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科学与技术学报

第 1 卷第 1 期
2019 年 3 月

Chinese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1 No.1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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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平行驾驶是一种兼具运营管理、在线状态监测、应急驾驶安全接管等功能的先进云端化网联自动驾驶集

成解决方案。着重介绍平行驾驶的数字四胞胎系统，即物理车、描述车、预测车和引导车的集成系统。首先，给
出平行驾驶与数字四胞胎的具体定义与框架；随后，介绍描述车、预测车和引导车的具体含义和内涵；最后，讨
论数字四胞胎系统在矿山、物流等场景中的应用实例。
关键词：平行驾驶；数字四胞胎；描述车；预测车；引导车
中图分类号：U469.79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1959/j.issn.2096−6652.201902

Research on digital quadruplets in cyber-physical-social
space-based parallel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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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allel driving is an advanced, cloudy and unified approach for connected automated driving that includes
operation management, online condition monitoring and emergency take-over. The digital quadruplets in parallel driving,
which include physical vehicle, descriptive vehicle, predictive vehicle and prescriptive vehicle were defined. First, the
content and framework of the parallel driving and digital quadruplets were introduced. Then, the details of the descriptive,
predictive and prescriptive vehicles were given. Finally,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digital quadruplets in mining and logistics
scenarios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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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基于社会物理信息系统的平行管控理论
（ACP 方法）的发展及其在过去十几年中的应用，
平行驾驶的理论框架已经被稳步构思。同时，平行
驾驶也受到了网联和自动驾驶快速发展的启发。
德国联邦公路研究院、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
理局和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SAE International）
分别于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定义和推荐了自

动驾驶车辆的不同级别，其中 SAE International 定
义的二级和三级之间的自动化水平产生了明显跳
跃。二级自动驾驶要求驾驶员连续监测车辆行驶状
态；而三级自动驾驶的状态监测由自动驾驶系统进
行，因此允许驾驶员完全脱离驾驶任务，但驾驶员
必须在有需求的情况下随时准备在一段时间内进
行接管。
目前在汽车技术应用方面主要为一级自动驾
驶和部分二级自动驾驶，具体的几种商业产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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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一级自动化的自适应巡航控制（ACC）、宝马
的交通堵塞辅助、通用的超级巡航、奔驰的车距保
持和转向辅助、丰田的高速公路自动驾驶辅助、沃
尔沃的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转向辅助，以及特斯拉
Model S 的二级自动驾驶。
由于 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无
人驾驶挑战赛的推动，在过去十年中，四级和五级
（或完全自动化）的自动驾驶技术有了实质性的发
展，谷歌的自动驾驶车辆就是一个例子。目前完全
自动驾驶的挑战之一是在更复杂的驾驶环境中可
靠、稳健地运行（例如现实生活中复杂的城市道
路）。同时，车队或协同车辆自动化也已经进行了
几十年的研究，进一步提高了车辆安全、能源效率
以及公路通行能力。
欧洲的自动驾驶路线图建议到 2030 年实现 3 个
主要的自动驾驶里程碑，即：到 2020 年实现在低速
和不太复杂驾驶场景下的三级自动驾驶，到 2025 年
实现在高速公路上的完全自动驾驶，到 2030 年随着
网联车技术的发展实现在城市区域的完全自动驾驶。
据此可预见，在未来 20~40 年的时间里，道路
运输系统将由具有不同自动化水平的网联车辆混
合组成，这需要对未来的智能和安全驾驶采取统一
的管理方法，也将极大地促进基于 CPSS（cyber
physical social systems，社会物理信息系统）的平行
驾驶技术的发展。
本文将整个平行驾驶系统分为 4 个不同的组成
部分，称为“自动驾驶数字四胞胎系统”。这 4 个
部分由单独或互相连接的实车及 3 个虚拟的车辆
（“守护天使”）组成。这 3 个虚拟车辆是在人工世
界中建立起来的，分别称为描述车辆、预测车辆
和引导车辆。描述车辆负责建立真实车辆和道路
环境的准确模型，预测车辆旨在对描述车辆的决
策和规划做出正确的运算和分析，引导车辆的目
的是指导真实车辆在不同的驾驶场景中采取正确
的行动。
为了更清晰地阐述平行驾驶的数字四胞胎系
统及其应用情况，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第 1 节介
绍平行驾驶的框架和自动驾驶数字四胞胎的结构；
第 2 节、第 3 节和第 4 节分别详细阐述平行驾驶人
工世界中的 3 个虚拟“守护天使”，即描述虚拟车、
预测虚拟车、引导虚拟车；第 5 节介绍自动驾驶数
字四胞胎的实际应用情况，包括平行驾驶真车系
统、平行智能矿山系统和平行智能物流运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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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驾驶数字四胞胎的定义

本节主要介绍平行驾驶及其数字四胞胎的定
义与框架。首先给出基于社会物理信息系统的平行
驾驶框架，详细介绍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和人工世
界如何相辅相成地提升自动驾驶车辆的安全性和
运营效率；然后给出数字四胞胎的框架，详细介绍
各个子系统的定义和功能。
2.1 平行驾驶
在信息物理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s，CPS）
的基础上，加入社会信息和人工信息，构成社会物
理信息系统（CPSS）。通常，在 CPSS 中，“C”具
有两层含义，一是物理世界中的信息系统，二是软
件定义的虚拟的人工世界。
“P”则指传统的物理系
统，而“S”不仅包含人类社会系统，还包括根据
真实物理系统构建的虚拟人工系统。CPSS 使得真
实系统与虚拟系统能够实现交流、反馈和互相提
升。真实系统能够为虚拟系统的构建和校正提供宝
贵的数据，而虚拟系统又能够引导和辅助实际系统
的运行，从而实现各自的自我升华[1]。
基于 CPSS，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王飞跃
研究员于 2004 年提出了平行系统的概念，其核心
的理论是 ACP 方法，即人工社会（artificial societies）
、计算实验（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与平
行执行（parallel execution）的有机组合。在平行系
统中，人工社会常用于对复杂系统进行建模，计算实
验则用作计算和分析相应的知识和策略，而平行执行
则是控制和管理真实系统与人工系统交互的手段。同
时，
ACP 方法还可作用于 CPSS 中的 3 个平行世界中，
即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和人工世界。ACP 方法的不同
形式可以同时在人工系统和真实系统中被激活，用于
解决复杂系统的管理与控制问题[2]。
将基于 ACP 方法的平行系统的概念应用到网联
自动驾驶问题中，得到平行驾驶系统，如图 1 所示。
上面提到的三级世界并存于平行驾驶系统中，其中物
理世界主要是指真实智能车的实际运行，精神世界主
要是对驾驶的行为和意图进行识别，而人工世界又包
含两层，第一层是虚拟驾驶层，用于模拟虚拟驾驶员
在人工环境中的虚拟驾驶行为，第二层是信息层，主
要包含社会因素、地理因素和传感器信息因素。
平行驾驶的基本原则是通过人工世界的模拟
和交互来完成复杂的自动驾驶任务，从而指导物理
智能车的运行。在人工世界中，每一辆虚拟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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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物理信息系统中基于 ACP 的平行驾驶

控制器都会与其余的虚拟车、精神世界的驾驶员意
图和物理世界的真实智能车进行多方交互，通过多
种计算实验方法来提升人工世界中虚拟系统的建
模精度，获取不同场景下的控制或运行策略，同时
明确虚拟车与真实车之间的交互方式和方法。如何
构建具有不同职责的虚拟车，各个虚拟车之间的任
务和目标是什么，不同虚拟车之间怎样进行交互等
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了数字
四胞胎的概念来明确平行驾驶中真实车与虚拟车
的职责，同时指出数字四胞胎的应用前景。

2.2

数字四胞胎
为了明确和细化平行驾驶人工世界中虚拟车
的责任和任务，也为了让虚拟车能够更好地辅助真
实车实现高等级的自动驾驶，本文提出了“平行驾
驶数字四胞胎”的概念，这“四胞胎”分别是描述
车、预测车、引导车和真实车。在平行驾驶中，3 辆
虚拟车可以看作真实车的 3 个“守护天使”，它们
扮演不同的角色使得真实无人驾驶车在平行驾驶
系统中更加安全、可靠。如图 2 所示，描述车主要
通过形式化描述自动驾驶车辆的行为和交通环境

图 2 平行驾驶中的数字四胞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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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以构建虚拟车辆和环境模型；预测车则主要
通过大量的计算实验方法对复杂行车场景和工况（含
边缘场景/工况）进行试错、优化和预测；而引导车
则通过信息—物理车辆之间的实时交互以引导真
实车辆安全高效地行驶。
真实车辆在不同驾驶场景和工况下运行可以获
得大量的数据，包括交通场景的数据，如信号灯位
置、十字路口位置、行人拥挤路段、施工路段等，
也包括车辆自身的数据，如发动机和电机的转速、
电池的输出功率和荷电状态（state of charge，SOC）
、
车辆的速度和加速度变化、车辆的行驶里程等。这
些数据都可以通过内置或外置传感器的形式记录并
保存，用于在人工世界中对真实车进行建模。描述
车的建模包括对自动驾驶车辆转动系统的建模、对
不同道路场景的建模和对环境的建模等。通过在线
采集数据的不断标定和修正，描述车的模型能够更
加精确，从而能够更好地模拟真实车的运行。
预测车可以看作一个多智能体的学习系统，不
同的智能体实现自动驾驶车辆不同的行驶目标，并
将学习得到的知识用以辅助和指导真实车的行驶。
在预测车中，有多种多样的计算实验方法用以实现
系统的自我标定和自我升华，如大数据分析、深度
学习、机器学习、软件分析、神经网络等。预测车
的自我标定是指将同一输入给予描述车的模型和
真实车辆系统，然后验证输出的状态是否一致，从
而验证建模的准确性。而自我升华是指将描述车构
建的虚拟车辆模型运行于不同的人工场景，包括边
缘场景和紧急工况，通过不同智能体的多次学习和
提升，获得不同场景下优化的决策与规划、控制策
略等。将这些获取的策略当作知识存储，并用于指
导真实车辆在同一场景下的运行。
引导车主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将人
工世界中预测车辆获得的宝贵知识用于指导真实
车辆的运行，另一方面则是管理大量的虚拟车辆与
真实车辆的交互。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基于安全/
行为/场景的学习方法（如模仿学习和逆强化学习
等）可以用来评估并运用预测车学到的各种知识，
并将这些知识传输到真实车辆的车载控制器中，用
于指导真实车辆在不同场景中的运行。为了解决第
二个问题，可以将先进的人机交互界面（如指纹识
别、人脸识别、声音交互、触屏交互等）作为虚拟
车与真实车的交互方式。接下来就详细介绍数字四
胞胎中 3 个虚拟车的功能和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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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虚拟车

3.1

基于描述学习的描述虚拟车结构
软件定义的数字四胞胎结构中，描述虚拟车的
设计受到描述学习的方法启发，主要负责学习现实
物理世界中的对象，建立学习策略来描述和模拟实
际物理车辆和行车环境。描述虚拟车是真实物理车
的映射，通过不同的学习策略将物理世界中的交通
环境信息、驾驶员行为信息以及车辆动力学特征映
入软件定义的数字空间。在基于 CPSS 的平行驾驶
框架中，汽车的现实世界由车辆的物理世界和人类
的精神世界组成，分别展示为驾驶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物理行为和认知行为。其中，物理行为又由本车
物理行为和周围车辆的物理行为组成。基于此，描
述虚拟车负责学习和描述交通环境、驾驶员以及车
辆动态特性。根据描述学习的定义，可以将描述过
程分为三类，即：行为学习方法、认知学习方法以
及构成学习方法[3]，如图 3 所示。
3.2 行为学习
行为学习方法以学习物体的外在行为为目标,
无需涉及内在状态推理，通过采集外在可观测数
据，将数据分为激励数据与响应数据，通过训练获
得两者之间的映射关系，求解最优的环境与响应的
关系。如图 3 所示，行为学习方法可以建立驾驶环
境、驾驶员行为和车辆动力学模型。建立驾驶环境
模型可视为根据本车与周围车辆的交互，建立以相
对位置信息为输入，车辆决策与路径信息为输出的
映射关系。同理，驾驶行为的学习依据驾驶员获取
的环境信息，估计其对车辆的控制信号，如方向盘
转角与油门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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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克隆过程。文献[3]给出了一种典型的无人驾驶
汽车行为克隆算法，该算法以多个车辆前视摄像头
为输入，采用端到端的学习方式，建立了视频数据
与通过强化学习所获得方向盘转角之间的映射模
型。文献[4]给出了一种驾驶员行为学习的方法，相
似地，利用端到端的学习策略建立了从驾驶员图像
到驾驶员状态估计的模型。总的看来，行为学习通
常可通过易观测的外在行为与动作的数据，学习到
描述两者之间关系的映射模型。
3.3 认知学习
在 CPSS 平行驾驶框架下，驾驶员同时存在于
物理层与精神层，对于精神层的认知状态，难以利
用简单的行为学习方法获得。虽然全自动驾驶汽车
不需要驾驶员，但对于驾驶员的认知过程学习可以
有效地辅助无人车决策算法设计。对于半自动无人
驾驶汽车，当车辆无法应对周围未见或复杂情况，
车载控制器需要退出，并依赖驾驶员应对复杂场
景，因此，驾驶员认知学习同样可以用于半自动无
人驾驶汽车。
与行为学习方法不同，认知学习无法利用特定
时刻下的激励与响应数据计算精神层面的认知状
态。同时，认知状态无法直接测量，因此，认知行
为的学习与描述需要记录驾驶员一段时间内的驾
驶行为与身体姿态，如头部转动、注视方向等特征，
以此为输入量，并根据观测到的驾驶员操控信息推
理出内在的认知行为。文献[5]给出了一种有效的驾
驶员意图推理方法，通过实时采集和分析过去一段
时间内驾驶员的生理信号，推理出驾驶员可能存在
的换道与转向意图。利用认知学习的方法可以在人
工场景内建立具有类似于驾驶员行为特征的虚拟
驾驶员或虚拟无人车，其更具备类似于人类驾驶员
的自然驾驶方式和决策过程，使无人车的决策与规
划控制更易被驾驶员和乘客所采纳。
3.4 构成学习
构成学习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描述学习方式。构
成学习强调知识不能仅仅通过学习和指导，还需要
不同学习机构之间进行交互。此时，学习过程成为
一种主动的交互和探索过程。描述虚拟车首先获得
初步的场景和规则知识，利用增强学习等方式不断
探索对于真实物理车更加真实的描述。同时，物理
车可以产生多个类似却不同的虚拟车，这些虚拟车
分别专注于不同的描述功能。之后，描述车子系统
通过不多的学习和探索获得对于特定场景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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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同时子系统之间利用协同交互的方式逐步完
善描述虚拟车的各项功能，进而生成一个更能真实
反映物理实车和驾驶环境的描述车系统。

4
4.1

预测虚拟车

预测学习的概念
Yann LeCun 在 2016 年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
（NIPS）主题报告中提出了“预测学习”的概念，
可以理解为深度无监督的学习方法，它可以用来解
释智能体如何从与环境的交互中学习特定知识[6]。
与基于 ACP 的平行系统的思想比较发现，两者的
本质是一样的。其核心都是用机器给真实环境建
模，仿真预测可能的未来，并通过观察和演示来理
解世界运行的能力。其中仿真是无监督或半监督
的，而初始状态和最终结果是有监督的。
在平行驾驶的第二个“守护天使”中，预测学
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先对历史的、当前的和
未来的信息进行预测，用以丰富模型信息和算法信
息，再利用深度学习或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方法对
车辆的决策和规划策略进行优化和求解。对自动驾
驶车辆而言，预测可以是对自身行为、速度、路径
的预测，也可以是对周围车辆的驾驶意图和行为决
策的预测。在描述车模型和预测信息的基础上，通
过不同的计算实验方法来实现自动驾驶车辆安全
性、动力性和平顺性等驾驶目标。
4.2 预测虚拟车的概念
在平行驾驶中，预测虚拟车主要负责自动驾驶
车辆的行为决策和运动规划，如图 4 所示。在上
层中，真实车在不断的运行中采集大量的数据，
包括自身车辆的数据、场景和环境数据。描述车
在收集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出不同驾驶场景的行
为决策和运动规划模型，在此基础上，预测车的
不同子系统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求解最优的决策或
规划策略，如生成式对抗网络、Actor-critic 强化
学习、深度学习等。
在预测虚拟车的每一个子系统中，都主要包含
3 个主要的部分，即环境模拟器、计算模块和实验
模块。环境模拟器主要是指某个特定决策或规划的
模型，包括周围车辆的速度、行为的状态、交通灯
的状态等。计算模块主要是指对这个特定问题的求
解过程，获得特定的最优变量反馈给环境中的自动
驾驶车辆，指导其运行。同时还将其传输到实验模
块中，用以评估和存储。在预测虚拟车中，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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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预测虚拟车结构

子系统可以处理不同的问题，如换道、超车、十字
路口转向、通过隧道和施工路段、紧急停车、交通
灯故障等问题。最终，不同的预测虚拟车获得的特
定场景的知识可以用以指导真实车的运行，也可以
反馈给描述车，用以提升建模的精度。

5

引导虚拟车

注在平行系统中学到的策略是否能够应用于实际
车辆。基于引导车辆的概念，本文将引导车辆的构
建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行为的原理，第
二阶段评估可能发生的潜在行为，并找出最佳策略
集以通知真实车辆。引导车辆的总体框架及其与其
他虚拟车的关系如图 5 所示。

5.1

引导虚拟车的概念
引导虚拟车负责指导真实车辆做出决策和实
现目标结果，旨在产生一系列适当的行动策略，以
帮助真实车辆应对复杂的交通场景。引导虚拟车关
注平行驾驶系统中的策略学习在现实世界中能否
被恰当地利用。
总的来说，引导虚拟车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
预测性车辆。然而，引导车辆必须比预测车辆更加
智能化，因为引导车辆必须对所执行动作与响应之
间的关联性进行学习，从而可以在面对复杂场景时
引导真实车辆。由于预测车辆能够预测将来会发生
的响应，所以引导车辆可以从多个预测车辆中获取
预测结果以评估哪些行动有助于获得最大奖励并
产生目标结果。
根据上述平行数字四胞胎的框架可知，引导车
辆有两个重要任务：首先要判断所学和预测的动作
是否可以被实际车辆所采用，其次是如何有效地与
实际车辆进行交互。在后文中，这两个问题将根据
平行驾驶理论来解决。
5.2 引导虚拟车的学习过程
在预测车辆获得实际车辆和虚拟车辆在执行
后状态如何转换的知识之后，引导车辆将进一步关

图 5 引导虚拟车结构

如图 5 所示，引导车辆将来自预测车辆的预测
结果作为输入，然后将尝试学习基于这些结果制定
政策的原理，其中包含来自真实世界和描述车辆必
需的上下文信息。在引导车辆获得用于引导真实车
辆的最优策略后，会将此信息发送给真实车辆和描
述车辆以指导决策。同时，引导车辆将学习到的原
理和策略反馈给预测车辆指导其学习的方向，从而
可以做出更合理的预测。据此，引导车辆的第一阶
段是学习如何根据预测的结果和环境制定合理的
策略。在第二阶段，引导车辆将基于学习的原理更
新其参数，以确保在给定状态下，实际车辆采取的
行动接近引导车辆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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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四胞胎应用

6.1

平行驾驶真实车系统
为了试验和验证提出的数字四胞胎理论，本文
构建了真实的平行驾驶系统来对真实车和 3 个“守
护天使”进行分析论证。平行驾驶中的真实车可以
代表不同智能化等级的自动驾驶车辆，同时它们的
数量也是可变的。可以将单一真车作为研究对象，
也可以将通过 V2V 连接的一列车队作为研究对象。
平行驾驶系统中的真实车如图 6 所示。真实车
车载传感器包括激光雷达、摄像头、工控机、人机
交互设备（HMI）、紧急停车设备、无线传输设备、
差分 GPS 和惯性导航（IMU）等。其中激光雷达和
摄像头的主要作用是感知环境信息，用于描述虚拟
车构建驾驶场景和周围环境。车辆的位置信息由
惯性导航和 GPS 组合导航获得。工控机用于处理
采集的环境信息和输出控制信号，而无线传输设
备 则 主 要 用于连接真实车和人工世界中的虚 拟
车。引导虚拟车通过特定的规则来对比真实车载控
制器的控制信号和预测虚拟车的控制信号，通过模
式切换的方式来实时选择某一类信号对真实车进
行实际控制。

图 6 平行驾驶系统中的真实车

6.2

数字四胞胎在矿山中的应用
矿山工作环境恶劣、机械运作单一，需要不断
进行重复性操作，驾驶员普遍存在疲劳驾驶现象，
交通事故发生率较高，而国家和社会层面对矿山伤
亡持零容忍态度；年轻一代很少有人愿意从事矿山
设备驾驶，矿区严重缺乏熟练工人，存在明显的人
力断层现象；在人工成本支出方面，澳洲 Pilbara
的一个矿用司机一年工资、住宿等费用大约为 100
万美元，一台矿卡需要 4 个司机，运输成本占矿山
支出的 60%；由于驾驶不熟练或驾驶习惯问题，人
工驾驶会造成设备磨损严重、耗油量加大等多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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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矿山缺乏统一的精确矿山车辆管理系统，且人
工驾驶不能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工作，又容易受到
极端天气的影响，矿山整体工作效率偏低。因此，
实现矿山无人化，能够解决目前矿山行业普遍存在
的安全、成本、效率、环保等多方面的问题。在矿
卡需求方面，预计到 2020 年，澳洲、欧洲和美洲
的主要矿业公司中有 50%将使用无人化产品，部分
矿山已经决定全部采用无人矿卡。但目前无人化矿
卡的占比仅不到 5%[7]。
矿山是一个相对封闭和结构化的受控环境，除
作业设备和专业人员外，无外来车辆和行人的干
扰，加上驾驶员的劳动强度高、工作条件恶劣，因
此矿山是无人驾驶技术能够快速落地和急需落地
的主要场景之一。相比于单台设备的无人化，矿山
更需要所有设备之间的集群化智能协同无人作业，
这正是平行驾驶所能提供的重要解决方案。平行驾
驶通过描述系统能够获得感知极限和意外情况下
的数据与场景，通过大量算法与大规模算力分析并
评估行驶决策，将知识与经验分享给系统中所有车
辆。它依靠具有感知、传输与决策能力的单车，以
及背后庞大的 GPU 等设备进行数据存储与计算，
使得车辆本身具有根据环境变化调整自身行为的
能力，只有出现预警时，才需要人来操作。平行无
人矿山系统就是将平行驾驶技术应用到矿山整体
场景中的平行智能解决方案。
6.2.1 平行无人矿山的构成
平行无人矿山由四部分组成：平行无人矿山管控
中心、无人矿卡运输平台、自主挖掘/铲运平台，以及
远程接管平台。平行无人矿山管控中心负责对无人矿
山实施全面实时监控与综合调度，通过所建立的虚拟
矿山与实际矿山的实时互动与双向优化，保障实际矿
山安全作业。无人矿卡运输平台以及自主挖掘/铲运平
台搭载多种传感设备，实现矿山的自主挖掘、装载、
无人化运输、卸载一体化作业。远程接管平台负责监
控矿山设备的运营，在无人矿卡运输平台或自主挖掘/
铲运平台主动提出接管请求时，或在特殊紧急情况
下，经由平行无人矿山管控中心的综合决策，下达接
管指令，由远程接管平台实现对多台设备的干预与接
管。作为矿山的神经中枢，平行无人矿山管控中心对
矿山进行全天候、全方位的监测与管理，实现生产方
案优化、资源调度、生产设备监测与维护、人事资源
管理等功能，保障无人矿山的安全、高效运营[8]。平
行无人矿山系统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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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平行无人矿山系统

平行无人矿山系统中的数字四胞胎分别为：
无人矿卡、自主挖掘和铲运机等组成的真实系统，
管控中心的虚拟平行矿山（描述系统）、管控中心
的大数据分析与深度学习等组成的预测系统，管
控调度和接管平台组成的引导系统。矿山生产运
行的各种数据被传输至信息处理中心，在信息处
理中心通过数据融合、数据挖掘、可视化处理等
手段构 建与 实际矿 山运 行系统 平行 的各个 子系
统。通过建立描述矿山、预测矿山和引导矿山 3
个软件定义的虚拟矿山系统可以构建一个完整的
实际矿山平行系统。这样，一方面利用实际数据
建立虚拟模型，完成对矿山生产作业各方面的并
行、在线、实时仿真；另一方面通过对平行系统
的演化及与真实系统的协同交互完成对现实系统
的预测、评估与优化。
6.2.2 虚拟平行矿山构建
作为平行无人矿山管控中心的基础，虚拟端
平行矿山的构建至关重要。实际工作中，矿山系
统复杂多变，难以对其建立可靠的数学模型，因
此矿山生产 过 程 难 以 精确 控 制 ， 存在 较 大 的 安
全隐患。利用信息技术对矿山系统中各个子 系
统的关键动态属性进行数据采集；利用数字 建
模 、 虚拟 技术 、 可视 化技 术 等方 法建 立 与现实
相对应的人工系统，将各采集点的数据实时导入
人工系统，使得人工系统成为与现实系统相对应
的平行系统；在平行系统中利用各种智能算法、

优化算法对现实系统的作业进行预测、优化并将
结果反馈给现实系统，从而实现对现实系统的优
化控制。
以无人矿卡为例的虚拟端平行矿山系统的架
构如图 8 所示，其可视化显示场景如图 9 所示。虚
拟平行矿山中的无人矿卡仿真平台涵盖了整车模
型、可视化场景、虚拟传感器/环境感知、偏差计算、
规划与决策、控制算法等模块。可输出的数据包括
各视角下的摄像头画面、雷达数据、车辆三维坐标、
航向、车速、方向盘、油门/刹车踏板开度、车身姿
态、轮胎力等。借助该平台可实现对无人矿卡算法
在规划、决策、控制等方面有效性的快速验证，尤
其是各种极端工况下的验证，同时也可实现对矿卡
性能的准确模拟。

图 8 虚拟端平行矿山架构

在平行矿山系统中，每一个子系统都会建立一
个与之对应的平行子系统，将现实空间的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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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映入虚拟空间建立平行系统，可以从本质上解
决各子系统网联化程度低、调度难、管理混乱等
问题。同时，还可以通过计算实验和平行执行的
方式将在虚拟世界中探索获得的预测与管理策略
作用于现实矿山系统，对各类复杂的矿山调度、
协同、管理、控制、通信等问题不断进行分析和
评估，使现实矿山系统能够应对未知的工作场景
和任务 [9]。

方法的误差最小，而且误差持续时间最短；PFB
方法和 PID 方法的误差较大，且需要 0.5~1 s 的
时延才能将误差逐渐消除。可见，在双移线路况
下，VTF 方法的路径跟踪控制效果最佳。

图 10 矿卡双移线路径行驶轨迹

图 9 虚拟端平行矿山可视化显示

6.2.3 虚拟平行矿山应用案例
鉴于矿卡及其工作环境的特殊性，若直接将
控制算法进行实车验证，会造成各种不必要的风
险、造成测试人员和成本的浪费，且存在测试工
况不够充分的问题，借助该虚拟平台可实现对无
人矿卡算法的快速、安全、充分验证。虚拟端的
矿卡动力学 模型已通过 实际矿卡整 车试验进行
了验证。基于该平台，实现了对 3 种路径跟踪控
制算法在特定工况下的测试评估，3 种路径跟踪
控制算法分别为 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
前馈+预瞄反馈（preview feedback，PFB）控制、
虚拟地形场法（virtual terrain field，VTF）控制。
根据 ISO 3888-1 双移线测试方法并参考《GB/T
25979-2010 重型商用汽车列车和外商铰接客车横
向稳定性试验方法》，设计矿卡的双移线跟踪道路
如图 10 所示，测试车速为 35 km/h，经测试，该路
线的最大侧向加速度超过 2 m/s2。
矿卡工作时有空载和满载两种状态，空载时
总重为 80 t，满载时总重为 190 t，图 11、图 12
分别对比了空载和满载时 VTF、PFB、PID 这 3
种控制方法 的侧向位移 偏差和控制 转角。整体
上，控制转角平稳、车辆没有发生失稳现象。空
载时，3 种控制方法对应的最大侧向位置误差分
别为 0.097 m、0.129 m 和 0.107 m；满载时的误
差则分别为 0.131 m、0.189 m 和 0.161 m。VTF

图 11 矿卡双移线轨迹跟踪偏差及响应曲线—空载

图 12 矿卡双移线轨迹跟踪偏差及响应曲线—满载

6.3

数字四胞胎在物流中的应用
近年来，在全球资本和国家政策的激励下，无
人驾驶技术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令人惊喜的表现。不
同于商用车的推广难以在短期实现，具有特定驾驶
环境和驾驶目的的商用车可以较为便利地采用无
人驾驶技术，在短期内为无人驾驶技术提供宝贵的
实践经验。商用车的特定场景（如矿山、物流、港
口、厂区或景区等）具有相对单一的行驶路线，可
以快速建立起高精度地图，便于无人车的决策与规
划。以物流领域为例，为保证物流系统的快速性和
高效性，物流车司机的工作量通常很大，同时在驾
驶安全要求下，工作内容单一枯燥，这一行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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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当前物流领域的人力资源短缺、人力投入
大、效率难以保证等问题，因此，将无人驾驶应用
在物流领域可以突破当前产业瓶颈，具有强而有力
的落地依据，可以进一步开发物流行业的潜力，提
升运输效率和客户满足度。
基于无人驾驶技术的物流车如图 13 所示，该
物流车配备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与
GPS。该无人驾驶物流车配备有远程接管平台，
可实现场景响应接管、主动接管、主动避障和遥
控端驾驶员监控。同时，中心管控平台可以在已
建立的虚拟场景中实时进行计算试验，通过构建
与真实交通环境和车辆性能相对应的虚拟交通场
景，建立描述虚拟车。之后，在描述车的基础上，
通过对车辆在人工场景下的大量计算试验，以及
预测车辆可能出现的控制效果，对复杂场景和工
况进行试错、优化和预测，进而建立预测虚拟车。
最后，通过评估人工场景中可能出现的工况和策
略，根据场景反馈获得在该行驶工况中的最优控
制策略，进而建立引导车以引导真实车解决现实
工况下的问题。平行驾驶四胞胎结构的使用实现
了虚实结合，大幅提升了驾驶安全和运行效率，
降低了车辆测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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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虚拟车与实际车的虚实互动，该物流车在
高效和安全方面的性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首先，
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采集道路环境信息，并通过
Panosim 进行虚拟场景的构建，如图 14 所示。同时
真实车上的摄像头视角在虚拟世界中也有其对应
的虚拟视角[10]，如图 15 所示。虚拟世界中“守护
天使”的目的就是提高真实车辆的效率及安全性，
因此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加入各种不同的驾驶场景，
同时也可以加入额外的车辆和行人来训练虚拟车
的决策和规划模块。

( )

（a）真实行车中摄像头视角

（b）虚拟行车中摄像头视角
图 15 真实车辆摄像头视角与虚拟车辆摄像头视角对比

图 13 无人驾驶物流车

图 14 真实道路信息与软件定义虚拟道路信息

真实车上的车载控制器可以控制真实车辆，
同时，虚拟世界中的预测虚拟车辆同样可以引导
不同场景下的虚拟车辆。图 16 展示了真实车辆和
虚拟车辆的车速和转向角的对比。可以看出，真
实车辆和虚拟车辆在速度变化方面有着很 明 显
的 不同。这是因为在虚拟场景中加入了一些紧急场
景，因此虚拟车辆时常需要停车以避免碰撞。
另外，该物流车自动驾驶系统还配备了遥控驾
驶平台，如果车辆发生紧急情况，驾驶员可以迅速
接管车辆。同时，该遥控平台还具备驾驶员监控系
统（driver monitoring system，DMS），用来防止驾
驶员分心和疲劳驾驶。
201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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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真实车辆与虚拟车辆速率和转向角的对比

该方案采用低成本的 Kinect 来监控驾驶员，它
可以提供 RGB 图像以及图像的深度信息，同时还
能够探测到驾驶员的转头、面部变化（如闭眼、张
嘴）和上肢关节移动。如图 17 所示，如果长时间
的闭眼和频繁的打哈欠被 DMS 检测到，系统将会
发出警告。如果驾驶员被检测到视线偏离、分心等，
DMS 同样会发出警告。

分析；通过引导虚拟车解决车辆决策与控制的探
索方向，分析预测虚拟车计算结果与虚拟场景进
行交互，通过车辆状态反馈寻找最优的解决方案，
并在线引导真实物理车应对未见场景的调招。基
于平行驾驶的数字四胞胎结构可以为无人驾驶技
术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通过所建立的人工
场景、大规模计算实验和在线学习与引导，为无
人驾驶汽车提供充足的测试和优化的决策方案，
确保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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