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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及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门碰撞检测的

装置和系统。装置的实施例包括具有用户界面的

计算机。一个或多个门碰撞检测(DCD)传感器通

信地联接到所述计算机并且适于安装到车门的

外部。每个车门具有门撞击区域，使得如果所述

门打开，则所述撞击区域中的物体将被所述门撞

击，并且每个DCD传感器具有建立检测区域的视

场和范围，在所述检测区域内所述DCD传感器可

收集数据。每个检测区域包括至少所述对应门撞

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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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计算机，所述计算机包括至少处理器、存储器和存储装置；

用户界面，所述用户界面通信地联接到所述计算机；以及

一个或多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所述一个或多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通信地联接到所述

计算机并且适于安装到车辆的对应车门的外部，其中：

每个车门具有门撞击区域，其中如果所述车门打开，则所述门撞击区域内的至少一个

物体将被所述车门撞击，并且

每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具有视场和范围，其中对于每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所述视场

和所述范围建立检测区域，在所述检测区域内所述门碰撞检测传感器可收集数据，并且其

中每个检测区域包括至少所述对应门撞击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用于：

从所述一个或多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接收数据；

基于所述接收的数据，确定所述对应门撞击区域中是否存在任何物体；以及

如果确定所述门撞击区域中存在任何物体，则经由所述用户界面警告所述车辆的乘

员。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门碰撞

检测传感器包括可安装在所述车辆的驾驶员侧的后视镜上的门碰撞检测传感器，以及可安

装在所述车辆的乘客侧的后视镜上的门碰撞检测传感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门碰撞

检测传感器中的每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是摄像机，所述摄像机可收集静止图像或视频图

像。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像机是立体摄像

机或飞行时间摄像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门碰撞

检测传感器中的每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的所述视场在45度和190度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门碰撞

检测传感器中的每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的所述范围在0和6英尺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界面包括用以

提供视觉警告的显示器和/或用以提供听觉警告的麦克风。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还包括在所述计算机内或联接到所

述计算机的车辆状态感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还用于仅在所述车辆状态感测系

统指示以下条件中的至少一者为真的情况下激活所述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

所述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在所述用户界面中已被接通；

所述车辆处于停车挡位；

正在部署解锁所述一个或多个车门中的一个车门的把手；以及

所述车辆的电机的转矩或速度为零。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联接到所述计

算机的一对或多对声纳传感器，每对声纳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车辆的前角处，使得每对声纳

传感器中的一个声纳传感器指向前方，并且每对声纳传感器中的另一个声纳传感器指向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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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还用于：

从所述一对或多对声纳传感器接收数据；

基于所述接收的声纳数据，确定是否有任何物体存在于所述门撞击区域中或有物体即

将进入所述门撞击区域；以及

如果确定有任何物体存在在所述门撞击区域中或有物体即将进入所述门撞击区域，则

经由所述用户界面警告所述车辆的乘员。

12.一种用于门碰撞检测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车辆，所述车辆包括至少驾驶员门和前座乘客门；

车门碰撞检测装置，所述车门碰撞检测装置包括：

计算机，所述计算机包括至少处理器、存储器和存储装置；

用户界面，所述用户界面通信地联接到所述计算机；

一对门碰撞检测传感器，所述一对门碰撞检测传感器通信地联接到所述计算机，其中

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被安装到所述驾驶员门的外部，并且另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被安

装到所述前座乘客门的外部，其中：

所述驾驶员门和所述前座乘客门各自具有门撞击区域，其中如果对应门打开，则所述

门撞击区域内的至少一个物体将被所述对应门撞击，并且

每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具有视场和范围，其中对于每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所述视场

和所述范围建立检测区域，在所述检测区域内所述门碰撞检测传感器可收集数据，并且其

中每个检测区域包括至少其对应门的所述门撞击区域。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用于：

从所述一对门碰撞检测传感器接收数据；

基于所述接收的数据，确定所述驾驶员门的所述门撞击区域或所述前座乘客门的所述

门撞击区域中是否存在任何物体；以及

如果确定任一门撞击区域中存在任何物体，则经由所述用户界面警告所述车辆的乘

员。

14.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门碰撞检测传感

器被安装在所述驾驶员门上的后视镜上，以及所述前座乘客门上的后视镜上。

15.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门碰

撞检测传感器中的每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是摄像机，所述摄像机可收集静止图像或视频

图像。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像机是立体摄

像机或飞行时间摄像机。

17.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门碰

撞检测传感器中的每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的所述视场在45度和190度之间。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门碰

撞检测传感器中的每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的所述范围在0和6英尺之间。

19.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界面包括用

以提供视觉警告的显示器和/或用以提供听觉警告的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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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在所述计算机

内或联接到所述计算机的车辆状态感测系统，其中所述处理器还用于仅在所述车辆状态感

测系统指示以下条件中的至少一者为真的情况下激活车门碰撞检测装置：

所述车门碰撞检测装置在所述用户界面中已被接通；

所述车辆处于停车挡位；

正在部署解锁所述一个或多个车门中的一个车门的把手；以及

所述车辆的电机的转矩或速度为零。

21.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联接到所述计

算机的一对或多对声纳传感器，每对声纳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车辆的前角处，使得每对声纳

传感器中的一个声纳传感器指向前方，并且每对声纳传感器中的另一个声纳传感器指向侧

面。

2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还用于：

从所述一对或多对声纳传感器接收数据；

基于所述接收的声纳数据，确定是否有任何物体存在于所述门撞击区域中或有物体即

将进入所述门撞击区域；以及

如果确定有任何物体存在在所述门撞击区域中或即将进入所述门撞击区域，则经由所

述用户界面警告所述车辆的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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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所公开的实施例主要涉及车辆，并且尤其但不仅仅涉及用于车门碰撞检测/门打

开警告(door  collision  detection/door  open  warning,DCD/DOW)的装置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大多数重大车辆事故在车辆以相对较高的速度行驶时发生，但是当车辆以非常慢

的速度行驶或静止时也会发生较多的轻微事故。例如，当车辆停止时，事故可在乘员不安全

地打开车门时发生。门可能撞击或碰撞门间隙或撞击区域内的物体。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是

乘员在坐在车辆中时可能无法看到的物体，因为物体太低而乘员的视线被门阻挡，因为物

体不在乘员对它们预期的位置中，或者因为乘员分心或由于其他原因未能察觉它们。示例

包括其他车辆、路标杆、人、消防栓、邮筒、或其他类型的物体。

[0003] 这些低速或静止的事故通常不会对车辆乘员造成伤害，但是将车门朝向物体打开

可导致车辆损坏，例如门弯折、装饰破损或损坏、窗户破损或损坏等。被打开的车门撞击的

物体(诸如相邻车的门弯折)还可导致财产损害。在极少数情况下，例如，如果打开的门撞击

行人或者经过或静止的骑行者，则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及系统，能够防止车门打开时与物

体发生碰撞，提高了安全性。

[0005] 描述了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的实施例，该装置包括联接到用户界面的计算机。

一个或多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通信地联接到计算机并且适于安装到对应车门的外部。每个

车门具有对应的门撞击区域，使得如果车门打开，则门撞击区域内的物体将被车门撞击，并

且每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具有建立检测区域的视场和范围，在该检测区域内门碰撞检测传

感器可收集数据。每个检测区域包括至少对应的门撞击区域。

[0006] 在一些实施例中，处理器用于：从一个或多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接收数据；确定对

应的门撞击区域中是否存在任何物体；以及如果门撞击区域中存在任何物体，则警告车辆

的乘员。

[0007] 在一些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包括可安装在车辆的驾驶员侧的

后视镜上的门碰撞检测传感器，以及可安装在车辆的乘客侧的后视镜上的门碰撞检测传感

器。

[0008] 在一些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中的每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是

摄像机，摄像机可收集静止图像或视频图像。

[0009] 在一些实施例中，摄像机是立体摄像机或飞行时间摄像机。

[0010] 在一些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中的每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的

视场在45度和190度之间。

[0011] 在一些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中的每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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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在0和6英尺之间。

[0012] 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界面包括用以提供视觉警告的显示器和/或用以提供听觉

警告的麦克风。

[0013] 在一些实施例中，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还包括在计算机内或联接到计算机的车

辆状态感测系统，处理器还用于仅在车辆状态感测系统指示以下条件中的至少一者为真的

情况下激活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

[0014] 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在用户界面中已被接通；

[0015] 车辆处于停车挡位；

[0016] 正在部署解锁一个或多个车门中的一个车门的把手；以及

[0017] 车辆的电机的转矩或速度为零。

[0018] 在一些实施例中，装置还包括联接到计算机的一对或多对声纳传感器，每对声纳

传感器设置在车辆的前角处，使得每对声纳传感器中的一个声纳传感器指向前方，并且每

对声纳传感器中的另一个声纳传感器指向侧面。

[0019] 在一些实施例中，处理器还用于：

[0020] 从一对或多对声纳传感器接收数据；

[0021] 基于接收的声纳数据，确定是否有任何物体存在在门撞击区域中或有物体即将进

入门撞击区域；以及

[0022] 如果确定有任何物体存在在门撞击区域中或有物体即将进入门撞击区域，则经由

用户界面警告车辆的乘员。

[0023] 用于门碰撞检测的系统的实施例包括具有至少驾驶员门和前座乘客门的车辆。车

门碰撞检测装置包括计算机，该计算机包括至少处理器、存储器和存储装置。用户界面通信

地联接到计算机，并且一对门碰撞检测传感器通信地联接到计算机。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

器被安装到驾驶员门的外部，并且另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被安装到前座乘客门的外部。

驾驶员门和前座乘客门各自具有门撞击区域，其中如果对应的门打开，则门撞击区域内的

至少一个物体将被对应的门撞击。每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具有视场和范围，其中对于每个

门碰撞检测传感器，该视场和范围建立检测区域，在该检测区域内门碰撞检测传感器可收

集数据，并且其中每个检测区域包括至少其对应门的门撞击区域。

[0024] 在一些实施例中，处理器用于：从该对门碰撞检测传感器接收数据；基于接收的数

据，确定驾驶员门的门撞击区域或前座乘客门的门撞击区域中是否存在任何物体；以及如

果确定任一门撞击区域中存在任何物体，则经由用户界面警告车辆的乘员。

[0025] 在一些实施例中，门碰撞检测传感器被安装在驾驶员门上的后视镜上，以及前座

乘客门上的后视镜上。

[0026] 在一些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中的每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是

摄像机，摄像机可收集静止图像或视频图像。

[0027] 在一些实施例中，摄像机是立体摄像机或飞行时间摄像机。

[0028] 在一些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中的每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的

视场在45度和190度之间。

[0029] 在一些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中的每一个门碰撞检测传感器的

范围在0和6英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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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界面包括用以提供视觉警告的显示器和/或用以提供听觉

警告的麦克风。

[0031] 在一些实施例中，系统还包括在计算机内或联接到计算机的车辆状态感测系统，

其中处理器还用于仅在车辆状态感测系统指示以下条件中的至少一者为真的情况下激活

车门碰撞检测装置：

[0032] 车门碰撞检测装置在用户界面中已被接通；

[0033] 车辆处于停车挡位；

[0034] 正在部署解锁一个或多个车门中的一个车门的把手；以及

[0035] 车辆的电机的转矩或速度基本上为零。

[0036] 在一些实施例中，系统还包括联接到计算机的一对或多对声纳传感器，每对声纳

传感器设置在车辆的前角处，使得每对声纳传感器中的一个声纳传感器指向前方，并且每

对声纳传感器中的另一个声纳传感器指向侧面。

[0037] 在一些实施例中，处理器还用于：

[0038] 从一对或多对声纳传感器接收数据；

[0039] 基于接收的声纳数据，确定是否有任何物体存在在门撞击区域中或有物体即将进

入门撞击区域；以及

[0040] 如果确定有任何物体存在在门撞击区域中或即将进入门撞击区域，则经由用户界

面警告车辆的乘员。

[0041] 本实用新型的用于门碰撞检测的装置及系统，通过安装在车门的门碰撞检测传感

器检测对应门撞击区域是否存在物体，从而可基于检测结果发出相应警告，防止车门打开

时与物体发生碰撞，提高了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42] 参考以下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非限制性和非排他性实施例进行描述，其中除非另

外指明，否则各个视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指代相同的部分。

[0043] 图1A是车门碰撞检测/门打开警告(DCD/DOW)系统的实施例的平面图。

[0044] 图1B是在车门上的DCD摄像机的实施例的侧视图。

[0045] 图2是具有DCD/DOW系统的实施例的车辆的平面图，示出了检测区域和门撞击区

域。

[0046] 图3是DCD/DOW系统的实施例的功能框图。

[0047] 图4是示出使用DCD/DOW系统的过程的实施例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公开了门碰撞检测/门打开警告(door  collision  detection/door  open 

warning ,DCD/DOW)系统的实施例。该系统包括附接到对应车门的一个或多个门碰撞检测

(DCD)摄像机。在即将打开门的情况下，DCD摄像机用于检测其对应门在打开的情况下可能

撞击的物体。如果检测到此类物体，则可以警告车辆的乘员，使得他们不打开门。

[0049] 图1A至图1B一起示出门碰撞检测/门打开警告(DCD/DOW)系统100的实施例。DCD/

DOW系统100被设置在车辆102之上和之中，并且包括通信地联接到车辆控制单元(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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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unit,VCU)110的一对门碰撞检测(DCD)摄像机104d,104p。两对声纳传感器108ds,

108df,108ps,108pf被设置在车辆102的前角处，并且还通信地联接到VCU  110。在该申请的

上下文中，该实体或设备“通信地联接”意指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联接：数据、命令或其他信息

可在两者之间在一个或两个方向上交换。

[0050] 在该对DCD摄像机104d ,104p中，DCD摄像机104d被设置在车辆的驾驶员侧镜106d

上，并且DCD摄像机104p被设置在车辆102的乘客侧镜106p上。如图1B所示，在不同的实施例

中，DCD摄像机104d可处于不同的位置，包括在镜106d的顶部上、在镜106d的底部上、或在镜

106d的端部上。虽然未示出，但DCD摄像机104p可被设置在乘客侧镜106p上的这些位置中的

任一个位置中。在一个实施例中，DCD摄像机104d和104p是常规的摄像机，但是在其他实施

例中，它们可以是立体摄像机、飞行时间摄像机、或一些其他类型的摄像机或其他类型的传

感器。在一些实施例中，DCD摄像机104d和104p是相同类型的摄像机，但是在其他实施例中，

它们不需要是相同的，而可以是不同类型的摄像机。

[0051] 两对声纳传感器108ds,108df,108ps,108pf被设置在车辆102的前角处或附近。驾

驶员侧的该对声纳传感器包括指向前方的声纳传感器108df(即，指向基本上平行于车辆轴

线101)和指向侧面的声纳传感器108ds(即，指向基本上垂直于车辆轴线101)。类似地，乘客

侧的该对声纳传感器包括指向前方的声纳传感器108pf和指向侧面的声纳传感器108ps。每

个单独的声纳传感器108df、108ds、108pf和108ps包括用以生成听觉信号的声音发射器和

用以接收由声音发射器生成的听觉信号的反射的声音接收器(例如麦克风)，从而使每个声

纳传感器108ds,108df ,108ps,108pf能够检测物体。在系统100的一些实施例中，可以省略

声纳传感器108ds,108df,108ps,108pf中的一个或多个，直至包含它们全部。

[0052] 系统100的其他实施例不必限于摄像机和声纳传感器，而可使用除了所示实施例

中示出的摄像机和声纳传感器之外或代替所示实施例中示出的摄像机和声纳传感器的其

他类型的传感器。例如，在其他实施例中，雷达、激光雷达、热红外传感器(thermal 

infrared  sensors,TIRS)或其他类型的传感器可用于替换和/或补充摄像机104d ,104p和

声纳传感器108ds,108df,108ps,108pf中的任一者或这两者。

[0053] 车辆控制单元(VCU)110是包括一个或多个微处理器、存储器、存储装置和通信接

口的控制器，通过该通信接口，该车辆控制单元可与其他部件通信，例如摄像机104d和

104p、以及声纳传感器108df、108ds、108pf和108ps(如果存在于系统100中)。VCU  110还通

信地联接到用户界面(在图1A至图1B中未示出，但参见图3)。VCU  110还可包括附加部件，例

如时钟、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等。在一实施例中，VCU  110是车

辆的主计算机，但是在其他实施例中，它可以是与车辆的主计算机或主要计算机分离的部

件。

[0054] 图2示出具有DCD/DOW系统100的实施例的车辆102的撞击区域和检测区域的实施

例。在车辆102中，每个门具有撞击区域105；在具有传统车门的实施例中，该车门沿着门的

前边缘垂直地铰接，当在上方观察时，其撞击区域将是弧形的并且以门铰链为中心。当然，

其他实施例可具有与传统车门不同地操作的门，在这种情况下，撞击区域的形状将相应地

改变。在所示出的实施例中，车辆102是四门乘客轿车，但在其他实施例中，车辆102可以是

不同类型的车辆，例如小卡车、运动型多用途车、小型货车或卡车，并且在其他实施例中，该

车辆可具有与所示不同数量的门，例如2个、3个或5个门。

说　明　书 4/7 页

8

CN 209904702 U

8



[0055] 每个DCD摄像机具有视场和范围：摄像机104d具有视场αd和范围rd，摄像机104p具

有视场αp和范围rp。对于每个摄像机104d ,104p，其范围和视场建立检测区域，在该检测区

域内该摄像机可检测物体。在一实施例中，DCD摄像机104d,104p具有在约45度和190度之间

的视场αd和αp，但是在其他实施例中，摄像机可具有更小或更大的视场。类似地，在一实施

例中，DCD摄像机104d和104p可具有在0和约1.5m之间(即，在0和约6英尺之间)的范围rd和

rp，但是在其他实施例中，摄像机可具有更小或更大的范围。

[0056] 在车辆102前方的每个声纳传感器108ds,108df,108ps,108pf具有视场和范围：声

纳传感器108ps具有视场αps和范围rps；声纳传感器108pf具有视场αpf和范围rpf；声纳传

感器108df具有视场αdf和范围rdf；并且声纳传感器108ds具有视场αds和范围rds。与104d,

104p摄像机一样，对于每个声纳传感器108ds,108df,108ps,108pf，其视场及其范围建立检

测区域，在该检测区域内，其可检测物体。在一实施例中，声纳传感器具有在约45度和190度

之间的视场，但是在其他实施例中，声纳传感器可具有更小或更大的视场。类似地，在一个

实施例中，声纳传感器108ds,108df ,108ps,108pf可具有在0和约5m之间(即，在0和约20英

尺之间)的范围，但是在其他实施例中，声纳传感器可具有更小或更大的范围。

[0057] 在包括摄像机和声纳传感器的系统100的实施例中，单独的摄像机和传感器的检

测区域组合以形成一个或多个整体系统检测区域。在车辆102的乘客侧，摄像机104p、声纳

传感器108ps和声纳传感器108pf的检测区域组合以形成整体乘客侧检测区域202p。类似

地，在车辆102的驾驶员侧，摄像机104d、声纳传感器108ds和声纳传感器108df的检测区域

组合以形成整体驾驶员侧检测区域202d。尽管为了简单起见在图中以矩形形状示出，但是

检测区域202p和202d的确切形状将取决于摄像机104d,104p以及声纳传感器108ds,108df,

108ps,108pf(如果存在的话)的特定视场和范围。在省略声纳传感器108ds,108df ,108ps,

108pf的实施例中，检测区域202p和202d的形状也将与所示不同。

[0058] 为了提供防止门碰撞的保护，检测区域202p和202d可在车辆的其相应侧上与至少

一个门的撞击区域105的一些或全部重叠或者包括至少一个门的撞击区域105的一些或全

部。如果摄像机104d,104p具有足够大的视场(例如，在一实施例中为190度)，则它们的各个

检测区域以及因此系统检测区域202d,202p也可与前门和后门的撞击区域重叠或者包括前

门和后门的撞击区域。如图所示，然后，检测区域202p包括前乘客门和后乘客门的撞击区域

105，并且类似地，检测区域202d包括前驾驶员侧门和后驾驶员侧门的撞击区域105。

[0059] 包括声纳传感器108ds,108df ,108ps,108pf的系统100的实施例使检测区域202p

和202d延伸超过车辆的其相应侧上的门的撞击区域105。这样的检测区域配置可用于检测

当前不在任何门的撞击区域105中但即将在撞击区域中的接近物体，例如接近的自行车。

[0060] 图3示出门碰撞检测/门打开警告(DCD/DOW)系统300的实施例的细节。在DCD/DOW

系统300中，VCU  110包括通信地联接到传感器融合模块304和威胁评估模块306的物体检测

模块302。车辆状态感测系统312也通信地联接到威胁评估模块306。在一些实施例中，模块/

系统302、304、306和312可在软件中实现，例如，它们可以是在VCU  110内的一个或多个处理

器上运行的单独线程、进程或服务。在其他实施例中，这些模块/系统可在硬件中实现，例如

用与VCU  110的主处理器配合的专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s,ASICs)实现。

[0061] 用户界面(user  interface,UI)308通信地联接到VCU  110，使得VCU110可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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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到用户界面并且从用户界面接收数据。除其他之外，用户界面308可显示门碰撞检测/

门打开警告(DCD/DOW)的状态，可提供车辆周围视图的视频流，并且可提供在门的撞击区域

中的DCD检测物体的视觉警告或听觉警告。用户界面308还包括软键按钮328，乘员可通过该

软键按钮导通和断开DCD/DOW系统。在其他实施例中，不需要由用户界面308提供用户警告，

而是可由其他元件提供。例如，与用户界面308分离的简单的光或其他视觉指示器可用于提

供视觉警告，而与用户界面分离的扬声器或其他声换能器可用于提供听觉警告。除了视觉

和听觉警告之外或代替视觉和听觉警告，其他实施例还可例如通过振动或敲击乘员座椅、

振动门把手等提供触觉警告。

[0062] 摄像机104p和104d通信地联接到物体检测模块302，使得摄像机104p和104d可将

数据发送到物体检测模块。在图示实施例中，摄像机104p和104d将视频流数据发送到物体

检测模块302，但在其他实施例中，可将其他类型的数据(例如，静止图像的序列)发送到物

体检测模块302。在具有声纳传感器108ps、108pf、108ds和108df的实施例中，声纳传感器

108ps、108pf、108ds和108df也通信地联接到物体检测模块302，使得它们可将声纳数据发

送到物体检测模块。在从摄像机104p和104d以及从声纳传感器108ps、108pf、108ds和108df

(如果存在的话)接收数据后，物体检测模块302和威胁评估模块306分析接收的数据以确定

在任何门撞击区域105中是否有物体存在于检测区域202d或202p内(参见图2)。如果威胁评

估模块306确定有物体存在于任何门撞击区域中，则其可向用户界面308发送命令，使得用

户界面可向车辆乘员提供视觉或听觉警告。

[0063] 系统300的各种其他特征控制DCD/DOW系统何时接收电源并进行操作。系统300联

接到车辆的动力系统的元件，该动力传动系包括高压(high-voltage,HV)电池316、DC/DC转

换器314和单独的低压(low-voltage,LV)电池322。系统300还联接到门闩传感器326、用户

界面308上的DOW软键328、车辆挡位330、动力系统中的电机转矩和电机速度传感器334、以

及控制是否给用户界面308供电的UI/UX(User  Interface/UserExperience)通电开关310。

[0064] 点火开关320与由逻辑门的组合实现的逻辑一起确定如何向系统300供电。逻辑门

的组合包括与门324、或门336和与门338。与门324的输入端联接到低压电池322并且联接到

与门338的输出端。与门338使其输入端联接到或门336的输出端并且联接到UI/UX通电开关

310。或门336使其输入端联接到动力系统334中的电机转矩和电机速度传感器。对于逻辑

门，输入和输出可以是真(即，逻辑1或启用)，或者可以是假(即，逻辑0或禁用)。

[0065] 如果点火开关320导通，则高压电池316经由点火开关320通过DC/DC转换器314向

系统供电。但是如果点火开关320断开，则逻辑门324、336和338确定低压电池322是否向系

统供电。如果电机转矩或电机速度基本上为零，使得或门336的任一输入是真，则或门336的

输出也是真。如果UI/UX通电开关310的输出也是真，则与门338的两个输入均是真，并且与

门338的输出也是真。如果与门324的两个输入(即，低压电池322的输出和与门338的输出)

均是真，则与门324的输出是真，并且低压电池322经由点火开关320向系统供电。

[0066] 通过向系统供电，DCD/DOW系统是否有效通过由与门332、或门336和与门338实现

的逻辑来控制。与门332使其输入端联接到门闩传感器326、挡位传感器330和DOW软键328，

并且使其输出端联接到车辆状态感测系统312中的与门313。或门336使其输入端联接到动

力系统334中的电机转矩和电机速度传感器，并且使其输出端联接到与门338的输入端。与

门338使其输入端联接到或门336的输出端并且联接到UI/UX通电开关310，并且使其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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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到与门324以及车辆状态感测系统312内的与门313；在系统312内，与门313可在硬件或

软件中实现。

[0067] 在操作中，如果与门332感测到其全部三个输入都是真(即，门闩传感器326感测到

门把手正在被乘员激活，软键按钮328已导通DCD/DOW系统，并且车辆的挡位330已被设置为

停车)，则与门332向与门313输出真信号。同时，如果与门338感测到其两个输入均是真(即，

UI/UX通电开关310是有效的，并且动力系统334中的电机转矩和电机速度中的一个或两个

基本上为零，使得或门336的输出也是真)，则与门338向与门313输出真信号。当与门313的

两个输入均是真时，则与门313输出激活威胁评估模块306的信号，该威胁评估模块然后继

续与其他模块一起工作以评估门碰撞的威胁。然后，如果威胁评估模块检测到撞击区域中

的物体(即，门碰撞的威胁)，则其可警告车辆乘员。在一实施例中，从目标满足警告要求的

时间到警告指示被激活的时间的整体系统响应时间可以不超过300ms。在其他实施例中，车

辆内门把手的激活可以是用以激活DCD/DOW系统的主要机制，即，在门把手处于打开位置时

检测和警告可被启用，而在门把手处于关闭位置时检测和警告可被禁用。当然，其他实施例

可包括在硬件(例如，逻辑门)或软件中实现的逻辑，该逻辑使得检测和/或警告系统的激活

取决于上面示出和讨论的条件的不同组合，或者与示出和讨论的条件不同的条件或条件的

组合。

[0068] 图4示出过程或方法400的实施例，DCD/DOW系统可通过该过程或方法来操作。该过

程开始于框402。在框404处，该过程确定DCD/DOW系统是否已例如通过车辆中的用户界面上

的开关或软键而接通。如果在框404处DCD/DOW系统未被接通，则过程在框406处停止。但是

如果在框404处DCD/DOW系统已被接通，则该过程在框408处激活一个或多个DCD摄像机。

[0069] 使DCD摄像机在框408处激活后，在框410处，该过程检查是否存在任何声纳传感

器；如上所述，一些实施例可具有声纳传感器，而其他实施例无需具有声纳传感器。如果在

框410处，该过程确定存在声纳传感器，则在框412处，激活声纳传感器。但是如果在框410

处，该过程确定不存在声纳传感器，则该过程进行到框414，其中该过程仅从DCD摄像机接收

数据。

[0070] 在框414处，该过程从一个或多个DCD摄像机接收数据，并且从声纳传感器(如果存

在)接收数据。在框416处，基于在框414处接收的数据，该过程确定是否有物体存在在DCD摄

像机所安装的一个或多个门的撞击区域中和/或是否有物体即将进入撞击区域。在框418

处，该过程检查是否有物体存在在撞击区域中和/或即将进入撞击区域。如果在框418处，该

过程确定没有物体存在在撞击区域中或即将进入撞击区域，则该过程返回到框414，其中该

过程继续接收数据。但是如果在框418处，该过程确定有物体存在在撞击区域中或即将进入

撞击区域，则该过程进行到框420，其中该过程感测车辆的状态，包括例如车辆是否处于停

车档位，座椅互锁是否被激活，以及门把手当前是否被激活之类的状态。

[0071] 在框422处，该过程基于在框420处感测到的车辆状态来检查是否将门打开警告

(DOW)给予车辆的乘员。如果在框422处，该过程确定车辆状态未调用警告，则该过程返回到

框420以重新评估车辆状态。但是如果在框422处该过程确定车辆状态确实调用警告，则在

框424处该过程警告车辆乘员。在框424处警告乘员后，该过程在框426处停止。

[0072] 实施例的以上描述并非意图是穷尽性的或将本实用新型限制为所描述的形式。本

文中出于说明性目的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和示例，但是各种修改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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