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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汽车可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汽车可视系统，用于

替代汽车的物理玻璃后视镜，它包括分别装设在

汽车车身前半部两侧位置的两载体，每一载体上

分别装设有三个摄像镜头，其一摄像镜头装设在

载体朝向车前的侧面上并用于获取A柱盲区的图

像，另两摄像镜头装设在载体朝向车后的侧面上

并用于获取车身侧后方区域的图像，具有带微控

制器的智能控制模块及至少一屏幕，每一载体上

的三个摄像镜头均与所述智能控制模块电性连

接并能将获取的图像信息传输至智能控制模块，

屏幕与所述智能控制模块电性连接并用于显示

每一摄像镜头获取的图像信息。它具有如下优

点：解决A柱盲区问题，提高驾驶的可操作性、便

利性和安全性，整车减小风阻，降低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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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可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分别装设在汽车车身前半部两侧位置的两载

体，每一载体上分别装设有三个摄像镜头，其一摄像镜头装设在载体朝向车前的侧面上并

用于获取A柱盲区的图像，另两摄像镜头装设在载体朝向车后的侧面上并用于获取车身侧

后方区域的图像，具有带微控制器的智能控制模块及至少一屏幕，所述每一载体上的三个

摄像镜头均与所述智能控制模块电性连接并能将获取的图像信息传输至智能控制模块，所

述屏幕与所述智能控制模块电性连接并用于显示每一摄像镜头获取的图像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可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载体的形状是由相互垂

直的两个纵向面经过圆锥椎体轴向去剖开圆锥椎体后形成的四分之一椎体，所述四分之一

椎体具有两纵向垂直面、一底面和一锥面，所述载体的锥面朝向车前，所述其一纵向垂直面

朝向车身并与车身连接，所述底面朝向车后，所述其一摄像镜头装设在锥面上，所述另两摄

像头装设在底面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可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载体的形状是由相互垂

直的两个纵向面经过子弹头状实体的轴向去剖开子弹头状实体后形成的四分之一子弹头

状实体，所述四分之一子弹头实体具有两纵向垂直面、一底面和一锥面，所述载体的锥面朝

向车前，所述其一纵向垂直面朝向车身并与车身连接，所述底面朝向车后，所述其一摄像镜

头装设在锥面上，所述另两摄像头装设在底面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可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六个屏幕，分别对应显

示六个摄像镜头获取的图像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汽车可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六个屏幕三个一组分设

在车身两侧的A柱上，左侧A柱上的三个屏幕用于显示左侧载体上的三个摄像镜头获取的图

像信息，右侧A柱上的三个屏幕用于显示右侧载体上的三个摄像镜头获取的图像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汽车可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两侧A柱上的三个屏幕

沿着A柱的延伸方向自上而下呈前后阶梯式布设。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汽车可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屏幕与A柱活动连接，实

现屏幕可视角度的调节。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一种汽车可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装设在车

身前端部及车身后端部的前雷达装置和后雷达装置，所述前雷达装置和后雷达装置均与所

述智能控制模块电性连接，用于检测车身至车身前后空间障碍物的距离。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汽车可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前雷达装置具有三个，

在车身前端部沿着车身横向均匀间隔布设，所述后雷达装置具有三个，在车身后端部沿着

车身横向均匀间隔布设。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可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载体设在汽车车身前

半部靠近A柱的位置。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可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两载体分别安装在原

汽车两玻璃后视镜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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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可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汽车电子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汽车可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行业已进入电子时代，现有汽车观察车身周围的情况是通过物理后视镜观

察，为了能够在后视镜片中反映出足够的视野，物理后视镜的外形较大，汽车行驶起来后风

阻及噪声也相应增大，同时，现有物理后视镜不能反映出A柱盲区的情况，驾驶员在需要转

弯掉头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探出脑袋观察A柱盲区的情况，给驾驶员带来一定驾驶操作难

度，且给驾驶员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汽车可视系统，其克服了背景技术中所述的现有技术的不

足。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汽车可视系统，它包括分别装设在汽车车身前半部两侧位置的两载体，每一

载体上分别装设有三个摄像镜头，其一摄像镜头装设在载体朝向车前的侧面上并用于获取

A柱盲区的图像，另两摄像镜头装设在载体朝向车后的侧面上并用于获取车身侧后方区域

的图像，具有带微控制器的智能控制模块及至少一屏幕，所述每一载体上的三个摄像镜头

均与所述智能控制模块电性连接并能将获取的图像信息传输至智能控制模块，所述屏幕与

所述智能控制模块电性连接并用于显示每一摄像镜头获取的图像信息。

[0006] 一实施例之中：所述载体的形状是由相互垂直的两个纵向面经过圆锥椎体轴向去

剖开圆锥椎体后形成的四分之一椎体，所述四分之一椎体具有两纵向垂直面、一底面和一

锥面，所述载体的锥面朝向车前，所述其一纵向垂直面朝向车身并与车身连接，所述底面朝

向车后，所述其一摄像镜头装设在锥面上，所述另两摄像头装设在底面上。

[0007] 一实施例之中：所述载体的形状是由相互垂直的两个纵向面经过子弹头状实体的

轴向去剖开子弹头状实体后形成的四分之一子弹头状实体，所述四分之一子弹头实体具有

两纵向垂直面、一底面和一锥面，所述载体的锥面朝向车前，所述其一纵向垂直面朝向车身

并与车身连接，所述底面朝向车后，所述其一摄像镜头装设在锥面上，所述另两摄像头装设

在底面上。

[0008] 一实施例之中：包括六个屏幕，分别对应显示六个摄像镜头获取的图像信息。

[0009] 一实施例之中：所述六个屏幕三个一组分设在车身两侧的A柱上，左侧A柱上的三

个屏幕用于显示左侧载体上的三个摄像镜头获取的图像信息，右侧A柱上的三个屏幕用于

显示右侧载体上的三个摄像镜头获取的图像信息。

[0010] 一实施例之中：所述两侧A柱上的三个屏幕沿着A柱的延伸方向自上而下呈前后阶

梯式布设。

[0011] 一实施例之中：所述屏幕与A柱活动连接，实现屏幕可视角度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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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一实施例之中：还包括装设在车身前端部及车身后端部的前雷达装置和后雷达装

置，所述前雷达装置和后雷达装置均与所述智能控制模块电性连接，用于检测车身至车身

前后空间障碍物的距离。

[0013] 一实施例之中：所述前雷达装置具有三个，在车身前端部沿着车身横向均匀间隔

布设，所述后雷达装置具有三个，在车身后端部沿着车身横向均匀间隔布设。

[0014] 一实施例之中：所述载体设在汽车车身前半部靠近A柱的位置。

[0015] 一实施例之中：所述两载体分别安装在原汽车两玻璃后视镜的位置。

[0016] 本技术方案与背景技术相比，它具有如下优点：

[0017] 1、通过摄像镜头获取A柱盲区的图像及车身侧后方区域的图像，并通过车内屏幕

显示出来，克服了现有物理后视镜的A柱盲区问题，使得驾驶员在观察车身周围环境时，无

需探头，提高了驾驶时的可操作性、便利性及安全性。

[0018] 2、本案所述汽车可视系统可实现现有物理后视镜的后视功能，因此可代替现有物

理后视镜工作，改用四分之一椎体形状或四分之一子弹头形状的载体承载摄像镜头，符合

空气动力学，减小风阻及噪音。

[0019] 3、在车身的前端部和后端部安装雷达，再结合载体上的摄像镜头，实现汽车整车

周围的全方位监视。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图1绘示了汽车整车结构示意图之一；

[0022] 图2绘示了图1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3] 图3绘示了汽车整车结构示意图之二；

[0024] 图4绘示了图3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5] 图5绘示了汽车整车结构的俯视示意图；

[0026] 图6绘示了载体的结构及摄像镜头在载体上的安装示意图；

[0027] 图7绘示了屏幕与人眼之间的视角关系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请查阅图1至图6，一种汽车可视系统，它包括分别装设在汽车车身前半部两侧位

置的两载体1，两载物体1的前端为汽车的前挡风玻璃6，具体地，该载体1具体是设在汽车车

身前半部靠近A柱100的位置，或者现有后视镜所在的位置，每一载体1上分别装设有三个摄

像镜头2，其一摄像镜头21装设在载体1朝向车前的侧面上并用于获取A柱100盲区的图像，

另两摄像镜头22装设在载体1朝向车后的侧面上并用于获取车身侧后方区域的图像，具有

带微控制器的智能控制模块及至少一屏幕3，该每一载体1上的三个摄像镜头2均与该智能

控制模块电性连接并能将获取的图像信息传输至智能控制模块，该屏幕3与该智能控制模

块电性连接并用于显示每一摄像镜头2获取的图像信息。该六个摄像镜头2在相应的载体上

根据现有技术均可实现摄像角度调节。

[0029] 该载体1的形状是由相互垂直的两个纵向面经过圆锥椎体轴向去剖开圆锥椎体后

形成的四分之一椎体，该四分之一椎体具有两纵向垂直面、一底面和一锥面，该载体1的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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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向车前，该其一纵向垂直面朝向车身并与车身连接，所述底面朝向车后，所述其一摄像

镜头21装设在锥面上，所述另两摄像头22装设在底面上。本实施例中，该载体1的形状是由

相互垂直的两个纵向面经过子弹头状实体的轴向去剖开子弹头状实体后形成的四分之一

子弹头状实体，该四分之一子弹头实体具有两纵向垂直面、一底面和一锥面，该载体1的锥

面朝向车前，该其一纵向垂直面朝向车身并与车身连接，所述底面朝向车后，所述其一摄像

镜头21装设在锥面上，所述另两摄像头22装设在底面上。采用四分之一椎体或四分之一子

弹头实体形状的载体，更加符合空气动力学的要求，降低汽车风阻及噪声。

[0030] 本实施例中，采用六个屏幕3，分别对应显示六个摄像镜头2获取的图像信息。该六

个屏幕3三个一组分设在车身两侧的A柱100上，左侧A柱100上的三个屏幕用于显示左侧载

体上的三个摄像镜头获取的图像信息，右侧A柱100上的三个屏幕用于显示右侧载体上的三

个摄像镜头获取的图像信息。该两侧A柱100上的三个屏幕3沿着A柱100的延伸方向自上而

下呈前后阶梯式布设。请查阅图7，为了适应不同体型的驾驶员的观察要求，该屏幕3与A柱

100采用活动连接，实现屏幕3可视角度的调节，该活动连接可为枢转连接、铰接，或者该活

动连接为采用受力后可弯曲变形(如金属的塑性变形弯曲)的材料连接，达到调节屏幕角度

的目的。除此以外，根据需要，该屏幕3还可以设在汽车前座的前方中央，靠近汽车主屏幕放

置，该主屏幕往往用来显示导航地图、媒体播放等。

[0031] 还包括装设在车身前端部及车身后端部的前雷达装置4和后雷达装置5，该前雷达

装置4和后雷达装置5均与该智能控制模块电性连接，用于检测车身至车身前后空间障碍物

(特别是倒地的人或小孩)的距离。该前雷达装置4具有三个，在车身前端部沿着车身横向均

匀间隔布设，该后雷达装置5具有三个，在车身后端部沿着车身横向均匀间隔布设。通过前

后雷达装置4、5的设置，加上左右摄像镜头2，可实现汽车周围360度的自动监视和检测，提

高汽车的驾驶便利性和安全性。

[0032] 本实施例所述的汽车可视系统的一个具体监测过程如下：汽车电源启动后，智能

控制模块开始执行程序，通过前、后雷达装置4、5搜索确认车身前、后无人无障碍，通过摄像

镜头2获取并传输至屏幕3的图像信息，驾驶员通过屏幕3观察车身左前、左后、右前、右后区

域均无障碍，即可确认安全。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实施例而已，故不能依此限定本实用新型实施的

范围，即依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及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应仍属本实用新

型涵盖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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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7

CN 214874511 U

7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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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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