能力由谁替代.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除了需要
解决车的感知智能、信息融合、规划、决策、控制等问题, 还需要解决人与自驾驶车以及自驾驶车与人
工驾驶车之间的交互认知. 驾驶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 自主驾驶应该有技巧、有个性, 一个真正的自主
驾驶系统应该像驾驶员一样构建具有学习、决策、交互等行为能力的认知主体.

1.3

现有车载微电子平台中交互认知的缺失

无论是自动驾驶还是自主驾驶, 都需要高性能车载微电子平台作为支撑. 以 Intel 和 Nvidia 为代
表的微电子产业对自驾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突出了 GPU 和 FPGA 设计, 相继开发了 CPU 和 GPU
混合计算技术, 为实现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和长短期记忆模型为代表的深度学习提供了
高效能计算平台. Intel 与宝马、Mobileye 等公司合作, 建立了一个产业标准的开放式自动驾驶平台
Intel Go [10] . 百度公司通过 Apollo 平台让众多汽车供应商和深度学习公司从中受益. 然而, 以上方案
都缺少对交互认知的研究, 缺少交互的实现工具和方法. 尤其是在车载微电子平台的整体架构与硬件
设计中, 缺少用于交互认知的相应接口和处理.
针对上述自动驾驶、自主驾驶和车载微电子平台交互认知严重缺失的情况, 自驾驶认知系统应该
将汽车看作一个可交互的轮式机器人, 自主应对驾驶过程中常常遇到的具备偶发性质的多样不确定性,
其研发的困难, 不仅仅是满足汽车动力学的性质和各式各样的传感器要求, 还要模拟实现驾驶员在回
路的自主预测和控制等认知能力, 拥有驾照, 并通过在线学习, 积累驾驶技巧, 具有丰富的驾驶事故预
防处置的记忆能力, 还能与车主、乘员、运维人员、开发人员、远程服务请求等之间进行交互, 实现
驾驶的个性化. 基于自然语言交互认知的车载智能音箱对话、肢体语言交互和车体语言交互, 这 3 种
交互形式起到重要作用. 总之, 实现无人驾驶不仅在车, 更难在拟人, 自驾驶车要上路, 被社会大众接
受, 需要具备足够的交互认知能力.

2

基于自然语言交互认知及车载智能音箱对话

自然语言交互认知是指面向特定场景相关或不相关的语音、语义等缺省知识和常识知识的获取
学习、表示和协商. 自驾驶车面对复杂、不确定的周围环境, 通过语音、语义等自然语言理解和认知与
不同类型人群进行交互, 从而获得临场处置权, 完成自驾驶任务. 可以采用智能音箱及互联网实现自
驾驶车与车主、乘员、运行维护人员、远程服务请求等之间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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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能音箱交互效果图
Figure 1

2.1

The design sketch of intelligent sound box interaction

车载智能音箱对话实现自然语言交互

可有效利用科大讯飞 [11] 等语音引擎解决方案实现基于自然语言的交互. 车载智能音箱通过语音
合成引擎实现人机会话, 完成最基本的交互; 通过语音识别引擎实现语音指令识别, 将语音指令转化
为机器指令, 完成交互功能的 “操控”; 通过声纹识别引擎进行基于语音的身份识别, 实现人机交互中
系统安全设定功能.
面向自驾驶环境的需求, 主要包括以下 11 类基于语音引擎的交互功能并可通过智能音箱播报: 自
驾驶车当前驾驶意图与状态播报; 自驾驶车当前周边地理、交通环境播报; 乘员目的地表达及响应 (包
括乘员发出执行指令及系统告知乘员形势路线等); 乘员意外情况请求及响应; 车主/驾驶员声纹身份
识别; 车辆意外事故的紧急求助; 空闲时的休闲娱乐 (音乐、导游、相声等); 远程共享汽车的服务请求
(语音或文字) 及响应; 边缘驾驶状况下和周边车辆及行人的语音交互; 多乘员状态的目的地决策表达
以及运维人员、开发人员与自驾驶车的交互. 图 1 给出了智能音箱交互体验效果, 示例中可通过语音
交互进行天气状态及周围相关信息的播报. 图 2 中给出了基于智能音箱开放平台解决方案, 主要包括
能力层 (语义技能开发平台)、核心层 (语音交互核心系统) 和应用层 (智能音箱开放平台) 3 个层次的
架构.
2.2

车主、乘员等与自驾驶车的交互

在自驾驶车环境下发生自然语言交互的人群中, 车主或者服务运营商对自驾驶车的行为承担责
任, 拥有最高指挥权, 并通过车载音箱、抬头显示等形式进行状态监控和远程操控. 乘员能够进行目的
地表达, 通过安全、舒适和便捷的交互获得车辆位置以及周边服务等信息, 并能提交干涉车辆行为的
意愿, 而自驾驶车应在不影响车辆行驶安全下根据权限等级响应车上乘员请求; 在位驾驶员对自驾车
实现双驾双控, 拥有现场处置权; 自驾驶车应能接受网约请求, 并进行预约处理. 自驾驶车应有安全提
醒、防盗报警与救援等交互能力. 当遇到突发情况需要改变驾驶状态时, 如急转弯、减速等, 自驾驶车
应能对车上乘员进行语音安全提醒; 在遇到盗窃或灾害等 “不测” 情况时, 应能及时发现并自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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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智能音箱的开放平台解决方案
Figure 2

The intelligent sound box based open platform solution

图 3 自驾驶车人机交互界面示意图
Figure 3

The sketch map of self-driving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face

同时提醒车上乘员开展自救措施. 图 3 给出了自驾驶车人机交互界面示意图. 在这个示意图中, 自驾
驶车通过车辆定位、车辆状况等信息与驾驶员及乘员进行信息交互. 自驾驶车只有和上述人群友好交
互, 懂得 “人情世故”, 才能更好地实现驾驶交互的应用.
2.3

运维人员在线干预自驾驶车

通过智能网联技术, 自驾驶车与运维人员进行交互, 完成调度和状态监视等任务. 运维人员主要负
责为多辆自驾驶车制定行车路线, 使车辆有序地通过乘员接送点, 达到诸如路程最短、费用最小、耗时
最少等目标. 图 4 给出了运营维护人员与自驾驶车的交互示意图, 其中调度员通过状态监控和调度台,
基于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 经由调度系统服务器与自驾驶车辆进行交互, 实现在线干预. 根据网
约乘车请求和各车辆的状态, 利用车辆调度优化算法从多个候选自驾驶车中选出最优指标下的自驾驶
车. 车辆调度优化可通过排队论、遗传算法和神经网络 [12] 等方法实现. 如 Google 旗下 Waymo 无人
驾驶公司 [13] 采用多数票制进行实时调度, 对自驾驶车到达预定地点的拥塞和停泊难度进行排序, 确
定最优的接送点.
2.4

开发人员调试自驾驶车

开发人员负责自驾驶车程序的研发、设计和调试, 通过图像、GNSS 和雷达等传感器数据形成基
于可用路权的驾驶态势, 实现自主驾驶; 确保自驾驶车行驶的安全、可靠, 实时状态监控, 保证自驾驶
车在出现 “不测” 时, 及时停靠并安全脱离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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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运营维护人员交互框架
Figure 4

The interactive framework of 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 staﬀ

自驾驶车辆要执行视听觉感知、认知、决策控制、交互等任务. 人类驾驶员在对周围环境感知过
程中具有丰富的瞬时记忆, 在海马体和下丘脑中维持几秒至几分钟就被遗忘, 而短期较丰富的工作记
忆以及反复多次的长期记忆会留在大脑皮质中难以遗忘. 通过瞬时记忆、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的联合
感知可辅助人类驾驶员实现驾驶任务. 相对而言, 自驾驶车的瞬时记忆是将摄像头、雷达、GNSS 等传
感器获得的实时感知数据进行预处理和存储, 供开发人员使用; 工作记忆是执行任务时, 将获取的实
时感知数据进行分析, 并将其结果进行信息融合, 为自动驾驶决策提供依据; 而长期记忆则是将瞬时
记忆融合成驾驶态势, 如路口记忆和驾驶困境记忆等. 开发人员对自驾驶车的调试也就是应用自驾驶
车的瞬时记忆、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的过程, 保障自驾驶车的行驶安全.

3

肢体语言交互

在车辆行驶中, 会遇到执勤交警手势指导行车、行人招手停车等状况. 自驾驶车需要对具体情况
进行判断, 并做出停车、转向等决策, 因此需要进行肢体语言交互, 但自驾驶车经常行驶在复杂、不确
定的周围环境中, 除气温、光照、阴影、风雨雾雪霾等天气情况变化外, 道路路口、停车场等开放场景
的复杂路况也会使自驾驶车难以及时准确地识别交警手势、行人姿态等肢体语言信息, 造成自驾驶车
无法做出实时的精准决策. 因此, 面向车辆行驶环境中的肢体语言识别与交互已成为自主驾驶研究中
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执勤交警的引导手语是一种具有统一规定的肢体符号, 主要通过手臂和手掌的姿态来表示. 行
人在路边过斑马线或用车时, 会通过打手势的方式示意车辆靠边或停车, 以达到通行或用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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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执勤交警手势示意图
Figure 5

Examples of traﬃc police’s gestures

图 6 行人手势示意图
Figure 6

Examples of pedestrian’s gestures

图 5 和 6 分别介绍了常用的交警手势和行人手势. 自驾驶车需要手势识别算法对执勤交警及行人的
手势进行精准判断, 从而理解执勤交警及行人意图, 形成自驾驶车和人的正确交互.
随着计算机视觉, 特别是深度学习技术应用的发展, 手势识别在国内外均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14∼17] ,
针对人体动作分类 [18, 19] 和手势识别 [20] 等任务均有较多的研究成果. 然而, 针对自驾驶车辆的交互
认知, 与传统的手势识别不同, 该任务具有其自有的特点和困难. 首先, 车辆通常都在快速行驶过程中,
运动环境下的对象手势识别比静态环境下的手势识别具有更大的挑战, 更易受到遮挡、光照及阴影等
影响. 其次, 车辆自主驾驶过程中的手势动作识别具有在整个场景下的实时性、精准性的需求, 因此需
要解决多对象、混杂遮挡环境、识别速度要求高等难题.
传统手势及动作识别方法都是针对单一视角的视频进行分析. 当视频源为正面并且拍摄质量高的
情况下, 传统方法能够有较为理想的识别性能. 自驾驶车的运行环境使得单视角数据的方法受到极大
的限制. 多视角数据的动作识别能有效克服这一问题, 多个视角既有望通过部分视角获得高质量视觉
数据, 同时不同视角间的数据能够相互补充, 提高统一框架下的手势识别精度. 这里提出一种多视角数
据的动态手势识别方法, 用于实现车辆行驶过程中的执勤交警及行人手势的精准判断, 以实现自驾驶
车的肢体语言交互. 图 7 给出了多视角数据的手势识别方法的流程图, 图 8 给出了相应的深度学习算
法的详细示意图. 首先, 通过架设在自驾驶车上的双目镜头获取多视视频数据, 并通过深度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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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he action recognition ﬂowchart based on multi-view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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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于多视角数据动作识别算法示意图
Figure 8

The action recognition algorithm based on multi-view data

进行特征抽取, 接下来针对深度特征进行编码, 并依据时间顺序信息应用循环神经网络进行手势识别.
针对车载多目摄像头获取的视觉数据, 采用深度学习方法进行特征抽取. 在手势识别中最重要的
特征是人的肢体相对位置. 首先需要从多视角图片中定位人的坐标, 并进一步精细化到人体肢体相对
位置. 在该方法中, 通过多阶段、多分支的卷积神经网络 (CNN) 结构从多视角的图片中抽取数据. 具
体而言, 在单个阶段中, 不同视角的图片通过多个分支的 CNN 独立处理识别肢体位置, 并在阶段结束
时采用不同视角的识别结果相互校正, 从而在多个阶段结束时获得准确的人体肢体识别结果.
多视角数据的手势识别与传统单一视角数据的方法相比, 技术关键在于如何整合多视角数据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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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整体, 减小部分质量较差的视角的干扰, 从而获得较高的识别率. 在数据整合部分, 在每个阶
段结束时, 可通过其他视角来修正当前视角数据的识别. 举例来讲, 当两个人并排行走时, 在某一个阶
段中从一个侧视角中难以分清楚向前挥的手臂来源于哪个人体, 可能倾向于左边人体, 而另一个偏正
面视角的则能识别出是右侧人体向前挥手, 从而可以修正前一个视角中的错误判定.
在获得坐标特征后, 需要进行用于分类的特征编码. 由坐标和时间组成特征编码, 并对其中的坐
标进行归一化、正则化. 将多个视角的特征编码拼接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特征编码. 之后, 按照时间先后
作为循环神经网络的输入, 这里循环神经网络可以使用长短期记忆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
或门控循环单元 (gated recurrent units, GRU). 由于 LSTM 和 GRU 都具有记忆能力, 能通过训练
“记住” 的最近数据并进行分类, 从而针对多视角的视觉数据进行手势识别, 实现自驾驶车的肢体语言
交互.

4

车体语言交互

自驾驶车与人工驾驶车之间的车体语言交互是无人驾驶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自驾驶车要学习
人在回路中的交互认知, 学习人的驾驶意图, 应对驾驶活动随时间滚动的不确定性, 实现安全行驶. 人
的驾驶意图体现在驾驶任务、平稳跟驰、快速超车和减速泊车等操控意愿以及紧急情况下的人工介入
等多个方面. 机器操控驾驶若要完全替代人为操控驾驶, 需要像人一样能够具备足够的车体语言交互
能力. 狭路会车及超车并道是车体语言交互的两个常见工况.
4.1

狭路会车的交互

会车是指反向行驶的两辆汽车同时在某一地点交错通过. 车辆要遵守让行的相关规定, 及时合理
让行. 在狭路会车工况下, 这里提出一种车体交互认知方法, 主要包括车体行为分类和车体轨迹预测
两个阶段. 在行为分类阶段通过离线训练的分类器观察车辆的轨迹, 对车辆行为进行精准分类; 在轨
迹预测阶段, 基于侧弯行为预测车体未来轨迹, 并通过参数来调整适应驾驶员随时间而变化的行为经
验模型.
两车会车工况下主要存在 5 类车体行为, 即车辆前进 (B1)、车辆后退 (B2)、车辆不动 (B3)、车辆
左转弯 (B4) 和车辆右转弯 (B5) [21] . 在这 5 类行为中, B3 是稳态行为, B1, B2, B4 和 B5 则是驾驶操
纵行为. 为了对这 5 类车体行为进行分析, 首先针对行车过程进行特征刻画. 任意时刻观测的特征包
括纵向加速度、减速灯、转向信号、相对于交通流的速度、横向速度、会车时两车间隙等特征. 由于自
驾驶车的行动具有时序性, 需要进一步考虑具有时序信息的车辆行驶特征. 针对已知的 5 类车体行为,
首先通过预先的数据采集获得大量标记好的训练数据. 在给定训练数据后, 针对实时获得的车体行驶
序列特征数据进行数据关联建模. 需要指出的是, 车辆行驶序列特征数据之间关系不会只是简单的单
对单的序列关系, 大多数关系都是一对多甚至多对多的复杂多元关系, 这里应用超图结构来进行数据
之间的复杂多元关系建模. 具体来讲, 所构建的超图结构上每一个顶点代表一个已知训练数据或当前
待测数据, 超图的每一条边通过序列特征空间下数据的欧式距离来构建, 用于刻画特征空间下的数据
相关程度. 已知的训练数据都有已知的标签 (B1∼B5), 而对于待测数据则标签未知. 通过超图结构上
的标签传播, 可以获得待测数据的标签值.
狭路会车工况的车体行为交互时序图如图 9 所示. 图中设卡车为自驾驶车, 轿车为人工驾驶车.
自驾驶卡车首先根据一次路径规划进行正常行驶. 在驶向狭窄拐弯处时, 自驾驶卡车需要根据前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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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狭路会车工况车体行为交互时序图例
Figure 9

The interactive sequence chart of car body behavior under the cross condition in narrow roads

路的宽度、路旁行人、路旁停车, 以及障碍物情况等周边环境确定可行驶路权, 如图 9(a) 所示; 自驾驶
卡车根据激光雷达、摄像头等传感器检测人工驾驶轿车的车速、车型等信息, 形成二次路径规划即重
新计算可行驶路权. 若根据可行驶路权判定本车无法通过时, 自驾驶卡车与轿车进行交互协商, 提示
需要一方车辆倒车才能完成正常行驶, 如图 9(b) 所示; 自驾驶卡车若检测到轿车继续前进、无后退意
图时, 则计算向后的可行驶路权, 并进行倒车, 直到判定轿车能安全通过道路为止, 如图 9(c) 所示; 轿
车通过后, 自驾驶卡车重新根据周边环境信息确定可用路权, 继续安全行驶, 如图 9(d) 所示.
4.2

超车并道的交互

在自驾驶车行驶中, 会遇到前方有障碍物、慢速车, 以及快速车并道等各种工况, 经常需要完成超
车并道、车道保持等任务 [22] . 在超车并道工况中, 首先获取车辆行驶时序特征, 并应用车体行为分类
方法对车辆行为进行判断. 在超车并道交互中, 自驾驶车首先判断周围车辆行驶轨迹, 计算本车的可
用路权. 在路权允许的情况下, 更换车道后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跟随行驶, 并重新计算可用路权, 最
终换回车道. 如路权并不允许, 则中途放弃换道, 返回原车道.
图 10 给出两种可能的超车并道工况的车体行为交互时序示意图, 包括生成超车并道动机并执行
以及生成超车并道动机后受其他车辆影响放弃换道. 第 1 种工况下, 自驾驶车在 A 车道行驶, 遇到前
方行驶 3 号车速度较慢的情况, 准备换道. 通过感知相邻 B 车道的 1 号车、2 号车的车体行为来预测
其轨迹, 计算本车的可用路权, 如图 10(a) 所示; 根据相邻 B 车道 1 号车车速情况, 自驾驶车加速与其
拉开一段安全距离后转向更换车道, 重新计算可用路权, 更换车道后保持与前车安全距离跟随行驶, 如
图 10(b) 所示; 当自驾驶车遇到前方 2 号车车速较慢, 可重新计算本车的可用路权, 准备换回 A 车道,
如图 10(c) 所示; 自驾驶车探测到 A 车道可用路权, 换到 A 车道平稳行驶, 如图 10(d) 所示. 第 2 种
工况下, 自驾驶车在 A 车道上安全行驶, 当检测到前方 3 号车辆低速行驶时, 生成超车并道动机并行
驶, 如图 10(e) 所示; 在超车过程中, 因 1 号车加速, 自驾驶车计算其可用路权被 1 号车占用, 则中途
放弃换道, 回原车道, 如图 10(f) 所示.

5
5.1

交互总线设计
交互总线独立于决策总线的必要性

丰富的自驾驶交互认知形式需进行有效的数据传输. 当前的主要方法均通过车载中央计算机虚拟
构建多个逻辑总线实现自驾驶认知中各软件模块之间的分工和耦合, 有的甚至仅仅通过一个进程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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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两种超车并道工况的车体行为交互时序示意图. (a)∼(d): 生成超车并道动机并执行; (e)∼(f ): 生成超车并
道动机后受其他车辆影响放弃换道
Figure 10 The interactive sequence chart of car body behavior under two kinds of overtaking and merging conditions.
(a)–(d): Generate and execute the motivation of overtaking and merging; (e)–(f): generate the motivation of overtaking
and merging and give up changing lanes inﬂuenced by other vehicles

程就完成了低速电动汽车在特定简单场景环境下的认知问题. 然而这类方式虽然使得功能能够集中,
但由于在自驾驶过程中交互认知的形式丰富性、处理繁重性和决策控制实时性的矛盾, 亟需针对自驾
驶认知系统设计新的总线架构. 在传统方式中, 交互是决策总线上的简单模块, 然而, 决策总线对于数
据传输实时性的需求可能会影响到交互性能水平, 同时交互性能对于决策总线上数据实时传输的影响
也有可能会危害到车辆行驶安全. 因此将交互认知系统从自驾驶认知系统的决策总线架构上独立出
来, 不占用决策总线实时带宽, 就成为保证自驾驶车的实时交互能力, 同时减小决策总线上数据传输
的实时性风险的重要技术手段.
这里提出一种自驾驶车认知系统多总线架构, 如图 11 所示, 包括交互总线、学习总线、决策总线
和汽车 CAN 总线, 其中交互总线及其模块连接是自驾驶认知系统多总线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交互
总线是连接多种人与车的交互行为模块, 充分体现车主、乘员等不同角色人员的意愿, 并通过决策总
线与 CAN 总线相连. 如通过交互总线发送远程网约车服务请求后, 自驾驶车进行全局路径规划, 并把
路径规划轨迹交给决策总线处理. 多总线关系如图 11 所示, 有效实现了微电子平台硬件架构设计.
5.2

交互总线模块划分与界面约定

交互总线包括乘员服务、开发人员操作、车主请求、运维人员调度、身份识别模块、手势识别模
块和乘员服务模块等. 举例来说, 可通过互联网信用识别模块进行人员身份验证, 远端车主对车辆进
行请求干预, 运维人员远程调度车辆, 进行远端网约车服务请求等. 交互总线通过在位驾驶员操作模
块对驾驶员驾驶意图进行识别, 并为自驾驶认知系统提供标杆驾驶员的数据信息, 还可以准确分析驾
驶动作的安全性和正确性, 为实现主动安全系统的及时介入提供最关键的信息提取保障, 提高车辆的
操控品质.
为了更好地解决与交互总线相连的各模块间数据耦合度高、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差等问题,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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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自驾驶车认知系统多总线架构
Figure 11

The multi-bus architecture of driving cognition system

通过虚拟交换技术 [23] 将交互总线上的通信功能从繁琐复杂的模块中剥离出来. 虚拟交换是一种进程
间通信的中间件, 利用虚拟交换可有效实现消息传递, 各模块可以 “热插拔” 到交互总线中, 随用随添
加, 随停随移除. 一旦某个模块发生故障, 对其他模块不产生影响, 并通过中间件实现消息传递, 使交
互总线中的各模块专注于自身事务处理, 从而降低模块间耦合度, 提高总线的可靠性.

6

结束语

若全球有 70 亿人, 已有 20 亿辆车, 车的平均寿命为 25 年, 全球年产 1 亿辆新车, 其中自驾驶车
按每年 5%逐渐增加, 仍需要 70 到 80 年才能全部更新换代. 因此, 在漫长的时间内自驾驶车要面临
和有人驾驶车之间的交互问题. 本文首次提出了自驾驶领域中的交互认知的不可或缺性和具体表现形
式, 尤其是交互总线独立于决策总线的创新设计. 这些自驾驶交互认知理论与方法已经在作者与宇通
客车联合研发的 iBus 智能车和北京联合大学开发的京龙智能车上开展应用, 在 2017 年底北京园博园
路测中取得良好效果. 交互认知使自驾驶车不再成为 “幽灵”, 汽车也终将被轮式机器人替代. 驾驶员
的在线交互认知转化为机器驾驶, 并和机器行为融合在一起, 最终将实现让驾驶员调教机器人开车, 从
而进入大数据开车时代.
致谢 本文撰写过程中, 得到清华大学戴琼海院士、北京联合大学李学伟教授、鲍泓教授、杨鹏
教授、杜煜教授、刘元盛教授、程光教授、刘宏哲教授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北京联合大学徐歆恺老师、张欢老师、郑颖、逄桂林参与论文资料整理, 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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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cognition in self-driving
Nan MA1 , Yue GAO2 , Jiahong LI1 & Deyi LI3*
1. School of Robotics,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2. School of Softwar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3.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Beijing 100036,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idy@cae.c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elf-driving approaches, such as Tesla, Waymo, and Intel, have focused on computational awareness, including cognitive perception, plan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However, little eﬀort has been
concentrated on interactive cognition. This problem is important for unmanned vehicles to be accepted by society.
Targeting on this urgent issue, we analyze the richness and diﬃculties of the interactive cognition of self-driving
vehicles. The interactive cognition of self-driv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vehicle intelligent speaker dialogue based
on natural language interaction, body language interaction, and vehicle body language interaction.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cognition of self-driving, it can employ intelligent speakers and the Internet to achie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driving vehicles and owners, crews,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ersonnel, developers, remote service
requests, etc. This paper solves the gesture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pedestrians and road traﬃc police,
and also overcomes two typical body interaction problems, including the car-meeting task at narrow roads and the
car overtaking/merging task. Finally, based on many self-driving interactive cognitions, we provide an interactive
bus architecture that is independent of a decision bus, and apply it in various types of smart cars.
Keywords personnel driving, multi-bus architecture design, intelligent car speaker, gesture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body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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