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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公开了用于打开车辆的进入点的方法

和系统。一种系统和一种方法可以包含无线地接

收来自用户携带的遥控器的信号。该系统和方法

可以进一步包含接收表明用户正在接近车辆的

音频或视频数据。该系统和方法还可以包含基于

音频或视频数据来确定用户进入车辆内部的意

图。该系统和方法还可以包含响应于用户进入车

辆内部的意图的确定而打开车辆的进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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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方法，所述方法包含：

通过车辆上的系统接收表明用户正在接近所述车辆的音频或视频数据；

由所述系统基于所述音频或视频数据以及所述车辆附近的一种或多种类型的营业所

来确定所述用户关于进入所述车辆的内部的意图；以及

由所述系统响应于所述确定而打开所述车辆的进入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接收表明所述用户正在接近所述车辆的所述音频

或视频数据包含从摄像机接收表明所述用户正在接近所述车辆的视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所述用户的所述意图包含分析所述视频数据

来确定所述用户是否没有空闲的手或不能手动地打开所述进入点处的车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视频数据表明所述用户正在与手推车、与婴儿

车、与助行器或与轮椅一起接近所述车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所述用户的所述意图包含分析所述视频数据

以检测所述用户盯着所述车辆持续预定时间段。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所述用户的所述意图包含分析所述视频数据

以检测所述用户的肩膀或眉毛的向上运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所述用户的所述意图进一步包含：

观察表明所述用户正在接近所述车辆的所述用户的运动轨迹；以及

基于所述轨迹来确定所述车辆的多个进入点之一为所述用户打算进入所述车辆的所

述内部通过的所述进入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含：

由所述系统接收关于所述车辆的附近的数字地图数据；以及

由所述系统基于所述数字地图数据来确定所述车辆的所述附近的所述一种或多种类

型的营业所。

9.一种可在车辆中实施的系统，所述系统包含：

致动器，所述致动器能够打开和关闭所述车辆的进入点；

一个或多个传感器，所述传感器能够感测表明用户正在接近所述车辆的音频或视频数

据；以及

处理器，所述处理器连接到所述致动器和所述一个或多个传感器，所述处理器能够：

从所述一个或多个传感器接收所述音频或视频数据；

基于所述音频或视频数据以及所述车辆附近的一种或多种类型的营业所来确定所述

用户关于进入所述车辆的内部的意图；以及

响应于所述确定而控制所述致动器以打开所述进入点。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在确定所述用户的所述意图时，所述处理器能够

分析所述视频数据来确定所述用户是否没有空闲的手或不能手动地打开所述进入点处的

车门。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视频数据表明所述用户正在与手推车、与婴

儿车、与助行器或与轮椅一起接近所述车辆。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在确定所述用户的所述意图时，所述处理器能够

分析所述视频数据以检测所述用户盯着所述车辆持续预定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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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在确定所述用户的所述意图时，所述处理器能够

分析所述视频数据以检测所述用户的肩膀或眉毛的向上运动。

14.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在确定所述用户的所述意图时，所述处理器能够：

观察表明所述用户正在接近所述车辆的所述用户的运动轨迹；以及

基于所述轨迹来确定所述车辆的多个进入点之一为所述用户打算进入所述车辆的所

述内部通过的所述进入点。

15.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能够：

接收关于所述车辆的所述附近的数字地图数据；以及

基于所述数字地图数据来确定所述车辆的所述附近的所述一种或多种类型的营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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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与用户相关的音频或视频数据打开车辆进入点的方法和

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总体上涉及用于打开车辆的进入点(access  point)的方法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通常，需要手动操作来打开车辆的行李箱门、舱门或者任何其它门(以下共同被称

为“进入点”)。机动车辆系统和自动化的最新发展已经提供了用户通过遥控器(例如钥匙

扣)解锁和打开车辆进入点之一的替代方案。例如，当用户在距车辆的特定范围内时，用户

拥有的钥匙扣可以能够与车辆无线地通信。当按下钥匙扣上的按钮时，钥匙扣可以传送无

线信号以与车辆通信以解锁进入点。当按下钥匙扣上的相同或不同的按钮时，钥匙扣可以

进一步传送另一无线信号以与车辆通信以打开一个或多个进入点，例如行李箱门。然而，在

该示例中，钥匙扣仍然需要用户按下按钮以解锁和打开进入点的手动操作。

[0003] 这种手动操作，尽管是最小的，但是在一些实际情况中带来了困难或至少不方便。

例如，用户的双手可能拿着杂货袋或其他物品，并且因此没有空闲的手来保持和操作钥匙

扣以解锁和打开进入点。作为另一个示例，用户可以接近车辆，双手推着购物车或婴儿车，

并且因此没有空闲的手，除非用户停止他/她朝向车辆的运动以空出一只手来拿钥匙扣。此

外，钥匙扣常常被存放在不方便用户拿出的位置处(例如，在钱包或背包的内袋中)，并且用

户可能不记得钥匙扣被存放在何处，并且因此可能必须搜索各个口袋以便找到它。作为另

一个示例，年老或残疾的用户可以在轮椅中或者推着轮椅或者通过助行器正在接近车辆，

并且没有空闲的手来操作钥匙扣。所有这些实际情况使得通过遥控器(例如钥匙扣)打开车

辆上的进入点(例如行李箱门)或任何其它进入点的手动操作变得困难。

[0004] 已经开发出了一些替代方案以避免使用手动操作。例如，可以在车辆上设置脚踏

开关(kick  switch)，以便当用户没有空闲的手时，用户踢或踩踏来打开进入点(例如行李

箱门)。然而，该解决方案可能不是对每一个人都可行，因为一些用户可能是残疾的并且不

能操作脚踏开关。此外，即使对于没有残疾的人，当双手拿着携带的物品时，操作脚踏开关

需要敏捷度，并且操作可能造成用户不平衡，特别是当表面粗糙、湿滑或在恶劣的天气条件

下时。使用脚踏开关的另一个缺点是，当用户仍然在距车辆一定距离处时，他或她无法触发

进入点的打开。而是，用户需要身体靠近车辆、踩踏或以其他方式接触脚踏开关并且等待进

入点打开(可能双手拿满物品)。

[0005] 值得注意的是，每次用户接近车辆时仅通过钥匙扣来解锁和打开行李箱门也不是

可行的解决方案。用户可能接近车辆而不打算解锁或打开车辆的任何进入点。例如，用户可

以返回车辆，只是打算通过车窗查看来视觉上检查钱包是否被留在座椅上。作为另一个示

例，用户可能打算进入车辆的车舱而不是车辆的行李箱，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使进入点自动

解锁和/或打开将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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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根据本发明，提供一种方法，该方法包含：

[0007] 通过车辆上的系统接收表明用户正在接近车辆的音频或视频数据；

[0008] 由系统基于音频或视频数据以及车辆附近的一种或多种类型的营业所来确定用

户关于进入车辆的内部的意图；以及

[0009] 由系统响应于确定而打开车辆的进入点。

[0010]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接收表明用户正在接近车辆的音频或视频数据包

含从摄像机接收表明用户正在接近车辆的视频。

[001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确定用户的意图包含分析视频数据来确定用户是

否没有空闲的手或不能手动地打开进入点处的车门。

[0012]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视频数据表明用户正在与手推车、与婴儿车、与助

行器或与轮椅一起接近车辆。

[0013]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确定用户的意图包含分析视频数据以检测用户盯

着车辆持续预定时间段。

[0014]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确定用户的意图包含分析视频数据以检测用户的

肩膀或眉毛的向上运动。

[001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确定用户的意图进一步包含：

[0016] 观察表明用户正在接近车辆的用户的运动轨迹；以及

[0017] 基于轨迹来确定车辆的多个进入点之一为用户打算进入车辆的内部通过的进入

点。

[001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该方法进一步包含：

[0019] 由系统接收关于车辆的附近的数字地图数据；以及

[0020] 由系统基于数字地图数据来确定车辆的附近的一种或多种类型的营业所。

[0021] 根据本发明，提供一种可在车辆中实施的系统，该系统包含：

[0022] 致动器，致动器能够打开和关闭车辆的进入点；

[0023] 一个或多个传感器，传感器能够感测表明用户正在接近车辆的音频或视频数据；

以及

[0024] 处理器，处理器连接到致动器和一个或多个传感器，处理器能够：

[0025] 从一个或多个传感器接收音频或视频数据；

[0026] 基于音频或视频数据以及车辆附近的一种或多种类型的营业所来确定用户关于

进入车辆内部的意图；以及

[0027] 响应于确定而控制致动器以打开进入点。

[002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在确定用户的意图时，处理器能够分析视频数据

来确定用户是否没有空闲的手或不能手动地打开进入点处的车门。

[002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视频数据表明用户正在与手推车、与婴儿车、与助

行器或与轮椅一起接近车辆。

[0030]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在确定用户的意图时，处理器能够分析视频数据

以检测用户盯着车辆持续预定时间段。

[003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在确定用户的意图时，处理器能够分析视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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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检测用户的肩膀或眉毛的向上运动。

[0032]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在确定用户的意图时，处理器能够：

[0033] 观察表明用户正在接近车辆的用户的运动轨迹；以及

[0034] 基于轨迹来确定车辆的多个进入点之一为用户打算进入车辆的内部通过的进入

点。

[003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处理器进一步能够：

[0036] 接收关于车辆的附近的数字地图数据；以及

[0037] 基于数字地图数据来确定车辆的附近的一种或多种类型的营业所。

附图说明

[0038] 本公开的非限制性和非穷尽性的实施例参照以下附图进行了描述，其中，贯穿几

个视图，相同的附图标记指代相同的部件，除非另有说明。

[0039] 图1是描绘可以利用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示例场景的示图；

[0040] 图2是描绘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用户相对于车辆的示例运动轨迹的示图；

[0041] 图3是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示例过程的流程图；

[0042] 图4是描绘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示例系统的示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在以下说明书中，参考形成说明书的一部分的附图，并且附图通过说明可以实践

本公开的具体示例性实施例来示出。这些实施例被足够详细地描述以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

能够实践本文所公开的构思，并且应当理解的是，在不脱离本公开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

各种公开的实施例进行修改，并且可以利用其它实施例。因此，以下具体实施方式不应被理

解为限制性的意义。

[0044] 如前所述，用户可能没有空闲的手或者可能无法在接近车辆时当他或她希望时手

动打开车辆的进入点(例如，侧车门或行李箱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车辆自动打开用户

期望的进入点，本文提出了可以在车辆中实施的方法和系统。

[0045] 图1和图2中的每一个分别说明了关于根据本公开的方法和系统的示例场景。参考

图1和2提供以下描述。在图1所示的场景100和图2所示的场景200中，用户10正在接近车辆

30，在用户10的钱包或背包24中携带有遥控器20，例如车辆的钥匙扣。用户10的双手15推着

购物车40，购物车40装载有物品45，并且打算通过打开车辆30的后进入点61来进入车辆30

内的存储区域。然而，考虑到用户10的双手15正在推着购物车40，所以用户10没有空闲的手

来拿取遥控器20以解锁和打开后进入点61。

[0046] 车辆30配备有系统70，当遥控器20在距系统70的特定范围75内时，系统70能够与

遥控器20通信或至少接收来自遥控器20的无线信号。当用户10身体以及遥控器20和购物车

40在距车辆30的范围75内时，系统70可以接收从遥控器20无线传送的信号。该信号可以用

作触发器以开始由系统70执行的过程。

[0047] 车辆30还可以配备有一个或多个传感器，例如传感器41、42、43和44，在一些实施

例中，一个或多个传感器可以是系统70的一部分。虽然本文提供的示例示出了固定数量的

传感器(即，四个)，但是在根据本公开的各种实施方式中可以采用不同的数量。传感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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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和44中的一些或全部各自可以被配置为当用户10接近车辆30时生成与用户10相关的

音频数据、视频数据或二者的组合。在一些实施例中，传感器41、42、43和44可以包括被配置

为追踪用户10的运动并且生成表明用户10正在接近车辆30的视频的视频摄像机。在一些实

施例中，传感器41、42、43和44可以包括被配置为捕获当用户10接近车辆30时来自用户10的

语音命令的麦克风。在一些实施例中，当用户10接近时，传感器41、42、43和44中的多于一个

可以同时工作，每一个传感器生成表明用户10正在接近车辆30的音频和/或视频数据、或者

两者的组合。

[0048] 基于由传感器41-44中的一个或多个生成的音频数据和/或视频数据，系统70确定

用户10是否具有进入车辆30的内部(例如，车辆30的行李箱或车舱)的意图。如果确定用户

10确实具有进入车辆30的内部的意图，则系统70开始打开系统70确定用户10打算进入车辆

30的内部通过的车辆30的进入点(例如，行李箱门或侧车门)。在一些实施例中，系统70通过

激励设置在车辆30上的一个或多个致动器(图中未示出)来打开进入点。一个或多个致动器

中的每一个本质上可以是机械的、电气的、机电的、磁性的、气动的和/或液压的，并且可以

被配置为在系统70的控制下打开和/或关闭车辆30的相应的进入点。

[0049] 系统70在确定用户10的意图时可以考虑许多因素。在一些实施例中，系统70可以

首先分析音频数据并且识别来自用户10的语音命令，例如“打开行李箱门”、“打开驾驶员车

门”、“打开舱背门(hatchback  door)”、“打开前部乘客车门”、“打开后部乘客车门”、“打开

左滑动门”、“打开右滑动门”以及诸如此类。一旦识别出这样的语音命令，系统70就可以确

定用户10具有进入车辆30的内部(例如，行李箱或车舱)的意图。此外，系统70还可以确定用

户10打算通过车辆30的多个进入点中的哪一个进入点进入车辆30的内部。例如，系统70可

以基于从一个或多个传感器41-40中的至少一个接收到的表明用户10正在接近车辆30的后

端的视频数据来确定用户10打算进入车辆30的行李箱。可选择地，系统70可以基于从一个

或多个传感器41-44中的一些接收到的表明用户10正在接近车辆30的后端的音频数据的声

学分析来确定用户10打算进入车辆30的行李箱。

[0050] 在一些实施例中，系统70可以首先分析视频数据以确定遥控器20相对于用户10的

位置。系统70可以确定用户10是否将遥控器20保持在他或她的手中，例如，通过分析视频数

据以利用任何可用的对象识别技术来识别对象(例如用户的手和遥控器20)的图像。如果用

户10正握着遥控器20，则系统70可以确定用户10打算通过使用遥控器20来打开车辆30的进

入点，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系统70可以不采取自动打开进入点的措施。在图1和图2所示的场

景100和200中，遥控器20没有被用户10握着而是存放在钱包或背包24中。在这种情况下，系

统70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来确定用户10的意图。

[0051] 在一些实施例中，一旦确定遥控器20不在用户10的手15中，系统70就可以进一步

确定用户10是否没有空闲的手来拿取遥控器20，例如，通过分析视频数据以利用任何可用

的对象识别技术来识别对象(例如用户的手和用户的手握着的对象)的图像。例如，用户10

的双手15可能拿着食品袋或其他携带的物品、或者推着婴儿车或手推车、或者使用助行器，

并且因此没有空闲的手。可选择地，用户10可能正在轮椅中或者推着轮椅接近车辆30、或者

正佩戴手臂吊带，并且因此不能手动地打开车辆30的任何进入点。在图1和图2所示的场景

100和200中，用户10正在推着购物车40，双手15在购物车上，并且因此系统70可以确定用户

10没有空闲的手来拿取遥控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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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在一些实施例中，基于对由一个或多个传感器41-44中的至少一个提供的音频和

视频数据执行的分析，系统70可以进一步确定用户10可能打算通过车辆30的多个进入点中

的哪一个进入点进入车辆30的内部。如图2所示，车辆30具有至少三个进入点，通过这三个

进入点，用户10可以进入其内部，即，后进入点61、右进入点62和左进入点63。这可以通过系

统70观察当用户10接近车辆30时他或她的运动轨迹来进行。图2示出了用户10接近车辆30

的各种可能的轨迹51、52、53、54和55。例如，如果系统70观察到用户10如何朝向车辆30移动

的轨迹51，则系统70可以相应地检测到后进入点61是用户10期望的进入点。可选择地，如果

系统70观察到用户10如何朝向车辆30移动的轨迹52，则系统70可以相应地检测到车辆30的

右侧上的右进入点62是用户期望的进入点。同样地，如果系统70观察到用户10如何朝向车

辆30移动的轨迹53，则系统70可以相应地检测到车辆30的左侧上的左进入点63是用户10期

望的进入点。另一方面，一些轨迹，例如图2中所示的轨迹54和55，可以使系统70确定用户10

不打算进入车辆30的内部。

[0053] 在一些实施例中，系统70在确定用户10的意图时可以考虑附近信息。例如，一旦检

测到用户10与装载的购物车一起接近车辆30，系统70就可以检查其接收到的附近信息。例

如，当附近信息表明购物中心在车辆30被停放的位置附近时，系统70可以确定用户10更可

能具有打开后进入点61并且进入车辆30的行李箱的肯定意图。类似地，如果附近信息表明

老年中心(senior  center)位于车辆30的附近，同时系统70检测到用户10正在与助行器一

起接近车辆30，则系统70可以更可能将用户10解释为具有使侧进入点自动打开的肯定意

图。附近信息可以被系统70以各种方式接收和利用。在一些实施例中，附近信息可以被系统

70以来自车辆30上的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数字地图的形式接收。在一些实施例中，附近信

息可以被系统70通过卫星从远程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ADAS)无线地接收。

[0054] 在一些实施例中，在确定用户10是否打算进入车辆30的内部时，相比于用户的运

动轨迹(例如，图2中所示的轨迹51-55)，系统70可以更多地依赖于来自音频数据和/或视频

数据的信息。例如，系统70可以检测用户10的面部表情(例如挑眉)作为来自用户10的他或

她打算自动打开后进入点61的指示。例如，用户10的面部表情的检测可以使用基于深度神

经网络(DNN)的面部关键点检测系统来执行以找到由系统70的摄像机拍摄到的一个或多个

图像中的人的眉毛的位置。在每一个图像中，属于眉毛的点可以使用最近邻域(nearest-

neighborhood)来进行聚类。然后，聚类的位置可以在多个图像上进行观察以检测眉毛的抬

高和降低。作为另一个示例，系统70可以检测用户10的姿势(例如耸肩)作为来自用户10的

他或她打算自动地打开行李箱门61的指示。例如，用户10的耸肩的检测可以通过使用基于

DNN的人类姿势估计算法来检测在由系统70的摄像机拍摄到的一个或多个图像中的人的关

节的位置来执行。通过在多个图像上定位关节的位置，系统70能够检测用户10的耸肩。作为

另一个示例，系统70可以追踪用户10的眼球运动，从而检测用户10盯着车辆30持续预定时

间段(例如，几秒)。用户10的眼球运动甚至可以表明用户10期望打开车辆的进入点61、62和

63中的哪一个进入点，这也可以由系统70来检测。

[0055] 一旦已经处理了如上所述的各种因素，系统70就可以确定用户10确实具有进入车

辆30的内部的肯定意图。系统70还可以检测可能的进入点(即，车辆进入点61、62和63)之一

是用户10期望的进入点。系统70然后可以通过激励设置在车辆30上的一个或多个致动器

(图中未示出)来打开期望的进入点。在一些实施例中，致动器可以包括用于进入点的闩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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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线管(1atch  solenoid)和预弹起或动力开启机构(pre-sprung  or  motorized  opening 

mechanism)。

[0056] 在一些实施例中，一旦系统70确定用户10的肯定意图以及期望的进入点，期望的

进入点的打开就发生。在一些实施例中，当用户10更靠近车辆30时，期望的进入点的打开在

稍后的时间发生。

[0057] 在一些实施例中，即使当用户10没有用于使用遥控器的空闲的手时，用户10进入

车辆30的内部以及打开哪一个期望的进入点的意图可以从遥控器20直接被传送到系统70。

具体地，用户10可以在他或她接触购物车40并且朝向车辆30移动之前登记打开后进入点61

的命令。该命令可以通过按下遥控器20上的一个或多个相应的按钮来登记。当遥控器20进

入系统70的通信范围75时，遥控器20可以能够将预先登记的命令传送到系统70。在接收到

预先登记的命令之后，可以通知系统70期望打开的进入点并且因此相应地打开它。期望的

进入点的打开可以被配置为，一旦系统70接收到重新登记的命令就发生或者在当用户10携

带的遥控器20在距车辆30的阈值距离内时的稍后的时间发生。

[0058] 图3说明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用于打开车辆的进入点的示例过程300。过程300

可以包括例如框310、320、330和340以及子框331、332、333、334、335和336所示的一个或多

个操作、动作或功能。尽管被示为离散框，但是根据所需的实施方式，过程300的各种框可以

被划分为附加框、被组合成更少的框或者被排除。过程300可以由被配置为打开车辆的进入

点的系统(包括本文所描述的和图1和图2中所示的系统70)来实施。为了描述的简化而不是

限制本公开的范围，下面在示例系统70的背景下描述过程300。过程300可以开始于框310。

[0059] 在310，过程300可以包含在车辆30上安装、配备或以其它方式设置的系统70接收

来自用户10携带的遥控器20的触发信号。框320可以在框310之后。

[0060] 在320，过程300可以包含系统70接收由车辆30的一个或多个传感器41、42、43和44

中的至少一个生成的音频数据和/或视频数据，音频数据和/或视频数据表明用户10接近车

辆30。框330可以在框320之后。

[0061] 在330，过程300可以包含系统70基于从一个或多个传感器41、42、43和44中的至少

一个接收到的音频数据和/或视频数据来确定用户10进入车辆30的内部的意图。框330可以

包含在子框331、332、333、334、335和336中执行的操作。框330可以开始于子框331。

[0062] 在331，过程300可以包含系统70分析音频数据和/或视频数据以获取将在以下过

程步骤中使用的各种信息。子框332可以在子框331之后。

[0063] 在332，过程300可以包含系统70检测遥控器20是否被保持在用户10的手中。如果

系统70检测到遥控器20被保持在用户10的手中，则系统70可以结束过程300。否则，如果系

统70检测到遥控器20没有被保持在用户10的手中，则过程300可以进行到子框333。

[0064] 在333，过程300可以包含系统70确定用户10是否没有空闲的手或不能手动地打开

进入点。如果系统70确定用户10有空闲的手并且能够手动地打开进入点，则系统70可以结

束过程300。否则，如果系统70确定用户10没有空闲的手和/或不能手动地打开进入点，则过

程300可以进行到子框334。

[0065] 在334，过程300可以包含系统70检测用户10打算进入车辆30的内部通过的进入

点，例如进入点61、62和63之一。具体地，为了确定用户10打算进入车辆30的进入点，系统70

可以观察当用户10接近车辆30时用户10的运动轨迹，例如可能的轨迹51、52、53、54和55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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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没有检测到用户10期望的进入点，例如在轨迹54和55的情况下，则系统70可以结束

过程300。否则，如果检测到用户10期望的进入点，例如在轨迹51、52和53的情况下，则过程

300可以进行到子框335。

[0066] 在335，过程300可以包含系统70利用由系统70接收到的附近信息来帮助确定用户

10进入车辆30的内部的意图。例如，系统70可以接收关于车辆30的附近的数字地图数据并

且基于数字地图数据来确定车辆30的附近的一种或多种类型的营业所。子框336可以在子

框335之后。

[0067] 在336，过程300可以包含系统70确定用户10是否具有进入车辆30的内部的肯定意

图。如果系统70不能确定用户10进入车辆30的内部的肯定意图，则系统70可以结束过程

300。否则，如果系统70确定用户10肯定即将进入车辆30的内部，则过程300可以进行到框

340。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10进入车辆30的内部的肯定意图可以通过检测用户10盯着车辆

30持续预定时间段来确定。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10进入车辆30的内部的肯定意图可以通

过检测当用户10接近车辆30时他或她肩膀或眉毛的向上运动(例如，耸肩)来确定。

[0068] 在340，过程300可以包含系统70打开在子框334确定的期望的进入点处的进入点。

这可以通过系统70激励设置在车辆30上的期望进入点处的一个或多个致动器(例如闩锁螺

线管和预弹起或动力开启机构)来进行。

[0069] 图4说明了用于打开车辆30的进入点的系统400。系统400可以是上述系统70的示

例实施方式，并且可以被安装、配备或以其他方式设置在车辆(例如车辆30)上。系统400可

以包括无线通信模块410，该无线通信模块410被配置为当遥控器20物理上位于距车辆30的

范围75内时无线地接收来自遥控器20的信号。接收到的信号可以用作系统400启动过程(例

如过程300)的触发器。此外，系统400可以包括存储器430，该存储器430被配置为存储各种

构件，例如，数据接收器440、数据分析器450、意图检测器460和通知模块470。系统400还可

以包括被配置为执行存储在存储器430中的各种构件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例如处理器

420。系统400还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传感器480和一个或多个致动器490。在一些实施例中，

一个或多个传感器480可以包括如上所述设置在车辆30上的传感器41、42、43和44。在一些

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致动器490可以包括设置在车辆30的进入点处并且被配置为打开进

入点的闩锁螺线管和预弹起或动力开启机构。

[0070] 数据接收器440可以被配置为接收表明用户10正在接近车辆30的音频数据和/或

视频数据。在一些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传感器480可以包括视频摄像机和/或麦克风，并且

被配置为生成音频数据和/或视频数据。

[0071] 数据分析器450可以被配置为分析音频数据和/或视频数据，从而获取有用信息。

数据分析器450可以包括遥控器检测器452和空闲的手检测器454。遥控器检测器452可以通

过分析音频数据和/或视频数据来检测遥控器20相对于用户10的位置。也就是说，遥控器检

测器452可以检测遥控器20位于用户10携带的钱包或背包24中。遥控器检测器452可以识别

遥控器20是否被保持在用户10的手中。空闲的手检测器454可以检测用户10是否具有可用

于手动地打开车辆30的进入点的空闲的手。

[0072] 意图检测器460可以被配置为检测用户10进入车辆30的内部的意图。意图检测器

460可以包括轨迹分析器462、姿势和眼球检测器464以及附近信息模块466。轨迹分析器462

可以被配置为分析用户10当他或她接近车辆30时的运动轨迹，例如图2中的可能轨迹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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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3、54和55。当用户10显示出像轨迹51、52或53那样的运动轨迹时，轨迹分析器462可以

确定用户10具有进入车辆30的内部的意图。此外，轨迹分析器462可以通过分析用户10正在

接近车辆30的轨迹来确定车辆30的多个进入点之一(例如，进入点61、62和63之一)为用户

10打算进入车辆30的内部的进入点。另一方面，当用户10显示出像轨迹54和55那样的运动

轨迹时，轨迹分析器462可以确定用户10没有进入车辆30的内部的意图。姿势和眼球检测器

464可以被配置为检测用户10的姿势、眼球运动和面部特征(例如耸肩、注视和/或挑眉)作

为用户10打算进入车辆30的内部的指示。附近信息模块466可以被配置为从车载源(例如，

在车辆30上提供的GPS)或远程源(例如，远程ADAS)接收关于车辆附近的数字地图数据。车

辆附近的一种或多种类型的营业所可以从数字地图中确定以帮助确定用户进入车辆30的

内部的意图。例如，数据分析器450可以检测用户10正在接近车辆30，双手拿着购物袋，同时

附近信息模块466确定附近有购物中心。系统400可以由此确定用户10有较高的机会想要进

入车辆30内部以将购物袋存放车辆30中。作为另一个示例，数据分析器450可以检测用户10

正在轮椅中或者推着轮椅接近车辆30，同时附近信息模块466确定在停放车辆30的地方旁

边有老年中心。系统400可以由此确定用户10有较高的机会想要打开侧进入点(例如，右进

入点620)并且操纵轮椅进入车辆30。

[0073] 一旦确定用户10确实具有进入车辆30的内部的意图，通知模块470就可以立即或

在稍后的时刻通知一个或多个致动器490打开被确定为用户10的期望的进入点的车辆的进

入点61、62和63之一。

[0074] 根据本公开的各种实施例的系统和方法产生了许多优点。优点至少包括当用户在

接近车辆时没有空闲的手或者不能手动地打开进入点时，解锁和打开用户期望的车辆的进

入点。

[0075] 本文中使用冠词“一(a/an)”来指代一个或一个以上(即，至少一个)语法对象。举

例来说，“用户”是指一个用户或一个以上用户。贯穿本说明书，参考“一个实施例”、“一实施

例”，“一个示例”或“一示例”是指关于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特定特征、结构或特性被包括在

本公开的至少一个实施例中。因此，贯穿本说明书的各个地方出现的短语“在一个实施例”、

“在一实施例中”、“一个示例”或“一示例”未必都指同一实施例或示例。此外，特定特征、结

构、数据库或特性可以以任何合适的组合和/或子组合被组合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

中。此外，应当领会的是，随说明书提供的附图是用于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说明的目的，并且

附图不一定按比例绘制。

[0076] 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可以被实施为装置、方法或计算机程序产品。因此，本公开可

以采取完全由硬件构成的实施例、完全由软件构成的实施例(包括固件、驻留软件、微代码

或诸如此类)、或组合所有总体上本文可以被称为“电路”、“模块”或“系统”的软件和硬件方

面的实施例的形式。此外，本公开的实施例可以采取体现在具有体现在介质中的计算机可

用程序编码的任何有形表达介质中的计算机程序产品的形式。

[0077] 附图中的流程图和框图说明根据本公开的各种实施例的系统、方法和计算机程序

产品的可能实施方式的架构、功能和操作。关于这点，流程图或框图中的每一个框可以表示

模块、段或代码的一部分，代码包含用于实施指定逻辑功能的一个或多个可执行指令。还应

当指出的是，框图和/或流程图的每一个框、以及框图和/或流程图中的框的组合可以由执

行指定功能或动作的基于专用硬件的系统或专用硬件和计算机指令的组合来实施。这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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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程序指令还可以被存储在可以引导计算机或其它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来以特定方式

运作的计算机可读介质中，使得存储在计算机可读介质中的指令产生包括实施在流程图

和/或框图的一个框或多个框中指定的功能/动作的指令手段的制品。

[0078] 虽然就某些实施例描述了本公开，但是鉴于本公开的好处，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包括不提供本文所阐述的全部好处和特征的实施例的其它实施例将是显而易见

的，这也在本公开的范围之内。应该理解的是，在不脱离本公开的范围的前提下，可以利用

其他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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