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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数字大灯控制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数字大灯控制系统，

包括：摄像头模块、灯光控制器模块和数字大灯；

所述数字大灯包括DLP灯光模组、LED灯光模组和

至少一个灯光模组驱动器；所述灯光模组驱动器

用于驱动所述DLP灯光模组及所述LED灯光模组；

所述摄像头模块与所述灯光控制器模块通信连

接，所述灯光控制器模块与所述灯光模组驱动器

通信连接。本实用新型方案可提高数字大灯控制

系统的控制精度和实现数字大灯的高像素点灯

光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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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数字大灯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摄像头模块、灯光控制器模块和数字大

灯；所述数字大灯包括DLP灯光模组、LED灯光模组和至少一个灯光模组驱动器；所述灯光模

组驱动器用于驱动所述DLP灯光模组及所述LED灯光模组；

所述摄像头模块与所述灯光控制器模块通信连接，所述灯光控制器模块与所述灯光模

组驱动器通信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DLP灯光模组包括第一DLP灯光模组和

第二DLP灯光模组；所述LED灯光模组包括第一LED灯光模组和第二LED灯光模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光模组驱动器包括第一DLP灯光模

组驱动器、第二DLP灯光模组驱动器、第一LED灯光模组驱动器和第二LED灯光模组驱动器；

所述第一DLP灯光模组驱动器用于驱动所述第一DLP灯光模组，所述第二DLP灯光模组

驱动器用于驱动所述第二DLP灯光模组，所述第一LED灯光模组驱动器用于驱动所述第一

LED灯光模组，所述第二LED灯光模组驱动器用于驱动所述第二LED灯光模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像头模块通过用户数据报协议与所

述灯光控制器模块通信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像头模块还与整车CAN总线连接，通

过整车CAN总线获取当前车辆的整车数据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光控制器模块通过LVDS总线分别与

所述第一DLP灯光模组驱动器和所述第二DLP灯光模组驱动器通信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光控制器模块通过专用CAN总线分

别与所述第一LED灯光模组驱动器和所述第二LED灯光模组驱动器通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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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数字大灯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汽车电子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数字大灯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大灯，也称汽车前照灯、作为汽车的眼睛，与司机在夜间开车或坏天气条件下

的安全驾驶紧密联系。由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拥有自己的汽车，在夜间行车就需要更加

注意，很多时候由于汽车大灯的不稳定而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

[0003] 在车辆的自适应灯光控制系统应用中，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方案为LED矩阵作为光

源，例如Audi  A8  2014中采用25颗LED实现远光灯灯组，Benz  E-2016中采用84颗LED灯组实

现远近光灯一体化，根据摄像头感知到的车辆前方障碍物信息对车辆智能灯光进行控制。

但目前的汽车大灯控制方案仍存在以下不足或缺陷：在晚上开车时，由于很多车辆打开大

灯，灯光照射驾驶员眼睛而使其出现炫目的情况，而且现有的LED矩阵大灯的投射精度较

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数字大灯控制系统，以达到提高数字大灯控制系统

的控制精度和实现数字大灯的高像素点灯光生成的目的。

[000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数字大灯控制系统，包括：摄像头模块、灯光控制器

模块和数字大灯；所述数字大灯包括DLP灯光模组、LED灯光模组和至少一个灯光模组驱动

器；所述灯光模组驱动器用于驱动所述DLP灯光模组及所述LED灯光模组；

[0006] 所述摄像头模块与所述灯光控制器模块通信连接，所述灯光控制器模块与所述灯

光模组驱动器通信连接。

[0007]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DLP灯光模组包括第一DLP灯光模组和第二DLP灯

光模组；所述LED灯光模组包括第一LED灯光模组和第二LED灯光模组。

[0008]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灯光模组驱动器包括第一DLP灯光模组驱动器、

第二DLP灯光模组驱动器、第一LED灯光模组驱动器和第二LED灯光模组驱动器；

[0009] 所述第一DLP灯光模组驱动器用于驱动所述第一DLP灯光模组，所述第二DLP灯光

模组驱动器用于驱动所述第二DLP灯光模组，所述第一LED灯光模组驱动器用于驱动所述第

一LED灯光模组，所述第二LED灯光模组驱动器用于驱动所述第二LED灯光模组。

[0010]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摄像头模块通过用户数据报协议与所述灯光控

制器模块通信连接。

[0011]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摄像头模块还与整车CAN总线连接，通过整车CAN

总线获取当前车辆的整车数据信息。

[0012]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灯光控制器模块通过LVDS总线分别与所述第一

DLP灯光模组驱动器和所述第二DLP灯光模组驱动器通信连接。

[0013]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灯光控制器模块通过专用CAN总线分别与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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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ED灯光模组驱动器和所述第二LED灯光模组驱动器通信连接。

[001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数字大灯控制系统，摄像头模块基于用户数据报协议与

灯光控制器模块通信连接，灯光控制器模块通过专用CAN总线和LVDS总线分别与LED灯光模

组驱动器和DLP灯光模组驱动器通信连接，并控制其驱动对应的LED灯光模组和DLP灯光模

组。由此基于LED和DLP技术的数字大灯控制系统，可提该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度和实现数字

大灯的高像素点灯光生成。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数字大灯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数字大灯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摄像头模块采集的图像信息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灯光模组输出的光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可以理解的是，此处

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而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另外还需要说

明的是，为了便于描述，附图中仅示出了与本实用新型相关的部分而非全部结构。

[0020] 图1是一种数字大灯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包括：摄像头模块1、灯光控制器模块

2和数字大灯3。

[0021] 其中，数字大灯3是基于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LED)和数字光处理

(Digital  Light  Processing，DLP)技术设计的一种数字大灯，包括DLP灯光模组、LED灯光

模组和至少一个灯光模组驱动器；灯光模组驱动器用于驱动DLP灯光模组及LED灯光模组。

摄像头模块1与灯光控制器模块2通信连接，灯光控制器模块2与灯光模组驱动器通信连接。

[0022] 进一步的，在上述基础上，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如图2所示，其示出了一种数

字大灯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其中，DLP灯光模组包括第一DLP灯光模组和第二DLP灯光模组；LED灯光模组包括

第一LED灯光模组和第二LED灯光模组。

[0024] 灯光模组驱动器包括第一DLP灯光模组驱动器、第二DLP灯光模组驱动器、第一LED

灯光模组驱动器和第二LED灯光模组驱动器；

[0025] 相应的，第一DLP灯光模组驱动器用于驱动所述第一DLP灯光模组，第二DLP灯光模

组驱动器用于驱动第二DLP灯光模组，第一LED灯光模组驱动器用于驱动第一LED灯光模组，

第二LED灯光模组驱动器用于驱动第二LED灯光模组。

[0026] 摄像头模块1与灯光控制器模块2通信连接，示例性的，可以通过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进行通信，可实现将摄像头模块内的数据快速传输到灯光控制器。其中，优选的，摄像

头模块1可以选择单目摄像头。

[0027] 摄像头模块1与整车CAN总线双向通信，摄像头模块1可通过整车CAN总线获取当前

车辆的整车数据信息，例如获取当前车辆的车速、方向盘转角及加速度等行驶状态信息，并

根据当前车辆的行驶状态，调整摄像头以准确拍摄当前车辆前方的图像，示例性的，拍摄当

前车辆前方的其它车辆或前方路边的路况标识牌等，图3示出了拍摄到的当前车辆前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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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车辆的图像信息；除此，摄像头模块1还将采集的图像信息传输到整车CAN总线上，以便

车内其它系统通过整车CAN总线获取该图像信息。

[0028] 摄像头模块1获取到当前车辆前方的图像信息后，则通过智能算法对获取到图像

信息进行处理，具体的，将获取的图像信息处理分类成两种，分别为用于DLP灯光模组使用

的灰度图像信息和用于LED灯光模组使用的光斑位置信息，其中，灰度图像信息是指对图像

信息进行灰度处理后的数字信息，光斑位置信息是指获取的图像信息中其它车辆的位置信

息。摄像头模块1通过UDP传输方式快速将灰度图像信息和光斑位置信息快速传输到灯光控

制器模块2。

[0029] 灯光控制器模块2接收到摄像头模块1传输的灰度图像信息和光斑位置信息后，将

灰度图像信息和光斑位置信息分别与灯光模组输出的光形进行整合。其中，光形是指灯光

照射上障碍物后，在障碍物上照亮区域的形状，示例性的，图4示出了LED+DLP灯光模组输出

光形示意图，其中，光形中的数字1，2，3和1’，2’，3’，4’表示LED灯光模组中的LED矩阵里标

号为1，2，3和1’，2’，3’，4’的LED颗粒被点亮，根据光形可知，DLP灯光模组光形的覆盖角度

小，LED灯光模组光形的覆盖角度大，而且LED灯光模组光形颗粒度大，即光形精度低。因此，

两者结合，LED灯光模组可以弥补DLP灯光模组照射角度小的不足，DLP灯光模组可以弥补

LED灯光模组投射精度低的问题。

[0030] 在具体整合过程中，灯光控制器模块2通过预先设计的智能算法将灰度图像信息

与灯光模组输出的光形整合成目标图像信息，将光斑位置信息与灯光模组输出的光形整合

成亮度信息，其中，目标图像信息是一种高精度的用于DLP灯光模组显示的数字图像信息；

亮度信息用于LED灯光模组显示，由于构成LED矩阵中的LED颗粒是单独控制的，因此，亮度

信息包括需要点亮的LED颗粒信息。

[0031] 由于灯光控制器模块2分别与DLP灯光模组驱动器和LED灯光模组驱动器通信连

接，具体的，灯光控制器模块2通过LVDS总线分别与第一DLP灯光模组驱动器和第二DLP灯光

模组驱动器连接；灯光控制器模块2通过专用CAN总线分别与第一LED灯光模组驱动器和第

二LED灯光模组驱动器连接。因此，灯光控制器模块2将整合后的目标图像信息通过LVDS总

线发送到第一DLP灯光模组驱动器和第二DLP灯光模组驱动器；同时将亮度信息通过专用

CAN总线发送至第一LED灯光模组驱动器和第二LED灯光模组驱动器。进而控制灯光模组驱

动器去驱动对应连接的灯光模组。

[0032] 第一DLP灯光模组驱动器依据接收的目标图像信息驱动第一DLP灯光模组，第二

DLP灯光模组驱动器依据接收的目标图像信息驱动第二DLP灯光模组，使第一DLP灯光模组

和第二DLP灯光模组向外投射光线，以形成高精度投影图像信息，由此可达到防炫目的目

的。第一LED灯光模组驱动器依据接收的亮度信息驱动第一LED灯光模组进行点亮，第二LED

灯光模组驱动器依据接收的亮度信息驱动第二LED灯光模组进行点亮。具体的，将第一LED

灯光模组和第二LED灯光模组中除了光斑位置对应的LED颗粒之外的其它LED颗粒全部点

亮，形成的光形颗粒度较大。

[0033] 在本实施例中，灯光控制器模块接收摄像头模块处理后的灰度图像信息和光斑位

置信息，并将其与灯光模组输出的光形进行整合，将整合后的目标图像信息和亮度信息对

应传输到灯光模组驱动器，以驱动对应的灯光模组进行显示。由此通过LED技术与DLP技术

的结合，相互弥补投射角度与投射精度的不足，而且采用DLP投影技术，可以实现高精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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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投射，实现防炫目功能，提高了驾驶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0034] 注意，上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及所运用技术原理。本领域技术人员会

理解，本实用新型不限于这里所述的特定实施例，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能够进行各种明

显的变化、重新调整和替代而不会脱离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虽然通过以上实施例

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不仅仅限于以上实施例，在不脱离

本实用新型构思的情况下，还可以包括更多其他等效实施例，而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

的权利要求范围决定。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8665046 U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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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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