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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在机动车中提供显示

的方法，所述方法具有下述步骤：a)确定机动车

的位置；b)根据所确定的位置来确定至少一个对

象(20、24)、尤其是在机动车的周围环境中的至

少一个对象；c)检测至少一个机动车乘员的视线

方向；和d)提供具有关于所述至少一个对象(20、

24)的信息的显示(22、26)，使得所述显示在乘员

的通过视线方向限定的直接视野中被提供，其

中，在步骤b)中确定与道路交通相关的至少一个

对象，在步骤c)中至少确定机动车驾驶员的视线

方向，并且在步骤d)中根据驾驶员是否能够看到

对象本身来提供所述显示(22)，其中，在步骤c)

中也检测：机动车驾驶员是否能够直接看到对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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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在机动车中提供显示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a)确定机动车的位置；

b)根据所确定的位置，将与道路交通无关的至少一个对象(24)确定为在机动车周围环

境中的风景中的对象；

c)至少检测作为机动车乘员的乘客的视线方向；和

d)提供具有关于风景中的由乘客观察的所述至少一个对象(24)的信息的显示，使得所

述显示在乘客的通过视线方向限定的直接视野中在与所述对象相同的部位处被提供，

其中，在步骤b)中确定与道路交通相关的至少一个对象，

在步骤c)中至少确定机动车驾驶员的视线方向，并且

在步骤d)中根据机动车驾驶员是否能够看到对象本身来提供所述显示，

其中，在步骤c)中也检测：机动车驾驶员是否能够直接看到对象(2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与道路交通相关的至少一个对象是交

通标志(20)或交通信号灯。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与道路交通无关的至少一个对象

是景点，并且在步骤d)中对显示的提供包含呈文本显示形式的关于对象的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检测到所述机动车自动驾驶的情况下，

也能够选择机动车驾驶员作为乘员或选择机动车驾驶员和乘客作为乘员。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借助所述显示所提供的信息能够被改

变或被适配于乘员。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借助所述显示所提供的信息能够以自学习

的方式被改变或被适配于乘员。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的方位、持续时间和/或类型

能够在提供时被改变或被适配。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类型是通过尺寸、颜色、亮度、对比度

和/或几何形状所确定的类型。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的方位、持续时间和/或类型能够

在提供时以自学习的方式被改变或被适配。

10.一种机动车，所述机动车包括：

用于检测机动车位置的位置检测装置；

对象检测装置，所述对象检测装置用于将与道路交通无关的至少一个对象(24)检测为

在机动车周围环境中的风景中的对象，和/或所述对象检测装置呈至少一个摄像机(18)、激

光雷达系统或雷达设备的形式；

数据处理装置，所述数据处理装置设计用于将所检测到的对象(20、24)与信息相关联；

用于检测作为机动车乘员的至少一个乘客的视线方向的视线方向检测装置(16a、

16b)；和

用于提供至少一个信息的至少一个显示的显示装置，所述至少一个信息与风景中的由

乘客观察的对象(24)相关联，其中，所述显示能够在所述至少一个乘客的通过所检测的视

线方向限定的直接视野中在与对象(24)相同的部位处被提供；

其中，所述数据处理装置设计为用于执行根据权利要求1至9之一所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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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位置检测装置呈具有全球定位系

统的装置的形式。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视线方向检测装置(16a、16b)呈

至少一个摄像机、眼睛跟踪系统或飞行时间摄像机的形式。

13.根据权利要求10至12之一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位置检测装置集成在机

动车中或者经由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或个人计算机来提供，所述对象检测装置集成在机

动车中或者经由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或个人计算机来提供，并且所述数据处理装置集成

在机动车中或者经由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或个人计算机来提供。

14.根据权利要求10至12之一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用于提供显示的显示装置具

有：用于提供光投影的投影装置；用于提供全息呈现的全息装置；发光二极管显示器和/或

液晶显示器。

15.根据权利要求10至12之一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装置至少部分地嵌

入机动车的挡风片、侧挡风片、后挡风片、车顶窗和/或全景窗的材料中，或者所述显示装置

嵌入由乘员携带的装置中。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材料是玻璃材料。

17.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由乘员携带的装置是眼镜。

18.根据权利要求10至12之一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装置至少部分地嵌

入机动车的饰板中。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装置至少部分地嵌入机动车

的门饰板、车顶饰板和/或座椅饰板和/或仪表板中。

20.根据权利要求10至12之一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处理装置能够与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或个人计算机连接，以便能够接收数据和/或发送数据。

21.根据权利要求10至12之一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

所述位置检测装置、所述对象检测装置和/或所述视线方向检测装置至少部分地安装

或能安装在后视装置上或在后视装置中，和/或

所述视线方向检测装置至少部分地安装或能安装在操作面板中或在操作面板上。

2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后视装置是内部后视装置。

23.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机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投影装置是抬头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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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在机动车中提供显示的方法以及机动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在机动车中提供显示的方法以及一种机动车，在所述机动车

中使用所述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DE  10  2012  216  057  A1描述了一种头戴式显示器，所述头戴式显示器在显示区

域中提供例如关于局部的速度限制的信息。检测车辆驾驶员的视线方向，并且如果所述显

示区域会干扰无阻碍的视线，那么必要时移动用于信息的显示区域。

[0003] DE  10  2015  015  676  A1公开：如果由于驾驶员的视线方向使得所述驾驶员看不

见交通信号灯，那么在机动车的单独的显示装置上显示交通信号灯的图像。

[0004] 为了操作生产工具和机床，从DE  101  08  064  A1中已知，根据借助眼睛跟踪系统

检测到的用户眼睛位置检测到的眼睛位置，以视觉方式提供关于用户根据所检测到的眼睛

位置正在观看的对象的信息。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显示出一种方式：如何通过车辆的装置以更高的程度辅助机动

车的乘员接收关于周围环境的信息。

[0006] 所述目的通过根据本发明的用于在机动车中提供显示的方法和根据本发明的机

动车来实现。

[0007]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在机动车中提供显示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08] a)确定机动车的位置；

[0009] b)根据所确定的位置，将与道路交通无关的至少一个对象确定为在机动车周围环

境中的风景中的对象；

[0010] c)至少检测作为机动车乘员的乘客的视线方向；和

[0011] d)提供具有关于风景中的由乘客观察的所述至少一个对象的信息的显示，使得所

述显示在乘客的通过视线方向限定的直接视野中在与所述对象相同的部位处被提供，

[0012] 其中，在步骤b)中确定与道路交通相关的至少一个对象，在步骤c)中至少确定机

动车驾驶员的视线方向，并且

[0013] 在步骤d)中根据驾驶员是否能够看到对象本身来提供所述显示，

[0014] 其中，在步骤c)中也检测：机动车驾驶员是否能够直接看到对象。

[0015] 因此，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16] a)确定机动车的位置；

[0017] b)根据所确定的位置来确定至少一个对象、尤其是在机动车周围环境中的至少一

个对象；

[0018] c)检测至少一个机动车乘员的视线方向；和

[0019] d)提供具有关于至少一个对象的信息的显示，使得所述显示在乘员的通过视线方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11417889 B

4



向限定的直接视野中被提供。

[0020] 尤其是，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21] 确定机动车的位置；

[0022] 根据所确定的位置，将与道路交通无关的至少一个对象确定为在机动车周围环境

中的风景中的对象；

[0023] 至少检测作为机动车乘员的乘客的视线方向；和

[0024] 提供具有关于风景中的由乘客观察的所述至少一个对象的信息的显示，使得所述

显示在乘客的通过视线方向限定的直接视野中在与所述对象相同的部位处提供。

[0025] 因此，以特别直观的方式为乘员提供其感兴趣的信息，因为所述乘员不必改变其

视线方向以便能够接收所述信息。在此，作为乘员的乘客表示机动车中的非驾驶员。而驾驶

员仅是主动驾驶机动车的人。在自动驾驶中，术语“非驾驶员”也表示下述人，所述人虽然坐

在驾驶员座位上，但是由于自动驾驶的机动车在驾驶中不必进行主动干预，并且因此是非

驾驶员。因此，在自动驾驶的机动车中，所有乘员均为非驾驶员，并且因此在本申请的意义

上是乘客。

[0026] 优选地，在步骤b)中确定至少一个与道路交通相关的对象、如交通标志、交通信号

灯等，在步骤c)中至少确定机动车驾驶员的视线方向，并且在步骤d)中根据驾驶员是否能

够看到对象本身来提供显示。在步骤c)中，也能够检测：机动车驾驶员是否能够直接看到对

象。

[0027] 因此，能够为将目光从对象移开的驾驶员在其它部位处显示相同的内容，但是这

也可以意味着：所述对象被遮盖(如机动车例如借助于摄像机或雷达装置所检测的那样)，

并且于是缺失的信息仍然可供驾驶员使用。

[0028] 此外，根据本发明优选的是，在步骤b)中确定至少一个与道路交通无关的对象，例

如风景中的对象、景点等，在步骤c)中至少确定乘员的视线方向，并且在步骤d)中对显示的

提供包含关于对象的信息、尤其是呈文本显示形式的关于对象的信息。在该方面，所述方法

特别适合于乘客或与机动车驾驶员不同的其它乘员。即所述方法对于周围环境的观察者提

供了有用和有帮助的信息。因此，可以选择乘客作为乘员，或者在检测到车辆自动驾驶的情

况下，也可以选择机动车驾驶员和/或乘客作为乘员。

[0029] 此外，根据本发明规定，借助显示所提供的信息能够被改变或被适配于所述乘员、

优选以自学习的方式被改变或被适配于乘员。在此，显示的方位、持续时间和/或类型、尤其

是通过尺寸、颜色、亮度、对比度和/或几何形状所确定的类型能够在提供时被改变或被适

配。

[0030] 根据本发明的机动车提供有：用于检测机动车位置的位置检测装置，所述位置检

测装置尤其是呈具有全球定位系统(GPS)的装置的形式；用于检测至少一个对象的对象检

测装置，所述对象尤其是与道路交通无关的对象、尤其是在机动车的周围环境中的风景中

的对象，和/或所述对象检测装置呈至少一个摄像机、激光雷达系统、雷达设备等的形式；数

据处理装置，所述数据处理装置设计用于将所检测到的对象与至少一个信息相关联；用于

检测机动车的至少一个乘员、尤其是作为机动车乘员的乘客的视线方向的视线方向检测装

置，所述视线方向检测装置尤其是呈至少一个摄像机、眼睛跟踪系统、飞行时间摄像机等形

式；和用于提供至少一个与所检测到的对象相关联的信息的至少一个显示的显示装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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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至少一个信息与风景中的由乘客观察的对象相关联，其中，所述显示能够在所述至少一

个乘员的通过所检测的视线方向限定的直接视野中被提供，尤其是在所述至少一个乘客的

直接视野中在与所述对象相同的部位处被提供。

[0031] 在此可以规定，所述位置检测装置集成在机动车中或者经由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和/或个人计算机来提供，所述对象检测装置集成在机动车中或者经由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和/或个人计算机来提供，并且所述数据处理装置集成在机动车中或者经由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和/或个人计算机来提供。

[0032] 此外规定，用于提供显示的显示装置具有：用于提供光投影的投影装置、尤其是抬

头显示器；用于提供全息呈现的全息装置；发光二极管显示器和/或液晶显示器。

[0033] 也可以规定，所述显示装置至少部分地嵌入机动车的挡风片、侧挡风片、后挡风

片、车顶窗和/或全景窗的材料、尤其是玻璃材料中，或者嵌入由乘员携带的装置中、尤其是

眼镜中。

[0034] 此外建议，所述显示装置至少部分地嵌入在机动车的饰板中、尤其是门饰板、车顶

饰板和/或座椅饰板和/或仪表板中。

[0035] 所述显示装置优选具有用于提供抬头显示的装置。一般地优选的是，所述显示通

过抬头显示提供，因为所述抬头显示能够以不耗费的方式被提供。优选地，所述显示在挡风

片上实现，因为车辆乘员的视线方向一般本来就对准所述挡风片。补充地或替选地，所述显

示也可以借助在机动车的侧挡风片、后挡风片、车顶窗或全景窗上的抬头显示器来提供。所

述抬头显示还可以附加地或替选地在机动车的其它的、尤其是非透明的构件上被显示，例

如在门内饰板、仪表板或座椅上被显示。这对于不对车辆进行控制的乘员是有意义的(例

如，在前排座椅的后侧为车辆中的后部的乘客/乘员显示)。但是，如果机动车驾驶员不透过

窗户观察，对于机动车驾驶员而言这也会是有帮助的，抬头显示(根据乘员的视线方向)也

可以部分地延伸到窗户上，并且以其它部分延伸到机动车的其它构件上。此外，代替通过抬

头显示器，显示能够借助于其它投影来提供，例如二维地或利用全息技术，以及通过发光二

极管(还有有机OLED)或液晶(LCD显示器)来实现。在挡风片、侧挡风片、后挡风片或全景窗

上显示时也可以使用集成在所述(玻璃)体部中的发光器件、尤其是所谓的“透视显示器”。

对此的已知技术使用LCD以及无机和有机LED。最终，附加地或替选地，可以在仪表板(仪表

盘)中设有单独的显示器，或者由乘员携带的装置(例如：眼镜)可以包含所述显示，所述显

示能够通过机动车的数据处理装置来控制。

[0036] 借助本发明还规定，所述数据处理装置设计为用于执行根据本发明的方法。

[0037] 所述数据处理装置能够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或个人计算机连接，以便能够接

收数据和/或发送数据。

[0038] 位置检测装置、对象检测装置和/或视线方向检测装置能够至少部分地至少部分

地安装或能安装在后视装置上或在后视装置中、尤其是在内部后视装置上或在内部后视装

置中，和/或所述视线方向检测装置但是也至少部分地安装或能安装在操作面板中或在操

作面板上。

附图说明

[0039] 以下参考示意图更详细地阐述本发明的优选的实施方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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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图1示出机动车中乘员的视角，在所述机动车中实施根据本发明的方法；

[0041] 图2是一般地阐述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的步骤的流程图；

[0042] 图3是阐述在对于车辆驾驶员适合的实施方式中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的步骤的流程

图；和

[0043] 图4是阐述在对于乘客适合的实施方式中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的步骤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在图1中从乘员的视角示出的机动车中，本发明能够应用于所述乘员，更确切地说

既能够应用于作为驾驶员坐在车侧10上的乘员，也能够应用于作为乘客坐在车侧12上的乘

员。驾驶员坐在方向盘14的一侧上。装置16a记录驾驶员的眼睛运动(所谓的眼睛跟踪)，并

且装置16b设置用于记录乘客的眼睛运动。在内部后视镜后方的摄像机18检测位于机动车

前方的视野。在机动车前方的周围环境中存在交通标志20，所述交通标志的位置能够通过

摄像机18检测和/或能够经由未示出的GPS系统来确定。如果驾驶员朝向其它视线方向观

察、即不朝向交通标志20观察，或者通过摄像机18检测到：投向交通标志20的视角被阻挡，

那么为驾驶员提供显示22作为抬头显示，所述显示为驾驶员提供与交通标志20相同的信

息。风景中的由乘客观察的对象、例如山24，并且在同一位置处给出关于所述对象的信息

26、例如其名称和高度。

[0045] 图2是一般地阐述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的步骤的流程图：在步骤S10中，尤其是借助

于机动车的GPS系统检测所述机动车的位置。借助所述位置能够检查在机动车中的地图存

储器中或可无线访问的存储器(例如在互联网中可供使用的存储器)中的数据，所述数据是

关于在机动车的周围环境中的对象的数据，并且因此确定所述对象(步骤S12)。借助于所述

装置16a或装置16b，检测车辆乘员的视线方向(步骤S14)，并且根据相应的车辆乘员的视野

中的视线方向，通过在挡风片上的抬头显示器来提供显示22、26。

[0046] 如果所述车辆乘员是驾驶员，那么根据图3在步骤S110(对应于S10)之后在步骤

S112中确定：在机动车的周围环境中是否存在例如交通标志20或交通信号灯。在步骤S114

中，借助于装置16a检测驾驶员的视线方向。借助于摄像机18和能够从存储器中下载的位置

数据，在步骤S115中检验：交通标志20或交通信号灯对于驾驶员究竟是否可见。同时可以检

验：驾驶员是否看向该处。如果都不是这种情况(“否”)，那么根据步骤S116，在驾驶员的视

野中，通过在挡风片上的抬头显示器来提供交通标志20或交通信号灯的显示22。如果驾驶

员本来就看到交通标志20或交通信号灯，那么不需要显示(“是”，返回步骤S110)。

[0047] 如果车辆乘员是乘客，那么根据图4，在步骤S210(对应于S10)之后在步骤S212中

确定：哪个风景对象24(山、山脉、山丘、林地、草地、牧场、树木、灌木丛等)或哪个定居点对

象24(建筑物、建筑群、道路、纪念碑、喷泉等)处于机动车的周围环境中。在步骤S214中，借

助于装置16b检测乘客的视线方向。因此能够分配：乘客正看向哪个对象。然后，在乘客的视

野中，根据步骤S216，通过在挡风片上的抬头显示器来提供关于对象24的信息的显示26。

[0048] 在此没有详细讨论，但是仍然可行的是，使显示与驾驶员和另外的乘员(乘客)的

视线方向相关。因此，例如可以在驾驶员和乘客视野重叠的区域中进行显示。这尤其是适用

于提供与交通无关的对象的信息。

[0049] 此外存在下述可能性：关于所观察的对象的信息能够由驾驶员或乘客通过利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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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手机、平板电脑或个人计算机的数据交换来获得。也可以使用机动车的或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或个人计算机的GPS系统。

[0050] 例如可以将经由蓝牙与机动车连接的智能手机用于位置检测。经由所述智能手

机，附加地可以根据机动车的相应的位置来获得关于在所述位置附近的对象的信息。因此，

例如能够使用应用程序，所述应用程序自动地执行与维基百科的联接，并且显示关于乘员

正在看的对象的文本，其中，能够经由在机动车的内部后视镜中的摄像机系统检测乘员的

视线方向。

[0051] 但是，代替于或附加于显示关于所检测到的对象的信息，也可以是声音输出，例如

又经由智能手机进行。此外，能够使用自学习效应，和/或考虑个人优先级，更确切地说在选

出要输出的信息时如此。如果所述乘员例如对历史信息感兴趣，那么能够始终提供关于其

观看的对象的历史、甚至在抬头显示器中以影片的形式提供。所述影片能够经由智能手机

从YouTube等上传。

[0052] 本发明的在上述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以及附图中公开的特征不仅可以单独地而且

可以以每个任意的组合的方式对于本发明在其不同的实施方式中的实现而言都是重要的。

[0053] 附图标记列表：

[0054] 10                             驾驶员侧

[0055] 12                             乘客侧

[0056] 14                            方向盘

[0057] 16a、16b                        用于检测眼睛运动的装置

[0058] 18                             摄像机

[0059] 20                            交通标志

[0060] 22                            关于交通标志24的显示

[0061] 24                            风景中的对象

[0062] 26                            所示出的关于对象24的信息

[0063] S10、S12、S14、S16                在一般形式中的方法的步骤

[0064] S110、S112、S114、S115、S116       应用于驾驶员的方法的步骤

[0065] S210、S212、S214、S216            应用于乘客的方法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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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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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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