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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述

1.1项目背景

全世界每年死亡 5200 万人，其中死于交通事故 50 万余人，占总死亡人数的

1％，排在人类死亡原因的第 10 位。同时，由于我国汽车保有量大，每日行车量

大，我国的交通事故致死率也相对较高，严重威胁了人们的生命健康。

图 1.1.1 我国 2014-2018 年各类交通事故发生数

图 1.1.2 我国 2015-2018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总计表



护航者 文档编号：SWC2021-T20210347-领航者

2

根据交通部门数据显示，90%的交通事故由人为因素引起，包括心理因素和

生理因素两方面，分别为路怒症和疲劳驾驶。因为道路行车中的任何一个不规范

行为，都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尤其是“路怒"行为中常见的别车、追逐等行为，

轻则两车互损，重则可能危及其他车辆，造成连环交通事故，后果难以想象。此

外根据道路交通行业调查数据统计显示，重特大交通事故中，因疲劳驾驶造成的

事故所占比例达到 40%以上，是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三大原因之一，在引发交

通事故死亡事件中所占比例高达 21%。

目前海外有相关公司在进行路怒和疲劳检测相关 app的开发，而我们国家

还没有相关从业者涉足这一领域。

本项目采用了基于视觉和听觉的人工智能技术，利用 Raspberry 和手机麦克

风来获取人们的面部表情和语言信号，通过实时检测驾驶员的驾驶状态，在出现

疲劳驾驶或情绪异常激动的情况下进行友好提醒并给与相关措施，以最大程度

减少车祸惨剧的发生。

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

的通知》中提及其核心技术攻关工程之一是实施智能网联技术创新工程，研发复

杂环境融合感知、智能网联决策与控制等关键技术，这将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

具向移动智能终端的转变。为本项目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2项目定位

1.2.1 应用场景

本项目包括车辆导航、娱乐功能、用户情绪检测和疲劳驾驶检测这四个方面，

应用场景如下：

核心功能：

1.路怒症监测与缓解：当用户正在车里驾驶车辆时，用户看到有极度不好的

驾驶行为而引发路怒症，app会通过友好的提醒诸如听音乐，心理学暗示等手段，

帮助用户最大程度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

2.疲劳驾驶监测与缓解：当用户正在车里驾驶车辆时，用户已出现疲劳驾驶

的情况，app会提醒用户产生疲劳驾驶，并给用户最近的休息地指引。

上述核心功能便是我们要解决的社会痛点。

非核心功能：

1.车辆导航：当用户正在车里驾驶车辆时，用户对于到达目的地的行车路线

并不清楚，会想要使用车辆导航帮助其规划合理快速的行车路线；

2.娱乐功能：当用户正在车里驾驶车辆时，用户感到无聊时，会想要音乐，

或者是用户想要得到吃、住、行等娱乐场所的指引。以及新闻收听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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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目标人群

1. 所有的驾驶人员；

2. 汽车生产商；

3. 交管部门（未来发展意向人群）。

1.3项目方案

本项目通过 raspiberry pi +手机+云服务器三个平台来实现具体功能：

1. 利用 raspiberry pi来获取司机的视频流，并经过.264编码压缩后上传至云

服务器；

2. 利用手机端获取用户的音频，并将音频经由 oppo ai unit转化为文本，将

这段文本发送到服务器；

3. 我们将深度学习三大模型部署在云端，云端实时响应 raspiberry pi和手机

端的请求，对音视频进行处理，以路怒模型和疲劳驾驶模型为主，音频

识别模型为辅，来最大化地保证结果处理的准确性。

4. 最后我们将结果回送至手机端，经由手机进行提示。

图 1.3.1 项目结构图

Ai unit 汽车行驶

场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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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项目目标

疲劳驾驶和路怒是交通事故的头号杀手，本项目致力于通过多元融合的深度

学习技术来最大化地帮助用户舒缓心情或是缓解疲劳，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因疲

劳即使和路怒导致的车祸发生。项目后期还可以和相关的政府部门和汽车生产厂

家合作来推出相应的政策或是智能网联决策设备，保障每一位司机的出行安全，

给千家万户一个幸福安康。

1.5项目价值

社会价值:本项目出发点立足于社会痛心疾首的路怒和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

事故问题，利用物联网设备和深度学习技术来实时监测用户的情绪状态和疲劳状

态，最大化地舒缓用户的情绪和疲劳状态，从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造福司机，

保证了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并且给社会减少了因交通事故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

和负担。所以本项目具有及其高的社会价值。

商业价值：该产品受众人员广泛，市场巨大。截至 19年 6月数据显示，中

国汽车数量已达到 3.4亿，该应用不仅可以面向所有的汽车驾驶者用户，也可以

面向汽车的生产者群体。有很多商业契机可以和汽车开发商达成合作，甚至可以

与交管部门合作来推出一些列安全政策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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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发计划

2.1最终呈现形式

“护航者”APP采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 OPPOAI UNIT 等技术，采用前

后端分离模式开发，前端采用 Android，后端服务器采用 Flask，并设有负载均衡

服务器 Nginx,并搭载了时下热门的高速缓存型 key-value型数据库 Redis，主打路

怒检测和疲劳驾驶检测功能，并配备其他应有尽有的司机必备功能，旨在为司机

打造一款智能安全、交互友好、使用舒适的现代化 APP。

2.2主要功能描述

核心功能：

1.路怒舒缓：当用户正在车里驾驶车辆时，用户看到有极度不好的驾驶行为

而引发路怒症，此时 app 会进行友好的提醒且辅以心理学上舒缓心理的音乐等形

式，帮助用户最大程度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

2.疲劳舒缓：当用户正在车里驾驶车辆时，用户已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但

自己并未感受到，此时 app 会建议休息并寻找合适的休息点，避免因疲劳驾驶而

造成车祸的发生；

3.历史情绪分析:此功能会记录用户的过往驾驶情绪状态，并给出相应得分

呈现给用户，除此之外，还会给出针对当日情绪的分析。

非核心功能：

1.导航功能：当用户正在车里驾驶车辆时，用户对于到达目的地的行车路线

并不清楚，会想要使用车辆导航帮助其规划合理快速的行车路线；

2.新闻功能：让司机可以浏览时政要闻、汽车相关等。

3.音乐播放功能：让司机收听自己喜爱的音乐，舒缓心情。

2.3运行环境

 系统内核版本：基于内核为 Android 4.1以上的各手机厂商定制系统均可

 CPU：主流 cpu均可，例如：骁龙系列/天玑系列

 内存：4G及以上

 机身存储:建议 64G以上

 屏幕分辨率和刷新率:分辨率建议 2248*1080以上，刷新率 60HZ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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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验收标准

 软件完成度较高，可以稳定流畅地运行，不存在停止响应，无故闪退等

情况

 不存在导致程序崩溃的 bug
 界面友好，提醒得当，交互方式人性化

 基本实现各项功能需求

 对于疲劳驾驶和路怒的判断应达到 85%以上的准确率，且判断延迟低于

4s

2.5关键问题

1.视频音频源采集并处理。我们使用手机麦克风和 raspiberry pi来分别获取

用户的音频和视频，音频经过科大讯飞语音转写 SDK转化至文本发送至云端，

这样我们可以利用手机端有限的算力。视频经过 264编码压缩后发送至云端。

2.结果回传。云端将结果送回手机端。

3.根据定制方式进行提醒。手机端根据服务器回传的结果采取用户预先定制

的方式进行提示，提示可分为多种，例如音乐，语音，笑话，心理学暗示等，从

而舒缓用户的疲劳状态和愤怒状态。

4.深度学习模型部分：

首先我们的出发点是将用户的使用体验放在第一位，因此我们需要保证模型

检测的准确率，在此条件下我们在模型选择上及训练技巧上进行深入研究，希望

在保证准确率的前提条件下尽可能压缩模型。在模型选择上我们选择了 NLP 领域

中最佳的预训练词嵌入模型 BERT。在保证高效的词嵌入前提下，我们选择简单

的 fine-tune 策略以减小模型计算开销。对于人脸识别情绪检测模型。我们选择

专门为嵌入性设备所开发的轻量级情绪识别检测模型框架，保证准确的同时压缩

模型。对于人脸识别疲劳驾驶检测我们选择轻量级的 SSD 目标检测框架，放弃复

杂的网络架构在获得基础信息之后通过疲劳驾驶常用检测指标进行计算。最终求

得加权运算结果。

强光照和夜晚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人脸识别模型在模型训练过程中针对于现实情况中普遍存在的光照

不均情况提出了一种混合光照增强方案，缓解了训练过程中的过拟合问题。具体

来说对于我们的训练数据集我们提出一种数据增强方法，通过对图像添加模拟强

光和黑暗条件下的图像噪声，在训练的过程中使模型更加鲁棒，对于强光照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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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和黑暗条件下的人脸识别有更高的辨识度和准确率。

噪声问题的解决方案：

针对于噪声问题可以会影响我们的视频音频情绪检测，我们通过音频文本转

换的模拟噪声方案和对传送到云端的文本进行处理来缓解此问题。具体来说通过

原有音频我们通过成熟开源的 api 进行音频到文本的转换，此时我们得到了经过

一次噪声过滤的文本文件。将此上传到云端，我们通过强大的 Python 自然语言

工具包—NLTK 对上传到云端的文本文件进行预处理，进行主要语义词提取和降

噪处理。再次对我们需要视频分析的文本进行处理。同时 NLTK 依赖于传统机器

学习方法不会对模型计算产生难以承受的开销。

2.6进度安排

2020年 10月 15日-2020年 11月 1日：

小组讨论，商议主题。选定指导教师，和指导教师深入交流，集思广益，确

定最终题目。

2020年 11月 1日-2020年 12月 1日：

安卓开发技术的学习，服务器相关技术的学习，对项目的需求进行分析，完

成部分功能和界面的开发，初赛文档初步撰写。

2020年 12月 1日-2021年 1月 1日：

产品功能初步完成，界面美化完成，完成项目开发文档中初版，完成项目测

试文档中初版，完成技术研究报告初版，完成作品创新型分析报告初版，制作初

赛项目视频。

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1月 9日：

进行最后的 app查漏补缺和文档的疏漏整理，视频的细节提升和美化，提交

视频和文档。

2021年 1月 21日-2021年 2月 21日：

复赛文档的初步撰写，后端的接口开发，前端的界面开发，学习调用第三方

API和 SDK。
2021年 2月 22日-2021年 3月 22日：

复赛文档基本撰写完成，后端开发基本完成，前端开发基本完成，分析记录

和测试系统的性能和设计缺陷。

2021年 3月 23日-2021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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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赛文档撰写完成，复赛视频制作完成，后端优化完成，前端优化完成，并

对优化和调整之后的系统进行最终测验，测试系统不同模块的功能是否符合需求，

确保系统各模块之间相互配合、高效工作。前期发现的问题修改完成。此时的

app应具备良好的鲁棒性和易用性。

2.7开发预算

1. Raspberry pi：
 选用WaveShare树莓派扩展版 SIM7600CE 4G，价格 329元
 树莓派 4B+ 379元
 树莓派板载摄像头 180元

2. 服务器：使用学校提供的服务器，性能强悍，价格 0元。

3. 网络穿透服务：

100M带宽隧道两条 5个月：价值 100元
4. 画图软件：年费 1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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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行性分析

3.1技术可行性分析

对于实时视频文本情感检测-文本情感问题，该项目通过获取实音频文本

数据上传至云端。云端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架构 BERT实现实时处理文本数据进

行文本情感识别。

图 3.1.1 文本情感分析准确率

NAACL-HLT 2018 BERT 的网络架构使用 NIPS 2017《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中提出的多层 Transformer 结构，其最大的特点是抛弃了传统的 RNN 和

CNN，通过 Attention机制将任意位置的两个单词连接在一起，有效的解决了 NLP
中棘手的长期依赖问题。BERT的与训练结构在 NLP 领域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

用 。同时谷歌强悍的高性能集群实现了百亿级语料词库的模型预训练，使得

BERT性能超群。因此我们选择 BERT作为我们网络框架的核心，在得到文本的

高阶语义词嵌入后通过接入一个全连接层来完成下游的文本情感分类任务。

对于下游任务的模型路怒检测，我们选择带有情感标注词的新浪微博语料库

进行训练。该数据具有 36 万词条数据，包含 4 种情感，其中喜悦约 20 万条，

愤怒、厌恶、低落各约 5 万条。该项目通过获取实时视频流信息上传云端。通

过深度学习模型架构 CVPR 2018《A Compact Deep Learning Model for Robust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进行人脸识别中的情绪检测。考虑到我们的模型

需要实时检测因此需要改善深度学习模型普遍存在的大量参数的问题，我们提出

了一种基于图像帧及图像序列的表情识别方法，在性能相当的情况下，极大减少

了卷积核个数，缓解了实验参数存储问题；并且针对于现实情况中普遍存在的光

照不均情况提出了一种混合光照增强方案，缓解了训练过程中的过拟合问题；推

动了表情识别技术落地于便携式设备。相对应的模型参数大量减少，利于我们的

软件使用。



护航者 文档编号：SWC2021-T20210347-领航者

10

图 3.1.2 路怒判定

图 3.1.3 路怒识别模型结构

具体来说，首先通过 IntraFace 检测出的人脸关键点进行裁剪，缩放裁剪输

入 CNN，经过 CNN提取特征后街上一个 softmax层得到情绪检测结果。对于一

个 T 帧的视频流，将每一帧图像送进网络，得到 T 个预测概率序列，然后用

GRU(Gated Recurrent Units)训练模型 S.将 GRU链接在预测概率之后，并拼接了

一个 softmax层进行情绪检测结果的判断。为了保证用户的使用体验我们在保证

模型识别准确率的前提下尽可能压缩模型以适用于我们的软件。

对于人脸识别的下游任务-疲劳驾驶检测，该项目获取实时视频流信息上传

云端。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架构 SSD对人脸视频的关键部分进行检测，SSD属于

轻量级的目标检测框架，对于我们的任务需求，其在保证高精确度的同时减小了

运算开销使得同时处理大量用户的视频需求成为可能。

过程为，对于一个 T 帧的视频流，我们存储每一帧的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分

析通过利用 SSD 卷积神经网络检测人脸图片中眼睛的状态、嘴巴的状态计算

PERCLOS 来通过眼睛闭合时间检测疲劳驾驶，计算眨眼频率、计算打哈欠频率、

对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加权得到疲劳驾驶检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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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疲劳驾驶综合测定方法

3.2资源可行性分析

人力资源：项目队长担任过某公司 Funtogether app的项目负责人；团队深度

学习核心成员拥有 SCI 二区论文一篇。

设备资源：Raspiberry pi设备和 Nvida图形训练卡 RTX 2080TI。

图 3.2.1 硬件设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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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市场可行性分析

1.国家政策支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的通知》

中提及其核心技术攻关工程之一是实施智

能网联技术创新工程，研发复杂环境融合

感知、智能网联决策与控制等关键技术，

这将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

终端的转变。

2.APP 定位新颖
国内几乎没有应用是对车内环境进

行检测的，本项目更关注的是车内驾驶员

的情绪和认知状态，对提高安全驾驶方面

做出了创新性的研究开发。

3.受众人员广泛，市场巨大
截至 19 年 6 月数据显示，中国汽车数量已

达到 3.4 亿，该应用不仅可以面向所有的汽车驾

驶者用户，也可以面向汽车的生产者群体。有很

多商业契机可以和汽车开发商达成合作，甚至与

交管部门合作来推出一些列安全政策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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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就是财富
汽车最大的危险因素就是司机。通过

检测司机是否疲劳驾驶、是否情绪过于愤

怒等,利用 AI 技术做出应激反应，提高汽

车驾驶的安全性，打造智能安全的出行方

式，从而达到保卫人们的生命、健康与幸

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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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需求分析

4.1数据需求

4.1.1 静态数据

静态数据是指在运行过程中主要作为控制或参考用的数据,它们在很长的一

段时间内不会变化，一般不随运行而变。

在本项目中，静态数据有：

用户 id 用户名 密码 性别 年龄 电话号码 驾驶证号码 偏好设置

身份证号 紧急联系人号码

4.1.2 动态数据

动态数据包括所有在运行中发生变化的数据以及在运行中需要输入、输出的

数据及在连机操作中要改变的数据。

在本项目中，动态数据有：

视 频

流

音 频

流

文 本

流

路 怒 次

数

疲 劳 次

数

正常次数 情绪即时得

分

日期 驾车次数

4.1.3 数据词典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长度 描述 允许空

用户 ID int 10 分配给用户的 ID，用来唯一标

识用户

NOT NULL

姓名 varchar 10 用户的姓名 ENABLE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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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 varchar 80 用加入盐值的 sha256算法进行

加密

NOT NULL

性别 varchar 2 用户的性别 ENABLE NULL

年龄 int 3 用户的年龄 ENABLE NULL

电话号码 varchar 11 用户的电话号码 NOT NULL

驾驶证号码 varchar 10 记录用户的驾驶证号码 NOT NULL

偏好设置 varchar 10 记录用户偏好的提醒方式 NOT NULL

疲劳次数 int 5 记录用户的疲劳次数 NOT NULL

路怒次数 int 5 记录用户的路怒次数 NOT NULL

正常次数 int 5 记录用户的正常次数 NOT NULL

当日得分 int 3 记录用户的当日得分 NOT NULL

驾驶次数 int 3 记录用户当日驾驶次数 NOT NULL

歌曲名称 varchar 10 记录歌曲名名称 NOT NULL

歌手名称 varchar 10 记录歌手名称 NOT NULL

图片链接 varchar 50 记录图片链接 NOT NULL

歌曲链接 varchar 50 记录歌曲链接 NOT NULL

建表时间 DATE 记录建表时间 NOT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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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表时间 DATE 记录改表时间 NOT NULL

头像链接 varchar 50 记录头像链接 NOT NULL

日期 varchar 50 记录日期 NOT NULL

身份证号 varchar 25 记录身份证号 ENABLE NULL

紧急联系人 varchar 11 记录紧急联系人号码 ENABLE NULL

4.1.4 数据采集

我们项目中的数据来自于驾驶员的面部视频和音频。

深度学习训练集视频部分：

fer2013: Fer2013人脸表情数据集由35886张人脸表情图片组成 7种类型；

CK+:981:张人脸图片 7种类型；

JAFFE:213 张图片 7种类型；

FDDB:2915 张人脸图片 人脸表情、尺度、姿态、外观等具有较大的可变性。

FDDB 的图片都来自于 Faces in the Wild 数据集，图片来源于美联社和路透社

的新闻报道图片，所以大部分都是名人，而且是自然环境下拍摄的。

深度学习训练集音频文本部分：

带有情感标注词的新浪微博语料库进行训练。该数据具有 36 万词条数据，

包含 4种情感，其中喜悦约 20 万条，愤怒、厌恶、低落各约 5万条。

4.2功能需求

4.2.1 核心功能模块

表 1 核心功能模块描述

功能模块 功能 功能描述 优先级

路怒检测 检测用户是否发生路怒，并给出心理学提示

来舒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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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 疲劳驾驶 检测用户是否产生了疲劳，并给出建议然后

寻找最近的休息点。

4

其他功能

导航 给不清楚道路的人指路 2

娱乐功能 音乐收听和新闻查看 2

注：功能优先级以 1为一个基本单位。

表 2 功能用例图

表 3 路怒用例规约

用例名称 疲劳驾驶检测

功能简述 根据用户是否发生路怒状况来给出相应的反馈

用例编号 U01

执行者 用户

前置条件 用户驾车且使用 app

后置条件 App反馈给用户当前的状态

涉众利益 用户安全

基本路径 1. 用户准备行车前，打开 app校准摄像头并测试麦克风

2. 用户驾车

3. App会根据用户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给出相应的提示

扩展路径 1．若驾驶中途摄像头一段时间无法检测到人脸，重新调出校准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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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环境声检测到驾驶结束，自动结束检测

3．未设置偏好设置，跳转到偏好设置

字段列表 驾驶状态=情绪得分+疲劳得分

设计规则

未解决的问题 尚未发现

备注 无

表 4 疲劳驾驶用例规约

用例名称 疲劳驾驶检测

功能简述 根据用户是否发生疲劳驾驶来给出相应的反馈

用例编号 U02

执行者 用户

前置条件 用户驾车且使用 app

后置条件 App反馈给用户当前的状态

涉众利益 用户安全

基本路径 4. 用户准备行车前，打开 app校准摄像头并测试麦克风

5. 用户驾车

6. App会根据用户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给出相应的提示

扩展路径 4．若驾驶中途摄像头一段时间无法检测到人脸，重新调出校准画面

5．根据环境声检测到驾驶结束，自动结束检测

6．未设置偏好设置，跳转到偏好设置

字段列表 驾驶状态=情绪得分+疲劳得分

设计规则

未解决的问题 尚未发现

备注 无

4.3性能需求

4.3.1 时间特性

1. app响应时间：

app各功能按键的响应速度均应小于 1s以下。

2. app提醒时延：

对于用户当前发生的情绪状态和心理状态，提示消息的时间不应距

离用户当前情绪状态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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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收发时间：

Json字节流应控制在 1s以内；音视频的发送应控制在 3s以内。

4. app运行时间：

app应获取后台运行权限，允许在后台运行。

4.3.2 适应性

1. 操作方式：界面交互简约友好，方便用户使用，设计操作引导，用户上

手容易。

2. 运行环境：运行在 android 4.1版本以上的操作系统，建议运行内存大于

4G，机身存储大于 32G,当发生拒绝 app的权限申请，未使用 wifi，网络

断开，低电量等条件下应给出用户提示。无特殊要求。

3. 接口：软件采用前后端分离的开发模式，后端的开发视图函数以类似于

/api/v1.0的方式进行开发，每次版本变动只需修改小部分代码，不需要

有底层逻辑业务变更，则接口不变。具有良好的分层设计，整体系统扩

充性能良好，能够根据业务的发展或变更，在保持现有业务处理不受影

响的前提下扩充功能、适度变化，维护简单。

4.4界面需求

1.偏好选择单选框：可选择音乐或者语音，

之后对用户怒路疲劳的提示会以选择的方式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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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启护航按钮：打开软件进行疲

劳检测和怒路检测。

3. 开启 AI unit的智能驾车行驶场景

检测

4. 系统检测到怒路后的 toast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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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图标给出提示。

6. 选择日期，查看饼状图数据

。

7. 点击饼状图，查看情绪占比。

8. 选择日期，查看柱状图数据

9. 点击折线图，查看当日得分。

10.目的地搜索栏：搜索需要到达的目的地

11. 显示地图

12. 目的地信息显示框包括名字、定位和距离

13. 选择当前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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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暂停和继续播放按钮

15.播放下一曲

16.音乐进度条

17.音量大小

18. 点击新闻条目可进行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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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点击可查看头像，和从相册选择。

20. 裁剪

21.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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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保存个人信息。

23. 查看密码

24. 清除按钮

25. 显示头像

26. 登陆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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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验证码登陆、找回密码、新用户注册等功能同理，此处不再赘述。

4.5接口需求

4.5.1 硬件接口

Raspiberry pi:

图 4.4.1 Raspiberry pi相关模块简介

产品特性：

 板载树莓派接口，可直接接入 Raspberry Pi Zero/Zero W/Zero WH/2B/3B/3B+；
 支持拨号上网、电话、短信、彩信、邮件、TCP、UDP、DTMF、HTTP、 FTP

等功能；

 支持 GPS、北斗、Glonass.、LBS基站定位；

 板载 USB接口，可用于测试 AT指令、获取 GPS定位信息等；

 板载 CP2102 USB转 UART芯片，方便进行串口调试；

 引出模组 UART等控制接口，方便接入 Arduino/STM32等主控板；

 板载 SIM卡槽，支持 1.8V和 3V SIM卡；

 板载 TF卡槽，可用于存放文件、短信等数据；

 板载音频接口和音频解码芯片，可用于打电话等语音操作；

 板载 2个 LED指示灯，方便查看模块运行状态；

 板载电平转换电路，可通过跳线帽切换 3.3V/5V工作电平；

 支持自动识别波特率(9600bps ~115200bps)。

通信参数：

LTE WCDMA/TD-SCDMA/CDMA EDGE GSM



护航者 文档编号：SWC2021-T20210347-领航者

26

2000 /GPRS

支持

频段

LTE-TDD

B38/B39

/B40/B41

LTE-FDD

B1/B3/B8

UMTS/HSDPA/HSPA+ B1/B8

TD-SCDMAB34/B39

CDMA 1X/EVDO BC0

GPRS/EDGE 900/1800

MHz

通信

系统
4G 3G 2.5G 2G

发射

功率
0.25W

0.5W@EGSM

900

0.4W@DCS

1800

2W@GSM

900

1W@DCS

1800

数据

传输

LTE CAT 4

-上行≤50

Mbps

-下行≤150

Mbps

UMTS

-上行≤384

Kbps

-下行≤384

Kbps

HSPA+

-上行≤5.76

Mbps

-下行≤42

Mbps

TD-SCDMA

-上行≤128

Kbps

-下行≤384

Kbps

TD-HSDPA

/HSUPA

-上行≤2.2

Mbps

-下行≤2.8

Mbps

CDMA2000

/EVDO

-上行≤1.8

Mbps

-下行≤3.1

Mbps

EDGE

-上行≤236.8

kbps

-下行≤236.8

kbps

GPRS

-上行≤

85.6kbps

-下行≤

85.6kbps

支持

SIM

卡

SIM卡(须另购)

适用

地区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国内电信/移动/联通全网通，国外须先确认当地是否支持上述频段)

4.5.2 软件接口

1. 汽车驾驶场景检测:
利用 OPPOAI UNIT 提供的汽车驾驶场景检测 SDK。

2. 地图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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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百度地图 api来进行定位和导航等和休息点推荐等。

3. 音频转化文本接口：

利用科大讯飞语音听写 SDK来将语音转化为文本。

4. 新闻接口：

利用聚合数据提供的新闻头条 API。

4.6其他需求

1. 可使用性：

我们的 app以服务用户，方便体验为出发点，确保系统稳定性、界面友好性、

操作易用性、运行流畅性、程序鲁棒性等。除此之外，我们力求模型的精准性。

2. 高可靠性：

我们确保产品不存在安全隐患和任何潜在的 bug，会进行大量的容错测试和

压力测试，确保运行可靠。并且，在整体上功能虽然是统一的，但在代码逻辑上，

各功能是分离的，即便某一部分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保证其他部分正常运行。

此外，我们会考虑使用备用服务器，防止因为主服务器宕机而影响用户的体验。

3. 安全性：

利用加入盐值的 sha256算法进行密码加密，保证用户账号安全。除此之外，

对用户隐私数据进行加密，进一步提高安全机制。

4. 可维护性：

本产品的组成结构独立性强，模块化程度高，具有非常低的耦合性。除此之

外，我们使用 Docker这一先进的运维技术来对产品后端进行维护，大大降低了

运维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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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概要设计

5.1处理流程

图 5.1.1 逻辑流程图

图 5.1.2 数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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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总体结构设计

图 5.2.1 总体结构设计

模块架构图如上图所示，主要分为数据获取、数据处理、数据服务。其中

Raspberry获取视频数据，客户端则负责获取音频数据，模型端分别采用 Bert模
型、SSD架构、GRU网络等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将处理得到的结果传递给

前端，并将结果转化为平均分值等参考指标存入数据库。

对于实时视频文本情感检测问题，该项目通过获取视频文本数据上传至云端。

云端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架构 BERT实现实时处理文本数据进行文本情感识别。对

于人脸识别的下游任务-情绪检测，考虑到我们的模型需要实时检测因此需要改

善深度学习模型普遍存在的大量参数的问题。我们采取了一种基于图像帧及图像

序列的表情识别架构，在性能相当的情况下，极大减少了卷积核个数，缓解了实

验参数存储问题；并且针对于现实情况中普遍存在的光照不均情况提出了一种混

合光照增强方案，缓解了训练过程中的过拟合问题；推动了表情识别技术落地于

便携式设备。相对应的模型参数大量减少，利于我们的软件使用。而对于人脸识

别的另一个下游任务-疲劳驾驶检测，该项目通过获取实时视频流信息上传云端。

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架构 SSD 对人脸视频的关键部分进行检测，SSD 属于轻量级的

目标检测框架，对于我们的任务需求，其在保证高精确度的同时减小了运算开销

使得同时处理大量用户的视频需求成为可能。

数据服务这一部分直接同用户进行交互，为用户提供友好的场景化服务。

让用户接收到实时的提醒和相应的措施，并查看自身过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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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功能设计

图 5.3.1 整体功能设计

在需求分析阶段我们已经明确系统的核心功能组成，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又深

刻挖掘潜在的功能缺陷和探索新的功能实现，力求打造精细的用户体验。于是我

们将原有能拆解细化，并从司机角度出发考虑到司机需要的使用功能。

在数据获取部分，我们精益求精地调整树莓派捕获像素的最佳参数，以获得

最佳的成像，继而我们将视频进行编码压缩，在不丢失画面精度的情况下让带宽

消耗最小化，提升带宽利用效率和检验速度。

后端部分我们以三叉戟模式的三大模型来保证检测的精度和速度，并且不丢

失捕获用户每时每刻的状态，力求给用户打造最极致的体验。此外，在软件设计

层面上，我们采用了 Redis 缓存，提升软件流畅性。

前端部分我们的 UI 操作流畅、设计优美。每项功能的设计都切实从交互体

验与实用性出发，为司机考虑。通过调用 API 接口向司机发送验证码提供现代的

登陆与注册方式，新闻功能让司机可以尽知天下大事新事，音乐功能为疲惫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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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聊以慰藉，为枯燥的生活点缀曼妙的音符。总之，我们的功能设计体现了“从

用户出发，为用户考虑”的方针。

5.4用户界面设计

1.登陆与注册

密码回显

输入手机号正

确显示头像

清除按钮

过渡动画

格式校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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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和注册的功能设计上，我们的界面优美简约，并提供了用户名密码登陆

和现代化的登陆方式用户名验证码登陆。除此之外还有像手机号码等输入正确之

后显示出头像，输入格式的不正确的提醒、密码回显、逻辑上的互斥处理等，以

及打开软件 logo的过渡动画，尽显设计细节，着重用户体验。

2.路怒与疲劳驾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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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选择开启音频场景检测功能。若开启此项功能，则会自动根据驾驶

路面驾驶噪音开启“护航”功能；若不开启此项功能，则需要用户手动开启“护

航”功能，才会对用户的行为状态进行监听。“护航”功能核心逻辑为，提取司

机的面部视频和语音内容，在服务端进行数据处理。如果用户发生路怒，则 app
会给出相应的心理学语音疏导，或者进行情绪舒缓的音乐播放，以上两种提示方

式由用户自己选择定制，自由度比较大；如果用户产生疲劳驾驶，同样地，app
会友好地提示司机已经疲劳驾驶，要注意休息，并且会自动为司机指引最近的适

宜休息的地点或者高速路服务区。

3.历史分析功能

历史分析功能可以清晰直观地帮助用户记录分析过往驾驶状态，其中上方

的饼状图点击下拉框选择相应日期，会显示用户当天的愤怒/疲劳/正常比重并且

圆环也会旋转。下方的折线图是当天情绪折合历史得分记录，同样点击也会显示

数值。并且可以进行适应性地方大缩小展示。点击左上方的小黄人会给出针对当

日情况的友好诊断。设计细节完善生动，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使用体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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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图导航功能

地图导航功能可以直接点击屏幕上的某一地点，或者对任意用户想要去的

地点进行搜索，候选框会给出相应的候选提示，点击选择“选择”-“导航”，会

出现实时路况的导引。此外，导航还具备自动指引最近休息区的功能。导航精准，

响应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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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音乐播放功能

如上图所示，音乐搜索框自带候选项功能，友好实用。而播放器部分则采

用墨黑配色典雅大气，令人心旷神怡然。顶部图片也是会转动的，彰显设计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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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闻功能

新闻功能利用屏幕空闲区域，充分地体现了良好的屏幕性。它不仅为司机带

来时事要闻，更有娱乐八卦、车手必看等内容。让司机“足不出户”，尽知天下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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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功能

7.1 资料编辑

资料编辑功能，可以支持编辑个人资料，头像换取等功能。我们采取了本地

缓存设计，节省了带宽，提升了软件相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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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可以让用户自定义提醒方式，体现了友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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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关于软件与更新

提供了隐私说明和软件更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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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数据结构设计

图 5.1.1 数据结构关系图

user表字段：

id 用户编号，自增主键

create_time 表创建时间

update_time 表修改时间

name 姓名

password_hash Sha256算法加密后的密码

mobile 手机号

avatar_url 头像链接

id_card 身份证号

urgent_person 紧急联系人号码

driver_certificate 驾驶证号

数据存储的名称：用户信息

数据存储编号：S-001

简述： 记录用户编号、用户姓名、密码、电话号码、头像链接、身份证号、驾

驶证号、紧急联系人号码、创建表时间、修改表时间。

mood_data 表字段：

id 数据项编号，自增主键

create_time 表创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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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_time 表修改时间

user 用户电话号码

date 日期

angrytimes 愤怒次数

fratiguedtimes 疲劳次数

normaltimes 正常次数

数据存储的名称：情绪信息

数据存储编号：S-002

简述： 记录数据项编号、电话号码、日期、疲劳次数、愤怒次数、正常次数、

创建表时间、修改表时间。

mood_score表字段：

id 数据项编号，自增主键

create_time 表创建时间

update_time 表修改时间

user 用户电话号码

date 日期

totalscore 总得分

数据存储的名称：得分信息

数据存储编号：S-003

简述： 记录数据项编号、电话号码、日期、总得分、创建表时间、修改表时间。

music表：

id 数据项编号，自增主键

create_time 表创建时间

update_time 表修改时间

musicname 音乐名称

artist 歌手名称

image_url 图片链接

music_url 音乐链接

数据存储的名称：音乐信息

数据存储编号：S-004

简述： 记录数据项编号、音乐名称、艺术家、图片链接、音乐链接、创建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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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修改表时间。

5.6接口设计

5.6.1 外部接口

1.第三方 api接口

 百度地图 SDK：http://lbsyun.baidu.com/products/map
 百度导航 SDK: http://lbsyun.baidu.com/products/navigation
 容连云通讯 IM服务：https://www.yuntongxun.com/api/sms.html

调用示例(python)：
from ronglian_sms_sdk import SmsSDK
accId = '容联云通讯分配的主账号 ID'
accToken = '容联云通讯分配的主账号 TOKEN'
appId = '容联云通讯分配的应用 ID'
def send_message():

sdk = SmsSDK(accId, accToken, appId)
tid = '容联云通讯创建的模板 ID'
mobile = '手机号 1,手机号 2'
datas = ('变量 1', '变量 2')
resp = sdk.sendMessage(tid, mobile, datas)

print(resp)

 聚合数据新闻 api：https://www.juhe.cn/docs/api/id/235
调用示例：

 接口地址：http://v.juhe.cn/toutiao/index
 返回格式：json
 请求方式：get/post
 请求示例：http://v.juhe.cn/toutiao/index?type=top&key=APPKEY
 接口备注：返回头条(推荐)、国内，娱乐，体育，军事，科技，财经，

时尚等新闻信息; 数据来源网络整理;
 科大讯飞语音听写 SDK：https://www.xfyun.cn/services/voicedictation

2. 硬件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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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卡接口：用于数据收发

 SDIO 接口：存储 Raspberry镜像，代码，日志等

 IPX 接口：外接天线，为 4G 模块传输数据提供支持

 TYPEC 接口：用于给 Raspberry供电

5.6.2 内部接口

应用服务器端接口：

功能 接口名称，方法以及逻辑

描绘

输入 输入内容描述 输出 输出内容描述

登陆、

注销、

注册、

重置、

验证码

def register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用于用户注册

[mobile,sms_code

password,passwor

d2]

格式：json

字段类型：string

字段意义：手机

号，验证码，密

码，确认密码

errno,

errmsg

errno:状态码，0

表示注册成功，

1 表示注册失

败

errmsg:错误信

息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def login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用于用户登

陆，并保存 session

[mobile,password] 格式：json

字段类型：string

字段意义：分别

为手机号，密码

errno,

errmsg

errno:状态码，0

表示登陆成功，

1表登陆失败

errmsg:错误信

息。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def loginByVerify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使用验证码进

行登陆,并保存 session

[mobile,sms_code] 格式：json

字段类型：string

字段意义：分别

为手机号，验证

码

errno,

errmsg

errno:状态码，0

表示登陆成功，

1 表示登陆失

败.

errmsg:错误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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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def resetPassword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重置密码

[mobile,password,

sms_code]

格式：json

字段类型：string

内容：分别为手

机号，新密码，

验证码

errno,

errmsg

errno:状态码，0

表示密码重置

成功，1表示重

置失败.

errmsg:错误信

息.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def logout

请求方法方法：delete

逻辑说明：清除 session

数据并退出

null null errno,

errmsg

errno:状态码, 0

表示退出成功，

1 表示退出失

败。

errmsg:错误信

息.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def sms_codes

请求方法：get

逻辑说明：获取注册的短

信验证码

[mobile] 格式：json

字段类型：string

内容：手机号

errno,

errmsg

errno:状态码，0

表示验证码发

送成功，1表示

验证码发送失

败。

errmsg:错误信

息.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def sms_codes_verify

请求方法：get

逻辑说明：获取登陆的短

信验证码

[mobile] 格式：json

字段类型：string

内容：手机号

errno

errmsg

errno:状态码，0

表示验证码发

送成功，1表示

验证码发送失

败。

errmsg:错误信

息.

返 回 格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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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Object

def sms_codes_reset

请求方法：get

逻辑说明：获取重置密码

的短信验证码

[mobile] 格式：json

字段类型：string

内容：手机号

errno

errmsg

errno:状态码，0

表示验证码发

送成功，1表示

验证码发送失

败。

errmsg:错误信

息.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个人

信息

获取

def setProfiles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设置个人信息

[mobile,name,idca

rd,drivercertificate

]

格式：json

内容：手机号，

身份证，姓名，

驾驶证

字段类型：string

errno,

errmsg

errno:状态码，0

表示个人信息

设置成功，1表

示个人信息设

置失败。

errmsg:错误信

息.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def setAvatar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设置头像

null 格式：json

内容：无

特殊说明：利用

session 鉴别身

份

errno,

errmsg,

atatar_url

errno:状态码，0

表示头像设置

成功，1表示头

像设置失败。

errmsg:错误信

息.

atatar_url:头像

链接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def getProfiles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获取资料

null 格式：json

内容：无

利用 session 鉴

别身份

errno,

errmsg,

name,

idcard,

avatarurl,

errno:状态码，0

表示个人资料

获取成功，1表

示资料获取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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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Certificat

e

errmsg:错误信

息.

name:姓名

idcard:身 份 证

号

avatarurl: 头 像

链接

driverCertificat

e:驾驶证号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def getAvatar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获取头像

null 格式：json

内容：无

利用 session 鉴

别身份

errno,

errmsg,

avatarurl,

errno:状态码，0

表示头像获取

成功，1表示头

像获取失败。

errmsg:错误信

息.

avatarurl: 头 像

地址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疲 劳 与

路 怒 检

测

def angry_detection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路怒检测

[video] 格式：json

内容：.264视频

字 段 类 型 ：

file,string

errno,

errmsg

errno:状态码，0

表示路怒，1表

示正常。

errmsg:错误信

息.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def fratigued_detection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疲劳检测

[video] 格式：json

内容：.264视频

字段类型：file

errno,

errmsg

errno:状态码，2

表示疲劳，1表

示正常。

errmsg:错误信

息.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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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recv_upload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文本上传，检

测路怒的第二种机制

[text] 格式：json

内容：.司机的语

音转化后的文

本

字段类型：string

errno,

errmsg

errno:状态码，0

表示路怒，1表

示正常。

errmsg:错误信

息.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历史

分析

功能

def line_chart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返回折线图数

据

[period] 格式：json

内容：折线图所

需要呈现的天

数

字段类型：string

errno,

errmsg，

score

errno:状态码，0

表示返回成功，

1 表示返回失

败。

errmsg:错误信

息.

Score: 得 分 列

表，反映了一段

时间内驾驶得

分。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JsonArray

def pie_chart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返回折线图数

据

[date] 格式：json

内容：饼状图所

要呈现的日期

字段类型：string

errno,

errmsg，

normaltimes,

fratiguedtimes,

angrytimes

errno:状态码，

0 表示返回成

功，1表示返回

失败。

errmsg:错误信

息.

normaltimes: 正

常次数

fratiguedtimes:

疲劳次数

angrytimes: 愤

怒次数

返 回 格 式 ：

JsonObject

def getItem [yearmonth] 格式：json errno, errno:状态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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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根据月份选出

这个月开车的日期传递

给用户

字段意义：某年

某月

字段类型：string

errmsg,

itemlist

表示返回成功，

1 表示返回失

败。

errmsg:错误信

息.

itemlist:日期列

表

返回格式：

JsonArray

JsonObject

音 乐 播

放器

def getMusicList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获取音乐列表

[music] 格式：json

字段意义：歌手

名称或歌曲名

称

字段类型：string

errno,

errmsg,

mlist,

artistlist

errno:状态码，0

表示返回成功，

1 表示返回失

败。

errmsg:错误信

息.

mlist:歌曲列表

atrtistlist: 歌 曲

列表

返回格式：

JsonArray

JsonObject

def playMusic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播放音乐

[musicname,artistn

ame]

格式：json

字段意义：

歌曲名称，

歌手名称。

字段类型：string

errno,

errmsg,

musci_url,

image_url

errno:状态码，0

表示返回成功，

1 表示返回失

败。

errmsg:错误信

息.

music_url:在线

音乐链接，

image_url:在线

图片连接

返回格式：

JsonObject

def randomMusic [musicid] 格式：json errno, errno:状态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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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随机播放

字段意义：音乐

编号

字段类型：string

errmsg,

musci_url,

image_url

表示返回成功，

1 表示返回失

败。

errmsg:错误信

息.

music_url:在线

音乐链接，

image_url:在线

图片链接

返回格式：

JsonObject

版本

校验

def versionCheck

请求方法：post

逻辑说明：校验版本

[version] 格式：json

字段意义：当前

版本编号

字段类型：string

errno,

errmsg,

file

errno:状态码，0

表示返回成功，

1 表示返回失

败。

errmsg:错误信

息

file:若有新版

本则推送。

5.7错误/异常处理设计

错误、异常信息对于开发人员发现问题，解决 bug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的后

端利用了 except Exception as e 来捕获异常，并进行日志记录。前端用 try/catch
语句来捕获异常。

5.7.1 错误/异常输出信息

前端处理方式：

try {
afd = am.openFd("fatigue_voice.mp3");

} catch (IOException e) {
Toast.makeText(getActivity(),"访问文件不存",Toast.LENGTH_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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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rintStackTrace();
return ;

}
例如所有文件 IO 操作，都要判断文件是否存在，对两种情况采取不同的

后续处理。

后端处理方式：

try:
db.session.add(user)
db.session.commit()
print(111)

except IntegrityError as e:
# 数据库操作错误后的回滚

db.session.rollback()
# 表示手机号出现了重复值，即手机号已注册过

current_app.logger.error(e)
return jsonify(errno=RET.DATAEXIST, errmsg="手机号已存在")

except Exception as e:
db.session.rollback()
# 表示手机号出现了重复值，即手机号已注册过

current_app.logger.error(e)
return jsonify(errno=RET.DBERR, errmsg="查询数据库异常")

例如这是一段后端用来捕获数据库插入异常的代码，一旦发生了数据插入

失败或者异常，后端就会通过 rollback操作来回滚数据库来保持数据库的数据

一致性，并且利用 logger模块来将日志记录在 logs/log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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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1 截至 4月 3日的日志记录

5.7.2 错误/异常处理对策

发生错误，首先要分析报错原因和抛出异常的原因，利用 debug工具和日志

清晰定位到问题代码。查看究竟是犯了例如未初始化之类的空指针错误还是其他

错误，并加以分析解决。另一方面，引发错误的原因还有可能是一些隐性的、不

易察觉的问题，这时候就要转变思路，尝试其它的办法，事后再回头进行法分析

归纳和总结。再往深处考虑，从设计模式和架构的角度出发，我们的代码设计是

否做到了高内聚、低耦合这样的设计。如果不能做到高内聚、低耦合，那么增加

不可预知风险的概率会大大增加。所以写代码之前要经过深思熟虑。

此外，要培养良好的逻辑设计思维并积累足够的经验，这样才能减少错误，

并及时解决错误或者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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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系统配置策略

图 5.8.1 系统配置策略

系统配置层面上，我们采用了基于内存型的数据库 Redis，大大提升了访问

速度，优化了系统性能。此外，我们还采用了 CDN加速和对象存储服务 OSS，
有效地减轻了主服务器压力，并且加快了用户的访问速度，给用户良好的体验。

在运行稳定性上，我们采用 shell脚本来自动检测服务器是否稳定运行，如果服

务器宕机，会自动重启服务器。此外我们还采用了负载均衡服务器 nginx，采用

轮询机制来平分每个服务器的请求，以保证稳定型和流畅性最大化。

5.9系统部署方案

很多语言都提供了环境隔离的支持，例如 nodejs的 node_module，golang的
go mod，python也有 virtualenv和 pyvenv等机制。为了建立依赖快照，通常会用

pip freeze > requirements.txt 命令生成一个 requirements.txt文件，在一些场景下这

种方式就可以满足需求，但是在复杂场 requirements.txt 就力不从心了。

requirements.txt文件中只记录了依赖的版本，所以如果遇到官方的 pypi源下载速

度慢，需要使用更快的国内镜像下载，通常只能使用 pip install -i安装或者修改

全局的 pip.conf文件。

当某个项目使用确定的 python 版本，也不能在 requirements.txt中体现，只

能通过 readme 或者文档来记录，并且需要在创建虚拟环境时手动调用正确的

python版本。项目需要使用 flake8、pylint、black等代码优化工具时，这些依赖

也会被 pip freeze命令写入 requirements.txt中，然而这些依赖是不需要出现在生

产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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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nv的出现，一举解决了上面的问题，Pipenv是 Kenneth Reitz在 2017年
1月发布的 Python依赖管理工具，他所基于的 Pipfile则用来替代 requirements.txt。

所以我们的项目后端利用 Pipenv 部署。Pipenv是一个包和虚拟环境管理工

具，它使用 Pipfile和 Pipfile.lock文件来实现这些目标。Pipenv有三大优势，如

下所示：

 优势 1：记录内容更详细

相比于 requirements.txt，Pipfile多了 pip源的设置，可以针对不同项目

使用不同环境。并且将依赖分为 dev和默认环境，例如 pylint、flake8、
black等依赖，可以将他们放入 dev依赖中。

 优势 2：减少手动激活虚拟环境次数

pipenv将 virtualenv、pyvenv和 pip命令整合使用，pipenv减少了手动

激活虚拟环境的次数，使用 pyvenv 模块运行 main.py，需要先执行

source venv/bin/activate激活虚拟环境，然后再执行 python main.py，
而 pipenv只需要在项目根目录执行 pipenv run main.py ，就可以自动

激活当前虚拟环境并执行 main.py。如果需要安装依赖的，直接执行

pipenv install xxx，也不需要先激活虚拟环境，再使用 pip install xxx安
装。

 优势 3：锁机制

从 Pipfile文件添加或删除安装的包，会生成 Pipfile.lock来锁定安装包

的版本和依赖信息，通过 pipfile.lock文件，可以精确恢复以前的版本。

5.10 其他相关技术与方案

1.最新的基于 5G的车载应用 CPE BOX
SRT830 是一款专为车载应用所设计的 5GBOX产品，可以实现将 5G 无线

信号转换为千兆以太网和Wi-Fi 6信号，为车载设备及乘客提供稳定且高速的 5G

接入。产品集成了高通最新⼀代的骁⻰SDX55基带芯⽚，符合 3GPPRelease 15 标

准，可支持独立组网（SA）和非独立组网（NSA）两种网络部署，可涵盖全球

主要地区和运营商的 5G 商用网络频段，并且向下兼容支持 3G/4G/5G 多种网

络制式，满足移动场景需求。 同时集成了高通最新一代Wi-Fi 6芯片 QCA6391，
采用 2x2 MIMO，支持 2.4G和 5G同时工作，Wi-Fi下载速率最高可达 1.8Gbps，
可有效提升多用户的接入体验。产品支持硬件和软件看门狗，可适应输入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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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V~16V 波动，采用车载专用网口，振动环境下更加可靠稳定，可选配两侧螺丝

孔安装配件支持螺丝/贴玻璃等多种固定方式，外置散热器设计，可实现-30℃
~70℃温度范围下正常工作，在车载复杂环境下可长时间稳定工作。

图 5.10.1 产品外观

2.关键技术

优势：5G 无线网络 超高速率 超低时延 更加可靠

最新的 5G 网络支持

 内置了高通骁龙 SDX55 基带芯片，符合 3GPP Release 15 标准，可支

持独立组网;

 （SA）和非独立组网（NSA）两种网络部署；

 5G NR 最大下行速率达 3.3Gbps，最大上行速率达 450Mbps；

 LTE 最高可支持 Cat20，最大下行速率达 2Gbps，最大上行速率达

200Mbps；

真正全网通，向下兼容 3/4G 网络

可支持独立组网（SA）和非独立组网（NSA）两种网络部署，涵盖全球主要

地区和运营商的 5G 商用网络频段，向下兼容支持 3G/4G/5G 多种网络制式，可

支持 3/4/5G 自动切换，满足移动场景需求。

最新一代 Wi-Fi 6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

QCA6391 是高通最新一代 Wi-Fi 6 AP 芯片，采用 2x2 MIMO，可支持上下

行 MU- MIMO、OFDMA 技术、TWT（目标唤醒时间）、BSS Coloring 等新技术，最

高下载速率可达 1.8Gbps，可支持 Wi-Fi 2.4G 和 5.8G 同时工作，可支持 32 个

用户同时接入，有效提升多用户接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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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车载千兆以太网接口

产品采用了专用车载千兆以太网接口，使用 10 PIN 插针的连接方式，网口

四周全部使用金属进行屏蔽，可更好防电磁干扰。同时网口连接器增加了金属弹

性扣，可有效固定，保证在车载等振动环境下以太网接口的可靠稳定工作。

USB3.1 Type-C 接口

产品支持 USB3.1 Type-C 接口，物理层最高速率可达 10Gbps，可满足 5G

产品最高速率要求。 预留 4 PIN 宝马头接口产品预留了 4 PIN 宝马头接口，

可同时实现供电和 USB2.0 数据通信。



护航者 文档编号：SWC2021-T20210347-领航者

56

产品名称 5G CPE BOX

芯片
Modem: Qualcomm SDX55
Wi-Fi : Qualcomm QCA6391

尺寸 120x78x23mm

重量 About 260g

技术标准
Compatible with WCDMA, FDD-LTE, TDD-LTE, G5 NR Sub-6GHz
802.11 a/b/g/n/ac/ax

支持 Sub-6GHz

支持 SA 和 NSA模式

5G NR Sub-6G:
N1/N3/N5/N7/N8/N20/N28/N38/N40/N41/N77/N78/N79;

LTE:
频段

FDD: B1/B3/B5/B7/B8/B18/B19/B20/B28

TDD: B34/B38/B39/B40/B41/B42/
WCDMA:

B1/B3/B5/B8

Support UL Intra-Band CA

Download up to 3.3Gbps

速率

Uplink up to 450Mbps

Support Wi-Fi 6

WiFi
标准 2.4GHz&5.8GHz同时工作，

WIFI 2*2 MIMO，802.11 a/b/g/n/ac/ax

最大接入用户数 32

存储 4Gb NAND + 4Gb LPDDR4

工作电压 DC 8~16V，12V Default

硬件 网口 10BaseT/100Base/1000Base车载连接器

指示灯
状态指示灯：指示开机、网络等状态;
接口指示灯：指示WiFi、网口等状态



护航者 文档编号：SWC2021-T20210347-领航者

57

SIM 卡
2FF standard SIM card
掀盖设计

Default Internal antennas:
天线 LTE/NR Antenna x6

Wi-Fi x2

USB USB3.1 Type-C

按键 预留 Reset

其他 硬件狗

页面 WEB UI

APN 全球自动 APN

软件 升级 FOTA &TR069&Local

SMS Support

其它 Firewall / portforwarding /DHCP server/SNTP

工作温度 -30°C to 70°C

工作环境 存储温度 -40°

C

to +85°C

认证 CTA/CCC

表 5.10.1 CPX BOX 各项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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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据库设计

我们的数据库设计本着“保证性能，为用户思考的”的方针，充分利用端云

结合的思想，设计 E-R图结构如下。

图 6.1 数据库 E-R图

下面是数据表的详细设计。

表名 user 描述 记录用户各项信息

字段名称 字段解释 数据类型 允许为空 是 否 主

键

是否外键

id 数据项编

号

Int Not enable √

name 姓名 varchar(10) enable

password_hash 加密后的

密码

varchar(128) Not enable

mobile 手机号 varchar(11) Not enable

avatar_url 头像链接 varchar(50)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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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_card 身份证号 varchar(25) enable

urgent_person 紧急联系

人

varchar(11) enable

driver_certificate 驾驶证号 varchar(25) enable

表 6.2 user 表

表名 mood_data 描述 记录情绪数据

字段名称 字段解释 数据类型 允许为空 是 否 主

键

是否外键

id 数据项编

号

int not enable √

user 手机号 varchar(11) not enable √

date 日期 varchar(10) not enable

angrytimes 愤怒次数 int not enable

fratiguedtimes 疲劳次数 int not enable

normaltimes 正常次数 int not enable

表 6.3 mood_data 表

表名 Mood_score 描述 记录情绪得分

字段名称 字段解释 数据类型 允许为空 是 否 主

键

是否外键

id 数据项编

号，自增

int not enable √

user 手机号 varchar(11) not enable √

date 日期 varchar(10) not enable

totalsocre 情绪得分 int not enable

times 当日驾驶

次数

int not enable

表 6.4 mood_score 表

表名 music 描述 记录音乐信息

字段名称 字段解释 数据类型 允许为空 是 否 主

键

是否外键

id 数据项编 int not en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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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自增

musicname 音乐名称 varchar(10) not enable √

artist 歌手 varchar(10) not enable

image_url 图片链接 varchar(50) not enable

music_url 音乐链接 varchar(50) not enable

lyric 歌词 varchar(500) enable

表 6.4 music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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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手机端侧部署设计

7.1手机环境需求

 系统内核版本：基于内核为 Android 4.1以上的各手机厂商定制系统均可

 CPU：主流 cpu均可，例如：骁龙系列/天玑系列

 内存：4G及以上

 机身存储:建议 64G以上

 屏幕分辨率和刷新率:分辨率建议 2248*1080以上，刷新率 60HZ及以上

7.2调用 AI Unit能力接口设计（可选）

功能 接口名称，方法以及逻辑

描绘

输入 输入内容描述 输出 输出内容描述

录音

def getBufferSizeInBytes

逻辑说明：用于获取当前

参数下录音的最小缓冲字

节数

[SAMPLE_RAT

E, CHANNEL,

AUDIO_FORM

AT]

采样率，音频轨

道，音频格式

BufferSizeInB

ytes

以字节为长度

得缓冲长度

def start

逻辑说明：开启麦克风录

音

[] flag Flag true 代表

成 功 开 始 录

音,false 代表开

始失败

返回格式：bool

类型

def read

逻辑说明：把 Audio Record

中的音频数据读取到指定

的字节数组中

[buffer[]] 格式：字节数组

把数据存入输

入的数组中

length Length:存入的

数据的长度

def stop

逻辑说明：暂停 Audio

Record 并释放资源，并把

[] Flag Flag:true 代 表

成功暂停录音

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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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始 化

ASC

处 理

PCM字

节流

指针置空 False 代表暂停

释放失败

def initASC

逻辑说明：对 ASC服务初

始化。

[] msg 回 调 message

设置状态为初

始化成功。t

def sartProcess

逻辑说明：初始化 AI unit

的 InputSlot 和 OutputSlot,

把字节流传入 ai unit处理

[pcm[]] 字 段 类 型 ：

byte[]

内容：录音 read

后的音频数据

结果特征 array Array ai unit 处

理后的分类数

据数组

解 析 结

果

Def fillPingPongBuffe

逻辑说明：ai unit计算出的

featrue 数组进行分析，得

出音频所处场景，并把结

果加入 result list

[array[]] 内 容 ai unit

process 后的数

组

Result List 数据解析后判

断当前所处音

频 场 景 存 入

result list

7.3 AI Boost端侧模型加速设计（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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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详细设计

8.1视频录制功能模块

8.1.1 功能描述

让摄像头根据光照等环境因素调整画面参数，录制最佳视频成像，并压缩

为.264 编码视频。

8.1.2 性能描述

该项功能主要依赖于 Raspberry的算力，举例说明，如果我们录制 5s钟的视

频，那么 Raspberry端大约会花费 5s钟，并且可以保证 40帧以上的成像。

8.1.3 输入

手机端发送的优化参数。

8.1.4 输出

优化压缩后的.264视频。

8.1.5 程序逻辑

图 8.1.5.1 视频录制逻辑

8.1.6 限制条件

○1推送过程中设置的画面参数

○2周围光照



护航者 文档编号：SWC2021-T20210347-领航者

64

8.2视频转发功能模块

8.2.1 功能描述

将编码的视频流以高速度、低延迟的方式传送给服务端。

8.2.2 性能描述

我们的服务器网络隧道带宽为 100M，速度优良。一般来讲，一段 10M 的视

频只需要 2s 左右的发送时间。其发送速度当时当地的网络波动影响。网络状态

越好，视频转发越稳定，传送速率越快。

8.2.3 输入

.264编码视频。

8.2.4 输出

服务端获得的.264视频

8.2.5 程序逻辑

图 8.2.5.1 视频转发逻辑

8.2.6 限制条件

○1网络条件

○2视频采样率、帧率、高度、宽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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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画面实时浏览功能模块

8.3.1 功能描述

在基于Web的视频监控解决方案通过开源软件ZoneMinder实现，通过Web
访问的关键在于 mjpg-streamer，因为它可以通过 HTTP方式访问 Linux UVC兼

容摄像头。我们通过 mjpg-streamer将摄像头录制画面实时呈现给前端。

图 8.3.1.1 MJPG-streamer输入输出格式

8.3.2 性能描述

实测帧数为 60 帧左右，延迟在 50ms以下。可以保证得到稳定流畅的自身

状态画面。

8.3.3 输入

真实世界的成像。

8.3.4 输出

将真实世界的成像实时输出到 web端。安卓端通过WebView实时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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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程序逻辑

图 8.3.5.1 视频转发逻辑

8.3.6 限制条件

○1网络条件

○2视频采样率、帧率、高度、宽度等

8.4服务端模型功能模块

8.4.1 功能描述

将音频转化后的文本，视频作为输入，服务端给出相应的情绪识别结果。

8.4.2 性能描述

语音识别-文本检测速度较快，可以在 1-2s内跑出结果，判断准确率可达 90%；

路怒视频模型和疲劳检测视频模型正确率较高，可达 8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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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输入

用户的语音和面部视频。

8.4.4 输出

情绪识别的结果，分为路怒、疲劳和正常。

8.4.5 程序逻辑

图 8.4.5.1 BERT 模型工作流程

图 8.4.5.2 GRU 模型工作流程

图 8.4.5.3 SSD 网络工作流程

8.4.6 限制条件

○1网络条件

○2视频采样率、帧率、高度、宽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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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本识别的正确率

8.5路怒检测功能模块

8.5.1 功能描述

通过获取用户的音频和面部是来来检测司机是否产生路怒，并进行友好的提

醒和心理学音乐放松。

8.5.2 性能描述

路怒功能判断延迟在 2-3s左右，准确率在 85%-95%之间。

8.5.3 输入

语音转化后的文本和用户面部视频。

8.5.4 输出

用户是否产生路怒现象。不产生路怒不作处理；产生路怒则在客户端进行友

好的提示和情绪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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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 程序逻辑

图 8.5.5.1 路怒检测逻辑

8.5.6 限制条件

○1网络条件

○2视频采样率、帧率、高度、宽度等

○3音频清晰度

○4文本转化正确率

8.6疲劳驾驶检测功能模块

8.6.1 功能描述

通过获取用户的面部视频来检测司机是否产生疲劳驾驶，并进行友好的提醒

和休息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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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性能描述

疲劳驾驶检测判断延迟在 2-3s左右，准确率在 85%左右。

8.6.3 输入

用户面部视频。

8.6.4 输出

用户是否产生疲劳现象。不产生疲劳不作处理；产生疲劳则在客户端进行友

好的提示和最近休息区指引。

8.6.5 程序逻辑

图 8.6.5.1 疲劳驾驶检测逻辑

8.6.6 限制条件

○1网络条件

○2视频采样率、帧率、高度、宽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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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历史情绪分析功能模块

8.7.1 功能描述

将用户每次行车的正常次数，路怒次数，疲劳次数折合成得分存入数据库，

呈现在前端，对用户过往驾驶情绪和状态进行记录和分析。

8.7.2 性能描述

与服务器的交互通常在零点几秒之内。

8.7.3 输入

一段时间或者某一天。

8.7.4 输出

返回某一天的正常次数、路怒次数、疲劳次数和某一连续时间段内的情绪得

分。

8.7.5 程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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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5.1 疲劳驾驶检测逻辑

8.7.6 限制条件

○1网络条件

○2视频采样率、帧率、高度、宽度等

8.8地图导航功能模块

8.8.1 功能描述

调用百度地图 SDK,为司机导引方向，查看地点信息等。此外还会配合疲劳

驾驶模块使用。

8.8.2 性能描述

与百度服务器的交互在零点几秒之内。

8.8.3 输入

地点信息。

8.8.4 输出

地点信息，路径指引，路况说明。

8.8.5 程序逻辑

图 8.8.5.1 疲劳驾驶检测逻辑

8.8.6 限制条件

○1网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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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音乐功能模块

8.9.1 功能描述

音乐功能具备搜索音乐和播放的功能。

8.9.2 性能描述

与百度服务器的交互在零点几秒之内。受网络影响，一般情况下，网络通道

拥挤程度越小，速度越快。

8.9.3 输入

歌手信息或者歌曲信息

8.9.4 输出

○1歌曲图片

○2歌手信息

○3歌曲信息

○4歌曲在线 URL

8.9.5 程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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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5.1 音乐功能逻辑

8.9.6 限制条件

○1网络条件

8.10 新闻功能模块

8.10.1功能描述

新闻功能具有时政要闻、司机必看、奇闻异事等条目，可供司机浏览。

8.10.2性能描述

与聚合数据服务器的交互在零点几秒之内。受网络影响，一般情况下，网络

通道拥挤程度越小，速度越快。

8.10.3输入

○1请求分类

○2请求页号

○3请求每页内容数量

8.10.4输出

○1文章内容

○2发布日期

○3发布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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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5程序逻辑

图 8.10.5.1 新闻功能逻辑

8.10.6限制条件

○1网络条件

8.11 注册、登录与退出功能模块

8.11.1功能描述

用户注册、登录与退出

8.11.2性能描述

与服务器的交互在零点几秒之内。受网络影响，一般情况下，网络通道拥挤

程度越小，速度越快。

8.11.3输入

注册输入：

○1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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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密码

○3确认密码

○4验证码

密码登录输入：

○1手机号

○2密码

验证码登录输入：

○1手机号

○2验证码

退出登录输入：

无

8.11.4输出

注册输出：是否注册成功

密码登录输出：是否登录成功

验证码登录输出：是否登录成功

退出登录输出：是否退出成功

8.11.5程序逻辑

图 8.11.5.1 注册功能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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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5.2 密码登录功能逻辑

图 8.11.5.3 验证码登录功能逻辑

图 8.11.5.4 退出登录功能逻辑

8.11.6限制条件

○1网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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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信息获取与修改功能模块

8.12.1功能描述

获取用户信息，更改信息和头像等。

8.12.2性能描述

与服务器的交互在零点几秒之内。受网络影响，一般情况下，网络通道拥挤

程度越小，速度越快。

8.12.3输入

修改信息输入：

○1姓名

○2驾驶证号

○3身份证号

○4手机号

修改头像输入：

○1图片

获取个人信息输入：

○1姓名

○2驾驶证号

○3身份证号

○4手机号

○5图片

8.12.4输出

修改信息输出：是否修改成功

修改头像输出：存储至对象存储服务 OSS，并返回是否修改成功

获取个人信息输出：

○1姓名

○2驾驶证号

○3身份证号

○4手机号

○5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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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5程序逻辑

图 8.12.5.1 修改信息逻辑

图 8.12.5.2 修改头像逻辑

图 8.12.5.3 获取信息功能逻辑

8.12.6限制条件

○1网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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