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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提供了一种用于控制车辆后车门(例如舱门

或行李箱)的车辆后车门控制系统和方法。方法

检测车辆的侧车门的打开并利用多个接近传感

器感测目标(例如车辆驾驶员或乘客)离开车辆

并从车辆的侧面移动到车辆后部的移动。响应于

检测到的侧车门的打开之后感测到的驾驶员或

乘客从车辆的侧面到后部的移动，方法控制驱动

器来打开车辆的后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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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控制车辆后车门的方法，包含：

检测车辆的侧车门的打开；

利用多个接近传感器感测从所述车辆的侧面移到所述车辆的后部的人的移动；以及

响应于在检测到的所述侧车门的打开之后的感测到的所述人的移动而控制驱动器以

打开所述车辆的所述后车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含在控制所述驱动器打开所述后车门前检测

所述人从所述车辆的后部移开的步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接近传感器包含位于所述车辆的一个或多个

侧车窗上的多个接近传感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接近传感器包含电容式传感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包含透明电极。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多个接近传感器进一步包含位于所述车辆后

车窗上的一个或多个接近传感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含在控制所述驱动器打开所述后车门前检测

离开所述车辆的人的步骤。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后车门包含舱门和行李箱门中的一个。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进一步包括控制激活的步骤，所述控制激活的步骤

包含激活马达来打开所述后车门，其中所述马达可被进一步驱动以在检测到所述人从后接

近传感器移开时关闭打开的所述后车门。

10.一种用于车辆后车门的控制系统，包含：

可操作地连接到所述车辆后车门的驱动器；

设置在所述车辆的侧面和后部的多个接近传感器，所述接近传感器用来检测从所述车

辆的侧面到所述车辆的后部的人的移动；以及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当检测到从所述侧面到所述后部的所述人的移动时控制所述驱动

器打开所述后车门。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控制系统，进一步包含用于感测侧车门的打开的侧车门传

感器，其中所述控制器进一步基于检测到的所述侧车门的打开来控制所述驱动器打开所述

后车门。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控制系统，进一步包含用于检测离开所述车辆的人的乘客

检测系统，其中所述控制器进一步基于检测到的离开所述车辆的人来控制对所述后车门的

激活。

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控制系统，其中所述接近传感器包含位于所述车辆的一个

或多个侧车窗上的多个接近传感器。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控制系统，其中所述接近传感器包含电容式传感器。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控制系统，其中所述电容式传感器包含透明电极。

16.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控制系统，其中所述多个接近传感器进一步包含位于所述

车辆的后车窗中的一个或多个接近传感器。

17.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控制系统，其中所述后车门包含舱门和行李箱门中的一个。

18.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控制系统，其中进一步包括控制激活的步骤，所述控制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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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骤包含激活马达来打开所述后车门，其中所述马达可被进一步驱动以在检测到所述人

从后接近传感器移开时关闭打开的所述后车门。

19.一种车辆，包含：

后车门；

侧车门；

用于检测所述侧车门的打开状态的车门传感器；

用于驱动所述后车门的驱动器；

设置在所述车辆的侧面和后部的多个接近传感器，所述接近传感器用于在检测到所述

侧车门的打开状态后检测从所述车辆的所述侧面到所述车辆的所述后部的人的移动；以及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用于在检测到从所述侧面到所述后部的所述人的移动时控制所述

驱动器来打开所述后车门。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车辆，进一步包含用于检测离开所述车辆的人的乘客检测

传感器，其中所述控制器进一步基于在所述人从所述车辆的所述侧面移动到所述车辆的所

述后部之前检测到的所述人离开所述车辆而驱动所述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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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控制车辆后车门的方法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总体上涉及车辆后车门(例如舱门或行李箱)的控制操作，并且更具体地涉

及基于接近感测来打开后车门。

背景技术

[0002] 机动车辆典型地包括大体上为舱门或行李箱形式的后车门，该车门关闭来包围后

存储舱以及打开来允许从车辆的后侧进入舱室。后车门典型地在关闭位置和打开位置之间

枢转。一些后舱门可包括马达或其他驱动器来在打开位置和关闭位置之间驱动舱门。其他

后车门(例如车辆的行李箱)可包括可驱动释放机构来允许行李箱打开。典型地，用户(例如

车辆驾驶员)需要手动或者通过开关(例如，密钥卡)或者传感器来驱动闩锁以激活舱门的

开闭。理想的情况是，提供使激活车门的用户交互最小化的后车门开启。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用于控制车辆后车门的方法。方法包括步骤：检

测车辆侧车门的打开，利用多个接近传感器感测从车辆的侧面移动到车辆后部的人的移

动，以及响应于在检测到的侧车门的打开之后感测到的人的移动而控制驱动器以打开车辆

的后车门。

[0004]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用于车辆后车门的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包括

可操作地连接到车辆后车门的驱动器以及设置在车辆的侧面和后部的多个接近传感器，该

接近传感器用来检测从车辆的侧面到车辆的后部的人的移动。控制系统还包括当检测到人

从侧面移动到后部时控制驱动器来打开后车门的控制器。

[0005] 根据本发明的进一步的方面，提供了一种车辆。车辆包括后车门、侧车门、用于检

测侧车门的打开状态的车门传感器、以及用于驱动后车门的驱动器。车辆还包括设置在车

辆的侧面和后部的多个接近传感器，该接近传感器用来在检测到侧车门的打开状态后检测

从车辆侧面到车辆后部的人的移动。车辆进一步包括当检测到从车辆侧面到车辆后部的人

的移动时用来控制驱动器以打开后车门的控制器。

[0006] 在学习下面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附图的情况下，本发明的这些和其他方面、目

的、和特征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被理解和领会。

附图说明

[0007] 附图中：

[0008] 图1是根据一实施例的具有后车门控制系统的机动车辆的透视图；

[0009] 图2是车辆的俯视图，其进一步说明控制系统使用的位于车窗中的不同接近传感

器；

[0010] 图3是车辆的侧面透视图，其进一步说明位于车窗中的接近传感器；

[0011] 图4是安装有在控制系统中使用的接近传感器的后车窗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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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图5是进一步说明车辆后车门控制系统的框图；

[0013] 图6是说明车辆后车门控制系统的控制程序的流程图；

[0014] 图7是根据一实施例的说明用于控制系统的后车门解锁序列的曲线图；以及

[0015] 图8是根据另一实施例的说明用于控制系统的后车门解锁序列中替代步骤的曲线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参照图1-3，总体上说明了机动轮式车辆10，其具有打开和关闭的后车门16以及根

据感测到的情况和控制程序来控制后车门16自动打开和关闭的控制系统50。车辆10总体上

具有乘客舱，该乘客舱具有配置为由驾驶员以及一个或多个乘客乘坐的车辆座椅。车辆10

具有位于方向盘前面的驾驶员侧座椅18A和相对侧的前排乘客座椅18B以及位于前排座椅

后部的后排乘客座椅。示出的车辆10具有位于车辆10的相对横向侧面上的前侧车门12A和

12B以及后侧车门14A和14B。横向侧面车门12A在打开和关闭位置之间枢转来允许车辆驾驶

员进入和离开车辆10。横向侧面车门12B在打开和关闭位置之间枢转来允许在驾驶员侧相

对侧的乘客进入和离开车辆10。后侧车门14A和14B类似地在打开和关闭位置之间枢转来允

许乘坐在车辆后部座椅区域的乘客进入和离开车辆10。示出的每个侧车门12A、12B、14A和

14B具有一个或多个车窗，每个车窗具有总体上以玻璃形式存在的透明窗格以允许透过车

窗的无阻挡视野。示出的前排驾驶员车门12A具有车窗22A，同时示出的前排乘客侧车门12B

具有车窗22B。后侧车门14A具有车窗24A以及相对的后侧车门14B具有车窗24B。应当理解的

是，车辆可以配备有更多或更少的车门以及更多或更少的车窗并且附加的车窗可以设置在

后侧车门14A和14B的后部。

[0017] 根据一实施例，车辆10的后车门16可以是舱门的形式，例如对于厢式货车或运动

型多用途车辆(SUV)或其他两厢车常见的。根据另一实施例，后车门16可以是用于小轿车型

车辆的行李箱的形式。后车门16具有至少一个后车窗26用来允许观看车辆10的后部。后车

门16总体上在允许从后侧进入车辆内部的打开位置和关闭位置之间枢转。后车门16具有可

驱动地打开后车门16的驱动器。根据一实施例，驱动器可以包括马达(例如直流马达)，该马

达提供动力以在打开和关闭位置之间移动车门16。根据另一实施例，驱动器可以包括闩锁

机构，该闩锁机构可释放来从其关闭位置解锁车门(例如舱门)以及允许例如通过偏置弹簧

来将行李箱门打开到打开位置。对于设置有后挡板的车辆，可想而知后挡板可以是后车门。

应当理解的是，通过使用马达，后车门16可以通过使用马达来打开和关闭。

[0018] 车辆10配备有后车门控制系统，该后车门控制系统根据控制程序来控制后车门的

驱动从而当车辆10的驾驶员或乘客离开车辆的侧车门并移动到车辆10的后端时允许后车

门自动打开。控制系统50包括设置在车辆10的侧面和后部的多个接近传感器来感测驾驶员

或乘客从车辆的一侧到车辆的后端的位置的移动。接近传感器包括示出的位于车辆不同车

窗22A、22B、24A、24B和26上的接近传感器30A-30K。在示出的实施例中，前排驾驶员侧车门

车窗22A包括相互前后并排设置的第一和第二接近传感器30A和30B。类似地，后排驾驶员侧

车门车窗24A包括同样相互前后并排设置的第三和第四接近传感器30C和30D。示出的后排

车门车窗26具有相互并排设置的三个接近传感器30E-30G，由此，接近传感器30F位于后车

窗26的中间以及传感器30E和30G位于朝向后车窗26的相对侧。另外，后排乘客侧车门车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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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B具有并排设置的接近传感器30H和30I，然而前排乘客侧车窗22B具有并排设置的接近传

感器30J和30K。应当理解的是，接近传感器可以设置在车窗的其他不同部分或者沿着车辆

的侧面和后部延伸的车辆10的其他车窗上，车辆允许感测从车辆侧面的前部位置朝着总体

上处于后车门16的后部的车辆后端的后部位置移动的目标，例如车辆的驾驶员或乘客。对

于配备有位于后侧车门14A和14B后部的附加的侧面车窗的车辆，附加的侧面车窗可以包括

一个或多个接近传感器。优选的是，接近传感器定位并间隔开以当人从车辆10的侧面移动

到后部时允许连续感测驾驶员或乘客。

[0019] 根据一实施例，接近传感器30A-30K可以是电容式传感器。每个接近传感器32提供

感应激活场来感测例如人(例如驾驶员或乘客)的目标相对于接近传感器的靠近。在该实施

例中，每个接近传感器的感应激活场是电容场并且人体具有引起感应激活场改变或干扰的

导电性和介电性，这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的是，接近传感器的附加或替代类型能够用于感测靠近的目标，例如但不限于感应式传感

器、光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电阻式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激光器、场效应传感器、类似物

或它们的组合。示例性接近传感器在2009年4月9日的 触摸传感器设计指南，

10620D-AT42-04/09中描述，完整的参考在此通过引用的方式并入本文。

[0020] 图4说明了车窗之一(例如后车窗26)内电容式传感器形式的接近传感器的一种结

构。在该示例中，示出的三个后部接近传感器30E-30G并排设置并且每个接近传感器具有一

对电极。电极可以包括用于传递信号的驱动电极52和用于接收信号的接收电极54。电极52

和54总体上由透明导电材料形成以允许电容式传感器总体上不会被人看见。因此，透明的

接近传感器不会阻碍透过车窗的视线。驱动电极52和接收电极54分别具有用于产生电容场

的互相交叉的指状物。驱动电极52可接收在电压VI施加的方波驱动信号脉冲，以及接收电

极54具有用于产生输出电压VO的输出端。应当理解的是，电极52和54可以设置成其他不同

的结构来产生用作激活场的电容场。每个接近传感器的驱动电极52可被施加作为具有96兆

赫时钟频率的充电脉冲周期的方波信号脉冲的电压输入VI以使接收电极54充电到所需的

电压并实现所需的灵敏度。接收电极54由此用作测量电极。当人(例如驾驶员或乘客)进入

激活场时，靠近的每个接近传感器检测由人引起的对相应的激活场的干扰并确定该干扰是

否足以检测为例如3英尺或更长的距离内人员的靠近。激活场的干扰通过处理与每个接近

传感器对应的信道相关的充电脉冲信号来检测。每个接近传感器可以有它自己的专用信道

来产生由控制器处理的充电脉冲计数。

[0021] 根据一实施例，电容式传感器可使用铟锡氧化物作为清晰透明的导体。根据一示

例，电容式传感器还可以使用可包括现成的商用导电油墨的透明导电油墨，例如以

OrgaconTM品牌出售的EL-P油墨(例如EL-P3000)，该油墨由爱克发·吉华集团(AGFA)出售。

OrgaconTMEL-P油墨是基于导电聚合物的高透明、可丝网印刷的导电油墨。油墨包括导电聚

合物以及热塑性聚合物粘合剂。液体导电油墨可以以所需图案直接应用到玻璃车窗上或者

可以先形成薄膜，然后再将其应用和粘贴在车窗上。在任何情况下，形成电容式传感器的透

明油墨形成在车窗上并且对用户视觉透明。应当理解的是，接近传感器30A-30K利用视觉透

明的材料形成在车辆10的它们各自的车窗上。结果是，车辆内的乘客透过车窗具有无阻挡

视野并且接近传感器未被金属或其他可能阻碍或降低目标(例如在车辆10外面并且接近传

感器移动的人)感测的潜在的干扰物质所阻碍。应当理解的是，安装有接近传感器30A-3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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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30H-30K的侧面车窗可以与后车窗26中的后接近传感器30E-30G的形成类似地形成在相

应的车窗中。尽管示出的三个接近传感器30E-30G位于后车门16的后车窗中，应当理解的

是，根据其他实施例，接近传感器30E-30G也可以另外位于后车门16或车体的其他位置，例

如位于车辆的复合行李箱盖内。

[0022] 参照图5，进一步示出的后车门控制系统50具有在一实施例中作为包括微处理器

42和存储器44的控制器40示出的控制电路。控制器40可包括其他或附加模拟和/或数字电

路。存储在存储器中的控制程序100接收各种输入，例如从传感器感测到的输出并提供用于

控制后车门16的驱动的控制输出。到控制器40的输入端包括表示车辆处于驻车(P)并且因

此车辆未移动的车辆变速器位置信号(PRNDL)32、以及用于检测车辆中一个或多个乘客的

乘客检测传感器。乘客检测传感器34可包括用于检测车辆座椅区域中存在乘客的一个或多

个座椅重量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或其他传感器。到控制器40的其他输入端包括提供表示

车辆的侧车门打开或关闭状态的信号的驾驶员和乘客车门传感器36、以及提供表示车辆10

的后车门16打开或关闭状态的信号的行李箱/舱门打开/关闭传感器38。进一步，控制器40

接收从每个接近传感器30A-30K输出的感测到的接近信号作为输入。控制器40基于不同输

入来执行行李箱/舱门控制程序100并且生成到行李箱/舱门驱动器48的输出来控制后车门

在打开位置和关闭位置之间的驱动。另外，控制器40提供照明输出和音频输出46，例如提供

可视闪光和/或听觉鸣声。

[0023] 后车门控制系统50可进一步利用作为对控制器40的输入进一步示出的车辆密钥

卡52。车辆密钥卡52被认定为由驾驶员占有并且因此，当检测时，驾驶员被认定为某种情况

下接近或离开车辆的人。例如，当驾驶员靠近车辆时，车辆驾驶员可以通过密钥卡的存在来

检测，以及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接近传感器来检测并引起后车门16的激活来打开后车门

16。相反，在某种情况下，通过密钥卡可以检测车辆驾驶员离开车辆并且控制系统可以自动

关闭后车门16。对于在此示出和描述的密钥卡52的利用，根据另一实施例，应当理解的是，

控制系统可以在不处理密钥卡信号的情况下操作。

[0024] 参照图6，根据一实施例，示出了控制程序100。控制程序100开始于步骤102并前进

至判断步骤104来确定车辆是否被停放并被人(例如驾驶员或前排乘客)占用。如果车辆未

被停放或者车辆未被人占用，程序100返回至步骤104并等待满足车辆被停放并被人占用的

条件。否则，如果车辆被停放并被人占用，程序100前进至判断步骤106来确定或者驾驶员或

者乘客前侧车门是否打开。如果前侧车门未被打开，程序100返回至步骤104并等待满足步

骤102和104的条件。否则，如果驾驶员侧或者乘客侧车门被打开，程序100前进至判断步骤

108来确定人(例如驾驶员或前面乘坐的乘客)是否已经离开车辆并且人是否正朝着车辆的

后部向后移动。利用一个或多个乘客检测传感器来感测乘客离开座位区域可以用来检测离

开车辆的人，并且在对应侧车门处于打开位置的情况下利用前车门接近传感器30A和30B或

者30J和30K来检测乘客，可以用来检测在车辆外面前进的乘客。应当理解的是，当车门被打

开时，接近传感器30A和30B或者30J和30K可以检测靠近驾驶员前侧车门或乘客前侧车门的

乘客。这是可能的，原因在于在玻璃车窗的内部和外部方向上接近传感器信号被无障碍地

传送。朝向车辆后部的人的移动可以通过感测与顺序地朝着前车门的后部(例如安装有接

近传感器30C和30D或者30H和30I的后侧车门)前进的接近传感器密切相关的人的接近来检

测。通过使用多个接近传感器，沿着车辆的外侧从车辆的前部位置朝着后部位置的移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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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检测与顺序方式的接近传感器的序列相关的人来感测。进一步，朝着车辆后部以及

在车辆后部的人的移动可以通过位于后车窗26上的后部接近传感器30E-30G来检测。如果

人并未离开车辆并且如果人也没有朝着车辆的后部移动，程序100前进至步骤110来在步骤

110等待车辆前侧车门关闭以重置序列并返回至步骤104。

[0025] 如果检测到人离开了车辆并且朝着车辆的后部移动，程序100前进至步骤112来确

定人是否停留在车辆的数英尺(例如三英尺)内。当人朝着车辆的后部前进时，通过使用接

近传感器检测充足幅度的信号可以检测位于车辆的数英尺内某一位置的人。如果当人朝着

车辆的后部移动时偏离车辆数英尺，程序100前进至步骤114来等待车辆前侧车门关闭并在

返回至步骤104前重置序列。如果人停留在车辆的数英尺内，程序100前进至判断步骤116来

确定人是否已经到达位于车辆后端的行李箱/舱门的大约中间并且已经停止移动预定的时

间周期(例如1秒)。位于行李箱/舱门的大约中间的人的位置可以通过后部接近传感器30E-

30G感测靠近传感器的目标来检测。通过利用后部中间接近传感器30F来检测大致恒定信

号，可以检测位于车辆后部中间的人的停止移动。如果步骤116的任何条件都未满足，程序

100前进至步骤114来等待车辆前侧车门关闭并在返回至步骤104前重置序列。如果检测到

人位于行李箱/舱门的大约中间并且人已经停止移动，程序100前进至步骤118来确定自从

前侧车门打开是否已经经过预定时间周期(例如少于30秒)。根据一示例，如果自从前侧车

门打开已经经过至少30秒，程序100超时并前进至步骤120来输出错误的啁啾声和/或视觉

闪烁光以指示该人由于事件在少于30秒内发生的要求，该要求未被满足。之后，程序100前

进至步骤114来等待车辆前侧车门关闭以在返回至步骤104前重置序列。如果自前侧车门被

打开程序事件在不足30秒内发生，程序100前进至步骤122来输出啁啾声用作使人远离后车

门的信号。紧接着，在判断步骤124，程序100确定人是否在预定时间周期(例如3秒)内已经

离开后车门，如果是，在步骤126中，通过驱动器打开行李箱/舱门的后车门。应当理解的是，

如果在打开后车门期间人的手触碰到后车窗，这将在对应的接近传感器信号中产生尖峰脉

冲，行李箱/舱门的驱动将被反转而关闭后车门。如果3秒内人未从车辆离开，程序100前进

至判断步骤110来等待车辆前侧车门关闭以在步骤104重启前重置序列。因此，用户必须在

少于30秒内离开车辆并朝着车辆的后部移动、并且必须停止1秒然后在3秒内的通知时从车

辆移开，进而促使驱动后车门的行李箱/舱门以激活至打开位置。进一步，用户可以通过将

他们的手触碰后车窗来停止打开车门/舱门从而将打开反转到关闭位置以取消任何意外的

后车门打开激活。

[0026] 参照图7，进一步说明的行李箱/舱门解锁序列示出了在导致打开后车门的事件序

列期间接近传感器的各种信号。在该示例中，，信号60A-60H分别对应接近传感器30A-30H生

成的信号。定时序列开始于在时间周期61期间前侧车门打开并且在时间周期62期间驾驶员

开始离开车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如所示的，接近传感器30A和30B通过当驾驶员穿过激活

区域以及离开传感器区域时幅度顺续上升以及下降的信号60A和60B来检测驾驶员离开车

辆。每个信号的幅度可以与阈值进行比较来确定人的检测以及相互之间的信号可以被处理

来确定人移动的方向。驾驶员然后继续移动到靠近接近传感器30C并在时间周期64内关闭

前侧车门。驾驶员然后继续移动到(例如步行)车辆后部并在时间周期66内停留在靠近车

辆。在这段时间内，传感器30D和30E以检测驾驶员移动向车辆侧车门14A的后部的顺序方式

分别生成信号60D和60E。当驾驶员接近车辆的后部时，后车窗16中的接近传感器30E和30F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06437404 B

8



检测驾驶员靠近后车门后部的车辆的后端并分别生成信号60E和60F。驾驶员然后在时间周

期68内停留在行李箱/舱门的前面，在此期间，后部中间的接近传感器30F生成表示驾驶员

已经停止并且没有移动的具有基本恒定幅度的输出信号60F。此时，控制系统输出啁啾声

和/或视觉闪烁光用作信号来通知驾驶员从后车门离开。在时间周期70内，驾驶员从车辆的

后端退开，由此接近传感器30F的信号输出60F下降。如果这种情况在3秒内发生，行李箱/舱

门在时间周期72内被驱动至打开位置。

[0027] 在上面的示例中，车辆驾驶员在3秒内从后行李箱移开作为最后一步由此促使后

车门被驱动至打开位置。根据另一实施例，车辆驾驶员可以移动至车辆的侧面，如图8所示。

图8假定，除了在时间周期74内驾驶员移向车辆的后左或后右侧作为最后步骤外，行李箱/

舱门解锁序列大体上与图7所示的一样。后侧移动通过后接近传感器30E或30G以及后侧接

近传感器30D和30H检测。同样，驾驶员移动到最靠近驾驶员侧的一侧，传感器30E和30D检测

到驾驶员已经移动到车辆的后侧角，然而，传感器30G和30H检测到驾驶员已经移向车辆的

相反后侧角。当这种发生在3秒时间周期内，行李箱/舱门在时间周期76内打开。

[0028] 应当理解的是，行李箱/舱门解锁序列在不需要车辆的驾驶员或乘客附加输入的

情况下可以自动地打开车辆的行李箱/舱门。应当进一步理解的是，行李箱/舱门可以基于

其他定时序列打开，例如驾驶员或乘客从另一方向接近车辆和/或拥有密钥卡。进一步，应

当理解的是，当接近传感器检测到驾驶员或乘客正离开车辆时，行李箱/舱门可以自动地关

闭。例如，当行李箱/舱门位于打开位置时，如果驾驶员或乘客被检测到正接近车辆并且然

后紧接着离开车辆，行李箱/舱门可以被驱动至关闭位置。应当理解的是，位于后车窗26中

的接近传感器30E-30G有利地不被阻挡并且当行李箱/舱门位于关闭位置或打开位置时通

过在玻璃窗的任一方向上的感测可以感测目标的接近。

[0029] 因此，车辆控制系统和方法有利地控制车辆后车门16以允许通过最小的驾驶员交

互打开和关闭后车门16。这些能使车辆驾驶员或乘客不需要驱动任何可压低的机械开关或

其他多种触摸输入或其他学习的手势或动作以简单方便的方式进入车辆的行李箱或舱门

区域。

[0030] 应当理解的是，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情况下，可以对上述结构进行变形和修改，

并且进一步应当理解的是，这种构思的目的在于被所附的权利要求书所涵盖，除非权利要

求书通过其文字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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