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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汽车影像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汽车影像系统，包含一超

广角镜头、一图像处理模块与一行为辨识处理单

元。所述超广角镜头设置于一汽车的前车舱，用

于拍摄所述汽车的一内部影像与一外部影像；图

像处理模块连接所述超广角镜头，用于处理所述

汽车的内部影像与外部影像，并可调整所述汽车

的内部影像与外部影像的亮度，使内部影像与外

部影像的亮度一致；以及所述行为辨识处理单元

连接所述图像处理模块，用于感测所述汽车车主

的动作，以启动显示外部影像于所述汽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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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影像系统，包含：

一超广角镜头，设置于一汽车的前车舱，用于拍摄所述汽车的一内部影像与一外部影

像；

一图像处理模块，连接所述超广角镜头，用于处理所述汽车的所述内部影像与所述外

部影像，调整所述汽车的所述内部影像与所述外部影像的亮度，使所述内部影像与所述外

部影像的亮度一致；以及

一行为辨识处理单元，连接所述图像处理模块，用于感测所述汽车车主的肢体动作，以

启动显示所述外部影像于所述汽车内；

其特征在于，所述图像处理模块给予所述内部影像与所述外部影像为多个等分，计算

每一所述等分的亮度值，并给予每一所述等分一亮度权重，根据所述亮度值与所述亮度权

重调整所述内部影像与所述外部影像的亮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超广角镜头为球面镜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像处理模块是还原和弥补

所述内部影像与所述外部影像的扭曲变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像处理模块是处理所述内

部影像与所述外部影像的失真、曲线、色阶、对比或颜色。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像处理模块是用以将扭曲

影像还原。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行为辨识处理单元为三维

(3D)传感器、雷射传感器或体感侦测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行为辨识处理单元为所述三

维(3D)传感器时，可感测所述车主的眼球移动。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行为辨识处理单元为所述体

感侦测器时，可侦测所述车主的肢体动作。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超广角镜头设置于一汽车方

向盘与一前挡风玻璃之间。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行为辨识处理单元启动显

示所述外部影像于所述汽车内部的所述车主的可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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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影像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提供一种汽车影像系统，特别是涉及一种可同时照摄汽车外部影像与内

部影像的汽车影像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汽车盲点影像投影系统的目的是透过摄影镜头拍摄车外实境影像，投影回

馈给车内驾驶，举例来说，投影可以在前挡玻璃特定区域上，但投影无须做到全时投影，全

时投影会影响驾驶视线及导致分心，故衍伸出当驾驶有需求时才予以投影。例如，当要倒

车，打倒车(R)档，驾驶就是有看后方影像的需求，故打R档的动作，可以是触发影像投影的

一个时间点。

[0003] 故，需要更进一步去判断需求启动的时机点，当然可以透过被动式由手动启动，如

按一个按钮。最好的方式，是做到主动式启动，用自动判断的方式去做启动，故，感测判断出

驾驶何时存在需求是一个实现的方式，因此，镜头除了撷取车外影像外，亦可透过行为辨识

处理单元判断车内影像，以进行驾驶需求判断，过去的设备，都是需要两个镜头才能予以实

现。然而，两颗镜头成本高，且两颗镜头需再有对应的处理芯片去针对两颗镜头的影像做处

理，程序亦过于繁杂。

[0004] 因此，存在一种需求改善传统应用两个镜头的汽车盲点影像投影系统，同样可以

达到触发影像投影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提出一种汽车影像系统，可以改善传统使用两颗镜头

的汽车影像系统成本过高的问题。

[0006] 根据上述的目的，本发明提出一种汽车影像系统，包含：一超广角镜头，设置于一

汽车的前车舱，用于拍摄所述汽车的一内部影像与一外部影像；一图像处理模块，连接所述

超广角镜头，用于处理所述汽车的所述内部影像与所述外部影像，并可调整所述汽车的所

述内部影像与所述外部影像的亮度，使所述内部影像与所述外部影像的亮度一致；以及一

行为辨识处理单元，连接所述图像处理模块，用于感测所述汽车车主的动作，以启动显示所

述外部影像于所述汽车内；其中所述图像处理模块给予所述内部影像与所述外部影像为多

个等分，计算每一所述等分的亮度值，并给予每一所述等分一亮度权重，根据所述亮度值与

所述亮度权重调整所述内部影像与所述外部影像的亮度。

[0007] 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中，所述超广角镜头为球面镜头。

[0008] 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中，所述图像处理模块是还原和弥补所述内部影像与所

述外部影像的扭曲变形。

[0009] 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中，所述图像处理模块是处理所述内部影像与所述外部

影像的失真、曲线、色阶、对比或颜色。

[0010] 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中，所述图像处理模块是用以将扭曲影像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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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中，所述行为辨识处理单元为三维(3D)传感器、雷射传感

器或体感侦测器。

[0012] 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中，所述行为辨识处理单元为所述三维(3D)传感器时，可

感测所述车主的眼球移动。

[0013] 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中，所述行为辨识处理单元为所述体感侦测器时，可侦测

所述车主的肢体动作。

[0014] 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中，所述超广角镜头设置于一汽车方向盘与一前挡风玻

璃之间。

[0015] 所述的汽车影像系统，其中，所述行为辨识处理单元启动显示所述外部影像于所

述汽车内部的所述车主的可视范围内。

[0016]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使用一颗镜头同时拍摄汽车的内部影像与外部影像，除了可以

降低成本外，还可以改善使用两颗镜头时，影像不同步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汽车影像系统的方块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超广角镜头设置位置的含意图；

[0019] 图3为影像扭曲的含意图；以及

[0020] 图4为本发明的图像处理模块计算影像亮度的含意图。

[0021] 附图标记：

[0022] 汽车影像系统        10

[0023] 超广角镜头          101

[0024] 图像处理模块        102

[0025] 行为辨识处理单元    103

[0026] 方向盘              201

[0027] 前挡风玻璃          202

[0028] 影像                301

[0029] 画面                401

[0030] 等分                402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将详述本发明的实施例，其细节亦呈现于相关的附图，不同附图中相同的编

号或标记表示相同的组件或概念。本发明实施例的说明将配合相关的附图进行。

[0032] 图1为本发明的汽车影像系统的方块图，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汽车影像系统10包

含一超广角镜头101、一图像处理模块102与一行为辨识处理单元103。

[0033] 所述超广角镜头101可以设置于车内的任何位置，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超广

角镜头101较佳设置于汽车内的前车舱，且位于汽车的方向盘201与前挡风玻璃202之间，让

所述超广角镜头101可以同时拍摄汽车外部实景影像与汽车内部影像(例如车主的影像)，

如图  2所示。所述超广角镜头101可以是球形镜头，但在此并不局限，且所述超广角镜头101

可以做180度全景摄影或360度环景摄影，同时拍摄汽车外部的实境影像或内部影像，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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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影像来说，例如特别针对被汽车A柱所阻挡的视线盲区，而内部影像则是针对驾驶者脸部

方向做拍摄。

[0034] 所述图像处理模块102连接所述超广角镜头101，所述图像处理模块102接收所述

超广角镜头101所拍摄的汽车的内部影像与外部影像，并用于将外部影像与内部影像进行

图像处理。举例来说，当所述超广角镜头101是球面镜头时，然而，球面镜头所摄制的影像并

非是一般的平面影像，为了能使可视范围更加宽广，于影像的四个角落可能呈现严重的扭

曲变形  (如图3所示)，透过所述图像处理模块102可以将这些扭曲变形的影像301进行处

理，来弥补及还原遭变形的影像，转换为非变形的平整影像。如何将扭曲变形的影像301调

整为正常影像，可使用三阶多项式扭曲修正模型的算法将扭曲的影像还原为正常影像，这

些影像301 修正技术为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熟知，在此不再赘述。

[0035] 另外，本发明的图像处理模块102更可以进行内部影像与外部影像的修正还原，例

如将影像的失真、曲线、色阶、对比或颜色进行处理，让车主可以看见清晰的影像。

[0036] 另外，当超广角镜头101同时拍到内部影像与外部影像时，汽车影像系统判断哪部

分属于内部影像、哪部分属于外部影像，当投影的时候，只要投影出外部(盲区)影像即可，

不必全部的影像都投影出来。举例来说，侦测到人脸(车主)的地方，即为内部影像，或者内

部影像皆为汽车内部零件或仪器的影像，判断照摄到内部零件或仪器的影像即可视为内部

影像，甚至可以依亮度来判断内部影像与外部影像，当部分影像的亮度与其他部份影像的

亮度暗上许多，则可视为内部影像，此时汽车影像系统就会去做影像的切割，切割成内部与

外部，当需要显示时，只显示外部盲区影像。

[0037]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图像处理模块102更可以用于进行影像画面的亮度调整。因

为所述超广角镜头101所拍摄的汽车的内部影像与外部影像的明暗亮度程度相差大，外部

影像很亮，内部影像很暗，如果使用一个镜头同时获得的内部影像与外部影像，会有曝光成

像问题产生，于亮度无法取得一个平衡点。举例来说，以内部影像的暗部标准来测光成像，

所拍摄的外部影像会过度曝光；以外部影像的亮部标准来测光成像，所拍摄的内部影像又

会曝光不足导致亮度太暗。而且经过所述图像处理模块102处理过后的影像，还是会有亮度

不一的问题，因此透过图像处理模块102同时分析内部影像与外部影像每个区块的亮度，再

将每个区块的亮度调整为相同。

[0038] 举例来说，如图4所示，将一个画面401的影像(内部影像与外部影像)划分九个等

分402，所述图像处理模块102计算每个等分402的亮度值，并给予每个等分402一个亮度权

重。举例来说，若有些等分402的亮度低，其权重就会高(如图中的X6)，若有些等分402的亮

度高，则其权重就会低(如图中的X1)，因此，每个等分402的权重与亮度的加乘会趋于一定

值，根据权重的高低再调整亮度的高低，使整个画面的亮度趋于平衡。另外，上述的亮度调

整方法仅是说明如何调整亮度，而非局限于将画面401的影像区分为九等分，在不同实施例

中，可以将画面401的影像区分为十二等分、二十等分或是任何N*M等分(其中N与M为正整

数)等，在此并不局限，且亮度调整的权重高低可以依照车主的需求调高或调低。另外，在此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的图像处理模块102可以是软件或程序，而将其烧入一韧体或微处理

器中，如何将图像处理模块102输入韧体或微处理器中为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熟知，在此

不再赘述。

[0039] 所述行为辨识处理单元103连接所述图像处理模块102，所述行为辨识处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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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接收从图像处理模块102传来的车主的肢体动作、头部或面部行为动作，在行为辨识处

理单元  103中直接做辨识及运算。行为辨识处理单元103可透过人眼凝视点、凝视时间或肢

体动作判断(如面部角度改变等)何时需要将盲区影像给车主看。所述行为辨识处理单元

103可以是三维(3D)传感器、雷射传感器或体感侦测器等，甚至可以是计算机图像处理韧体

设置于汽车影像系统10内，但在此并不局限，任何可以用以侦测车主的肢体动作或眼球动

作进而判断启动车外实景影像投影的时间都可以为本发明的行为辨识处理单元103。举例

来说，行为辨识处理单元103先会去侦测车主人脸的位置，当车主人脸转移一角度，所述行

为辨识处理单元103则判断车主需要进行转弯或观看是否后方有来车等状况，此时汽车影

像系统启动车外实景影像投影。或者，行为辨识处理单元103侦测车主眼球的位置，当车主

的眼球向左右移动时，汽车影像系统就会启动车外实景影像投影。当行为辨识处理单元103

侦测到车主的特定动作，立即启动显示影像于车主的可视范围内(例如投影在汽车的前挡

风玻璃上)，或是以立体投影方式投影在驾驶视线可及的位置上，车主即可透过投射影像的

辅助观看汽车周围(例如汽车死角区域等)的状况。

[0040] 另外，在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中，行为辨识处理单元103更可以辨识到车主头部动

作向下偏或是在影像中侦测不到眼球位置(有可能是车主打瞌睡短暂闭眼或打瞌睡开始点

头)，则行为辨识处理单元103则判断驾驶打瞌睡，便会回传讯号给汽车影像系统10，汽车影

像系统  10会发出警告声。或者，行为辨识处理单元103辨识到车主打瞌睡，同时又侦测到前

车速度降低，同样会发出讯号给汽车影像系统10，汽车影像系统10发出警告声提醒车主，或

是主动介入车辆控制，例如减速等。

[0041] 透过本发明的汽车影像系统，仅使用一颗超广角镜头，避免传统应用两个镜头成

本过高的问题，且使用两个镜头会有同步困难的问题产生，使用一个镜头拍摄两个视角画

面都是撷取同一画面，而不会有同步困难的问题产生。另外，更改善使用一个镜头导致车内

与车外亮度不一的问题。

[004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公开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发明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公开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

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

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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