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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运行具有触屏的机动

车的方法和相应的机动车，所述机动车具有用于

显示变化信息的显示器（12）和尤其布置在该显

示器（12）上方的触屏（11），该触屏用于通过接触

该触屏（11）而输入指令，其中借助所述显示器

（12）显示操作元件，用于通过在该操作元件的区

域接触所述触屏（11）来操作所述机动车（1）的功

能，而且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根据在所述触屏

(11)周围做出的手的手势而无需接触所述触屏

（11）来执行。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05136161 B

2019.02.19

CN
 1
05
13
61
61
 B



1.一种机动车（1），所述机动车具有用于显示变化信息的显示器（12）和触屏（11），该触

屏用于通过接触该触屏（11）而输入指令，其中该机动车（1）包括控制器（10），借助该控制器

能在所述显示器（12）上显示操作元件，以便通过在该操作元件的区域接触所述触屏（11）来

操作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动车（1）包括手势识别模块（5），用于识别在所述触屏(11)周围做出的手势，该

手势被用来在无需接触所述触屏（11）的情况下执行所述通过接触所述触屏（11）来操作的

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以及

所述控制器被构造使得在手靠近所述触屏（11）时将所述触屏（11）从显示模式切换到

操作模式，其中在所述操作模式下通过接触所述触屏（11）来操作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能借助于所述控制

器（10）来执行。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借助于所述控制器（10）能发送信号以执行

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

4.如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动车包括致动器（13），用于在

接触触屏（11）时产生触觉反馈。

5.如权利要求1-3之一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包括滚动通

过一种清单。

6.如权利要求1-3之一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包括偏移地

图片段（60）。

7.如权利要求1-3之一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包括缩放地

图片段（60）。

8.如权利要求1-3之一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包括移动在

所述显示器上显示的元件。

9.如权利要求1-3之一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触屏（11）布置在所述显示器

（12）上方。

10.一种用于运行机动车（1）的方法，所述机动车具有用于显示变化信息的显示器（12）

和触屏（11），该触屏用于通过接触该触屏（11）而输入指令，其中借助所述显示器（12）显示

操作元件，以便通过在该操作元件的区域接触所述触屏（11）来操作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

其特征在于，

通过所述机动车（1）的手势识别模块（5）来识别在所述触屏(11)周围做出的手势，该手

势被用来在无需接触所述触屏（11）的情况下执行所述通过接触所述触屏（11）来操作的所

述机动车（1）的功能，以及

在手靠近所述触屏（11）时将所述触屏（11）从显示模式切换到操作模式，其中在所述操

作模式下通过接触所述触屏（11）来操作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包括滚动通过一种

清单。

12.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包括偏移地图片段

（60）。

13.如权利要求10、11或1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包括缩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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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段（60）。

14.如权利要求10-12之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包括移动在

所述显示器上显示的元件。

15.如权利要求10-12之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触屏（11）布置在所述显示器

（12）上方。

16.一种用于运行机动车（1）的方法，所述机动车具有用于显示变化信息的显示器（12）

和触屏（11），该触屏用于通过接触该触屏（11）而输入指令，其中借助所述显示器（12）显示

能通过接触该触屏（11）而缩放或偏移的地图片段（6），其特征在于，

通过所述机动车（1）的手势识别模块（5）来识别在所述触屏(11)周围做出的手势，该手

势被用来在无需接触所述触屏（11）的情况下对地图片段（6）进行所述通过接触该触屏（11）

而执行的缩放或偏移，以及

在手靠近所述触屏（11）时将所述触屏（11）从显示模式切换到操作模式，其中在所述操

作模式下通过接触所述触屏（11）来操作所述机动车（1）的功能。

17.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随后通过接触所述触屏（11）来选择借助于

所述显示器（12）所显示的地图片段（60）的地点作为目的地以确定路线。

18.如权利要求16-17之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触屏（11）布置在所述显示器

（12）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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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运行具有触屏的机动车的方法和相应的机动车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0-01-25、申请号为  201080007120.4、发明名称为“用于运

行具有触屏的机动车的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用于运行机动车的方法，所述机动车具有用于显示变化信息的显示器

和布置在该显示器上方的触屏，该触屏用于通过接触该触屏而输入指令。

背景技术

[0003] 根据DE10139693A1，在运输工具的不断提供带有越来越多选项的附加功能的现代

电子设备中，由于所属的操作元件的构造空间限制，创造了可以被用来操作所连接的设备

的不同功能的多功能操作元件。于是例如在EP0366132B1中公开了机动车的一种多功能操

作设备，其中借助旋转开关来选择功能组和选择各种功能，而且可以触发输入功能，其中同

一个双向旋转开关用于菜单选择和各种功能选择。该旋转开关在此具有被分配了菜单或各

个功能的停止位，其中输入功能可以通过旋转开关的轴向运动被触发。

[0004] 此外，例如US2006/0146037A1公开了借助于机动车内的触屏来实现类似的由菜单

引导的操作方案。这里，US2006/0146037A1公开了机动车的一种输入装置，其具有：通过接

触操作面或通过按压操作面来输入指令的触屏，用于沿至少一个方向相对于参考物体移动

触屏的致动器，以及用于机械地连接触屏和参考物体的大致U形的弹簧。

[0005] DE102006029506A1公开了机动车的一种输入装置，其中该输入装置具有用于光学

地显示信息的第一显示器、至少一个被布置在所述第一显示器上方的用于光学地显示信息

的第二显示器、以及被布置在所述第二显示器上方的用于通过接触触屏的操作面而输入指

令的触屏，而且所述用于显示的第二显示器可用于手势识别。

[0006] DE10342666A1公开了机动车的操作系统，其具有用于显示至少一个操作功能的光

学显示单元以及至少一个人工操作工具，该人工操作工具被装配用来操作光学显示单元的

至少一个被显示的操作功能，其中设置至少另一个人工操作工具和至少一个传感器，该传

感器检测向该至少另一个操作工具的靠近，而且在识别到靠近之后能在所述光学显示单元

上显示被分配给该另一个人工操作工具的操作功能。

[0007] DE102005035111A1公开了运输工具的操作和显示系统，其具有中央布置的光学显

示单元，该显示单元针对不同的视角区域同时显示两个不同的图像输出。这里设置一个中

央布置的操作元件和一个检测单元，该检测单元检测向中央操作元件的靠近和中央操作元

件的操作处理，并把被识别的操作处理分配给第一视角区域或第二视角区域。

[0008] DE19753742A1，DE19638015A1，DE102005047939A1，DE102004037644A1，

DE102005047650A1，DE102005038161A1，DE102004040886A1，DE102004061419A1，

DE10324579A1，D10321964A1，GB2418741A，US2006/0125803A1，US7030861B1，WO97/

18547A1，DE19702225C1，US5764222，US5790104，US5933134A1以及US2007/0024592A1公开

了其他的操作方案或人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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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任务是， 改善具有触屏的机动车。创造一种非常好地适合于机动车的对

机动车的功能的操作或调整是值得追求的。

[0010] 上述任务通过一种机动车来解决，所述机动车具有用于显示变化信息的显示器和

尤其布置在该显示器上方的触屏，该触屏用于通过接触该触屏而输入指令，其中该机动车

包括控制器，借助该控制器能在所述显示器上显示操作元件，用于通过尤其在该操作元件

的区域接触所述触屏来操作或调整所述机动车的功能，而且所述机动车包括手势识别模

块，用于识别尤其在所述触屏周围做出的用来执行或初始化执行所述机动车的功能的手

势。手势识别的细节或示例性结构可以从开头所讲述的各个文件、尤其DE10321964A1种查

取。本发明意义上的用于变化地显示信息的显示器尤其是矩阵显示器、TFT等等。

[0011] 机动车的功能在本发明意义上尤其是无线电的接收频率、机动车中声输出音量、

音调调整（类型和平衡）、地图片段选择、标题选择、目的地选择和/或温度调整。本发明意义

上的机动车的功能尤其是以下功能，即针对该功能应该从多个尤其连续的值的选择中采取

一个额定值。本发明意义上的机动车的功能尤其是模拟地、尤其遵从一个标度可调整的功

能。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结构中，机动车的功能包括滚动通过一个清单。在本发明进一步优

选的结构中，机动车的功能包括偏移地图片段。在本发明的继续优选的结构中，机动车的功

能包括地图片段的缩放。在本发明的另外优选的结构中，机动车的功能包括移动在显示器

上显示的元件。

[0012] 在本发明另一优选的结构中，所述机动车的功能借助于控制器来执行。在本发明

又一优选结构中，借助于所述控制器能发送信号以执行所述机动车的功能。

[0013] 在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的结构中，所述机动车包括致动器，用于在接触触屏时产

生触觉反馈。用于构造触觉反馈的细节可以例如从US2006/0146037A1中查取。以操作确认

为例，触觉反馈例如可以在（在借助于显示器显示的操作元件的区域）接触触屏时产生所述

触觉反馈。替代地或附加地，可借助于触觉反馈来实现三维结构，例如用于被显示的操作元

件的可触摸性。

[0014] 上述任务尤其通过结合上述特征还通过一种用于运行机动车的方法来解决，所述

机动车具有用于显示变化信息的显示器和尤其布置在该显示器上方的触屏，该触屏用于通

过接触该触屏而输入指令，其中借助所述显示器显示操作元件，用于通过尤其在该操作元

件的区域接触所述触屏来操作或调整所述机动车的功能，而且根据尤其在所述触屏周围做

出的手的手势而无需接触所述触屏来执行所述机动车的功能，或启动该机动车的功能的执

行。

[0015]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结构中，机动车的功能包括滚动通过一个清单。在本发明进

一步优选的结构中，机动车的功能包括偏移地图片段。在本发明的继续优选的结构中，机动

车的功能包括地图片段的缩放。在本发明的另外优选的结构中，机动车的功能包括移动在

显示器上显示的元件。

[0016] 上述任务尤其通过结合上述特征还通过一种用于运行机动车的方法来解决，所述

机动车具有用于显示变化信息的显示器和尤其布置在该显示器上方的触屏，该触屏用于通

过接触该触屏而输入指令，其中借助所述显示器显示地图片段，而且所述地图片段根据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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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所述触屏周围做出的手的手势而无需接触所述触屏来缩放和/或偏移。

[0017] 在本发明的优选结构中，随后通过接触所述触屏来选择借助于所述显示器所显示

的地图片段的地点作为目的地以确定路线。

[0018] 倘若触屏没有被布置在显示器上方（由此被构造为所谓的触垫（touchpad）），那么

借助显示器所显示的操作元件也可以仅仅是一种信息，其功能借助于触屏恰恰是可以操作

的。

[0019] 也可以设立靠近识别，其例如可以借助于手势识别模块来实现。如果设立靠近识

别，那么例如规定在手靠近触屏时将显示模式切换到操作模式。附加地或替代地，可以规定

在司机的操作和乘客的操作之间进行区分。附加地或替代地，可以规定触屏被构造为多触

功能触屏（Multi-Touch-Functions-Touchscreen）。于是例如可以规定，能够用多个手指同

时操作，其中每个手指的单独位置被分开地分析。于是例如可以根据所使用的手指数量来

操作以触摸为基础的手势的不同功能。另外可以规定，通过二指“圆”给定（2-Finger 

“Zirkel”）来在导航系统中进行路线定义和线路估计（参见例如www .jazzmutant .com/

lemur_features.php  和en.wikipedia.org/wiki/Multi-touch）。

[0020] 本发明意义上的机动车尤其是单独在道路交通中可用的陆地运输工具。本发明意

义上的机动车尤其不局限于具有内燃机的陆地运输工具。

附图说明

[0021] 其他优点和细节从下面对实施例的说明中得到。这里：

[0022] 图1示出了机动车内部视图的实施例，

[0023] 图2示出了图1所示机动车的原理图，

[0024] 图3示出了显示和操作装置，

[0025] 图4示出了用于选择专辑或CD的操作面的实施例，

[0026] 图5示出了用于选择标题的操作面的实施例，

[0027] 图6示出了借助于显示和操作装置显示的地图片断的实施例，

[0028] 图7示出了借助于显示和操作装置显示被偏移的地图片段的实施例，以及

[0029] 图8示出了借助于显示和操作装置放大地显示的地图片段的实施例。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图1示出了在图2中以原理图被给出的机动车1的内部视图。机动车1包括在方向盘

2附近被集成到仪表板3中的显示和操作装置4，其例如可以按照在US2006/0146037A1中所

公开的输入设备进行构造。机动车1同时还包括显示控制器10，用于协调控制显示和操作装

置4与显示和操作装置5。显示控制器10借助于总线系统20与蓝牙接口22、导航系统23、空调

自动装置24、信息娱乐系统25以及运输工具控制设备26相连接。借助于显示和操作装置4例

如可以操作导航系统23、空调自动装置24、信息娱乐系统25、运输工具控制设备26以及移动

电话21（通过蓝牙接口22）。

[0031] 以示例性结构在图3中所示的显示和操作装置4包括用于显示变化信息的显示器

12和布置在显示器12上方的触屏11，该触屏11用于通过接触触屏11而输入指令。这里尤其

规定，借助于显示器12显示操作元件，用于通过在操作元件的区域接触触屏11来操作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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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1的功能。如果触屏11在操作元件的区域被接触，则执行机动车1的相应功能。

[0032] 机动车1还包括手势识别模块5，用于识别在触屏11的周围所做出的用于执行机动

车1的功能的手势。手势识别模块5可以局限于纯传感装置，其中手的手势的分析可以在显

示控制器10中实现。但替代地，也可以规定在手势识别模块5中进行手势的分析，而且向显

示控制器10传输已经被分析的指令。手势识别模块5的这两种结构是权利要求意义上的手

势识别模块的实施例。

[0033] 借助于触屏11和手势识别模块5可操作的机动车1的功能例如可以是：在CD换片机

中选择专辑或CD，或从专辑或CD选择标题，正如在图4和图5中示例性所示。这里，图4示出了

一个清单，其具有可供使用的专辑或CD，其中清单的各个条目用附图标记41、42、43、44、45

和46表示。可以规定，通过在相应清单条目41、42、43、44、45、46的区域中接触触屏11来选择

专辑。

[0034] 此外，示出了一个操作元件30，其中在操作元件30的区域接触触屏11时产生一个

向上级菜单的回跳。附图标记31和32表示借助显示器12所显示的滚动键。如果例如在滚动

键32的区域接触触屏11，则各个清单条目的突出显示向下移动。在图4所示的例子中，突出

显示被分配给清单条目46。

[0035] 替代接触触屏11，手势识别模块5允许例如向下做出手势同样导致清单条目41、

42、43、44、45、46的突出显示向下移动。由此，相应的手势相当于在滚动元件32的区域内接

触触屏11。如果向左做出手势，则同样实现跳回到上级菜单。这种手势因此相当于在操作元

件30的区域内接触触屏11。如果向上做出手势，则这相当于在滚动键31的区域内接触触屏

11。

[0036] 如果清单条目41、42、43、44、45、46被突出显示某个时长，则进行该条目的选择。在

本实施例中，选择专辑“Good  for  your  Soul”，并因此显示该专辑的标题，如在图5中示例

性地所示。这里，标题作为清单条目51、52、53、54、55、56被显示。标题的选择例如以相同方

式进行，正如这已通过参考图4针对专辑或CD的选择而被讲述的一样。也即，选择标题同样

既可以通过接触触屏11来进行，或也可以通过能由手势识别模块5识别的相应手势来进行。

[0037] 在图6所示的实施例中，借助显示和操作装置4显示地图片段60。另外还显示了操

作元件61、62、63和64，其中通过在相应显示的操作元件61、62、63或64的区域接触触屏11来

（向上、向下、向左或向右）偏移地图片段60。如果例如在操作元件62的区域内接触触屏11，

则向下偏移地图片段60，如图7所示。

[0038] 另外还规定，地图片段60可以用相同方式通过手势来偏移。如果例如向下挥手，则

向下偏移地图片段60，如图7所示。也即，向下挥手引发与在操作元件62的区域接触触屏11

相同的功能。如果朝向显示和操作装置4挥手，则缩放（放大地显示）地图片段60，如图8所

示。

[0039] 附图标记清单

[0040] 1   机动车

[0041] 2  方向盘

[0042] 4   操作装置

[0043] 5   手势识别模块

[0044] 10   显示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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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11   触屏

[0046] 12   显示器

[0047] 13  致动器

[0048] 20   总线系统

[0049] 21   移动电话

[0050] 22   蓝牙接口

[0051] 23  导航系统

[0052] 24  空调自动装置

[0053] 25   信息娱乐系统

[0054] 26  运输工具控制设备

[0055] 30、61、62、63、64   操作元件

[0056] 31、32   滚动键

[0057] 41、42、43、44、45、46、51、52、53、54、55、56   清单条目

[0058] 60  地图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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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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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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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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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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