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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显示镜组件

(57)摘要

一种车用显示镜组件包含电致变色单元、可

切换反射性元件、显示模块、环境光线传感器及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响应于检测到的环境光线水

平而自动地选择显示模式或镜像模式。在显示模

式中，所述控制器启动所述显示模块，将所述可

切换反射性元件设定成低反射模式，且将所述电

致变色单元设定成具有最小衰减的清晰模式。在

镜像模式中，所述控制器停用所述显示模块，将

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设定成高反射模式，且改

变通过所述电致变色单元的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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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车辆的显示镜组件，其包括：

环境光线传感器，其用于感测环境光线水平且输出表示所述感测到的环境光线水平的

环境光线信号；

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其在高反射模式与低反射模式之间改变状态；

电致变色单元，其定位于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的前面以可变地使从所述可切换反射

性元件反射的光线衰减；

显示器，其定位于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的后面以产生穿过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及

所述电致变色单元可见的显示图像；及

控制器，其与所述环境光线传感器、所述电致变色单元、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及所述

显示器通信，所述控制器比较所述环境光线信号与阈值水平，其中：

如果所述环境光线信号超过所述阈值水平，那么所述控制器启动所述显示器，将所述

可切换反射性元件设定成所述低反射模式且将所述电致变色单元设定成具有最小衰减的

清晰状态，且

如果所述环境光线信号未超过所述阈值水平，那么所述控制器停用所述显示器，将所

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设定成所述高反射模式且改变通过所述电致变色单元的衰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镜组件，且其进一步包括用于感测来自所述车辆的后方

的眩光光线水平的眩光光线传感器，其中所述控制器响应于所述眩光光线传感器感测到的

光线水平而改变通过所述电致变色单元的衰减。

3.根据权利要求1及2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镜组件，且其进一步包括提供在所述可切换

反射性元件的前侧及后侧中的至少一者上的抗反射涂层。

4.根据权利要求1至2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镜组件，其中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是可切

换液晶反射性元件。

5.根据权利要求1至2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镜组件，其中所述显示器是液晶显示器。

6.根据权利要求1至2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镜组件，且其进一步包括：

壳体，其经配置以附接至所述车辆且容纳至少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所述电致变色

单元及所述显示器；及

致动器装置，其用于在两个不同观察位置之间移动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所述两个

观察位置包含第一观察位置及第二观察位置，

其中后方场景的主要反射图像从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反射，

其中：

在处于所述第一观察位置时，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经定位以朝向观察者的眼睛反射

所述主要反射图像，

在处于所述第二观察位置时，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经定位使得所述车辆的顶棚的反

射图像朝向所述观察者的眼睛反射，且所述主要反射图像不朝向所述观察者的眼睛反射，

且

所述显示器在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处于所述第二观察位置时打开，且在所述可切换

反射性元件处于所述第一观察位置时关闭。

7.一种用于车辆的显示镜组件，其包括：

环境光线传感器，其用于感测环境光线水平且输出表示所述感测到的环境光线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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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光线信号；

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其在高反射模式与低反射模式之间改变状态；

显示器，其定位于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的后面以产生穿过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可

见的显示图像；及

控制器，其与所述环境光线传感器、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及所述显示器通信，所述控

制器比较所述环境光线信号与阈值水平，其中：

如果所述环境光线信号超过所述阈值水平，那么所述控制器启动所述显示器且将所述

可切换反射性元件设定成所述低反射模式，且

如果所述环境光线信号未超过所述阈值水平，那么所述控制器停用所述显示器且将所

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设定成所述高反射模式。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显示镜组件，且其进一步包括电致变色单元，所述电致变色单

元定位于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的前面以可变地使从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反射的光线

衰减。

9.根据权利要求7及8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镜组件，且其进一步包括提供在所述可切换

反射性元件的前侧及后侧中的至少一者上的抗反射涂层。

10.根据权利要求7至8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镜组件，其中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是可

切换液晶反射性元件。

11.根据权利要求7至8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镜组件，其中所述显示器是液晶显示器。

12.根据权利要求7至8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镜组件，且其进一步包括：

壳体，其经配置以附接至所述车辆且容纳至少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及所述显示器；

及

致动器装置，其用于在两个不同观察位置之间移动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所述两个

观察位置包含第一观察位置及第二观察位置，

其中后方场景的主要反射图像从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反射，

其中：

在处于所述第一观察位置时，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经定位以朝向观察者的眼睛反射

所述主要反射图像，

在处于所述第二观察位置时，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经定位使得所述车辆的顶棚的反

射图像朝向所述观察者的眼睛反射，且所述主要反射图像不朝向所述观察者的眼睛反射，

且

所述显示器在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处于所述第二观察位置时打开，且在所述可切换

反射性元件处于所述第一观察位置时关闭。

13.一种用于车辆的显示镜组件，其包括：

壳体，其经配置以附接至所述车辆；

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其布置于所述壳体中以在高反射模式与低反射模式之间改变状

态；

显示器，其在所述壳体中定位在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的后面以产生穿过所述可切换

反射性元件可见的显示图像；及

致动器装置，其用于在两个不同观察位置之间移动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所述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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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位置包含第一观察位置及第二观察位置，

其中后方场景的主要反射图像从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反射，且

其中：

在处于所述第一观察位置时，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经定位以朝向观察者的眼睛反射

所述主要反射图像，

在处于所述第二观察位置时，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经定位使得所述车辆的顶棚的反

射图像朝向所述观察者的眼睛反射，且所述主要反射图像不朝向所述观察者的眼睛反射，

且

所述显示器在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处于所述第二观察位置时打开，且在所述可切换

反射性元件处于所述第一观察位置时关闭。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显示镜组件，其中所述致动器装置还利用所述可切换反射

性元件移动所述显示器。

15.根据权利要求13及14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镜组件，其中所述致动器装置还移动所

述壳体及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

16.根据权利要求13至14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镜组件，且其进一步包括电致变色元件，

所述电致变色元件在所述壳体中布置在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的前面以可变地使从所述

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反射的光线衰减。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显示镜组件，其中所述致动器装置还移动所述电致变色单

元及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

18.根据权利要求13至14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镜组件，其中所述致动器装置是双模态

开关。

19.根据权利要求13至14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镜组件，其中所述壳体具有限定观察区

的开孔，且其中所述显示器经配置以显示与所述观察区具有基本相同尺寸及形状的图像。

20.根据权利要求13至14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镜组件，且其进一步包括：

环境光线传感器，其用于感测环境光线水平且输出表示所述感测到的环境光线水平的

环境光线信号；及

控制器，其与所述环境光线传感器、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及所述显示器通信，所述控

制器比较所述环境光线信号与阈值水平，其中：

如果所述环境光线信号超过所述阈值水平，那么所述控制器启动所述显示器且将所述

可切换反射性元件设定成所述低反射模式，且

如果所述环境光线信号未超过所述阈值水平，那么所述控制器停用所述显示器且将所

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设定成所述高反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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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显示镜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大体上涉及车用后视镜组件，且更确切地说涉及将车辆后方的场景反射至

驾驶员的眼睛或通过后向摄像头捕获车辆后方的场景且将其显示给驾驶员的显示镜组件。

发明内容

[0002]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一种显示镜组件包含：环境光线传感器，其用于感测环境

光线水平且输出表示所感测环境光线水平的环境光线信号；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其在高反

射模式与低反射模式之间改变状态；电致变色单元，其定位于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的前面以

可变地使从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反射的光线衰减；显示器，其定位于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的后

面以产生穿过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及电致变色单元可见的显示图像；及控制器，其与环境光

线传感器、电致变色单元、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及显示器通信。所述控制器比较环境光线信号

与阈值水平，其中，如果环境光线信号超过阈值水平，那么控制器启动显示器，将可切换反

射性元件设定成低反射模式且将电致变色单元设定成具有最小衰减的清晰状态，且如果环

境光线信号未超过阈值水平，那么控制器停用显示器，将可切换反射性元件设定成高反射

模式且改变通过电致变色单元的衰减。

[0003]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一种车用显示镜组件包含：环境光线传感器，其用于感测

环境光线水平且输出表示所感测环境光线水平的环境光线信号；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其在

高反射模式与低反射模式之间改变状态；显示器，其定位于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的后面以产

生穿过所述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可见的显示图像；及控制器，其与环境光线传感器、可切换反

射性元件及显示器通信，所述控制器比较环境光线信号与阈值水平，其中，如果环境光线信

号超过阈值水平，那么控制器启动显示器且将可切换反射性元件设定成低反射模式，且如

果环境光线信号未超过阈值水平，那么控制器停用显示器且将可切换反射性元件设定成高

反射模式。

[0004]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一种车用显示镜组件包含：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其布置于

壳体中以在高反射模式与低反射模式之间改变状态；显示器，其在壳体中定位在可切换反

射性元件的后面以产生穿过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可见的显示图像；及致动器装置，其用于在

两个不同观察位置之间移动可切换反射性元件，所述两个观察位置包含第一观察位置及第

二观察位置，其中后方场景的主要反射图像从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反射，其中在处于第一观

察位置时，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经定位以朝向观察者的眼睛反射主要反射图像，在所述第二

观察位置时，可切换反射性元件经定位使得车辆的顶棚的反射图像朝向观察者的眼睛反

射，且主要反射图像不朝向观察者的眼睛反射，且显示器在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处于第二观

察位置时打开，且在可切换反射性元件处于第一观察位置时关闭。

[0005] 通过参考下列的说明书、权利要求和附图，本发明的这些和其他特征、优点和目的

将被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进一步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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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6] 通过以下详细说明和附图，将更全面地了解本发明，其中：

[0007] 图1A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车用显示镜组件的顶部前透视图；

[0008] 图1B是图1A的显示镜组件的底部前透视图；

[0009] 图1C是图1B的显示镜组件的侧视图；

[0010] 图2是图1的显示镜组件的光学部件的示意图；

[0011] 图3是呈框图形式的电路示意图，其展示图1的显示镜组件的电子部件；

[0012] 图4是说明由图3中展示的控制器执行的过程的流程图；

[0013] 图5A是以第一观察位置展示的图1A至图2的显示镜组件的光学部件的示意图；

[0014] 图5B是以第二观察位置展示的图1A至图2的显示镜组件的光学部件的示意图；

[0015] 图6A是具有位于第一位置的双模态开关的显示镜组件的侧立面剖视图；及图6B是

具有位于第二位置的双模态开关的显示镜组件的侧立面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目前阐述的本发明的实施例主要属于与后视镜组件有关的方法步骤和装置部件

的组合。因此，装置部件与方法步骤已在适当情况下通过图中的常规符号表示，仅显示与理

解本发明的实施例有关的具体细节，以免掩盖了对于可受益于本说明书的所属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细节披露。此外，说明及图纸中的类似数字代表类似元件。

[0017] 在本文件中，关系词语，如第一和第二，顶部和底部等，仅用于将一个实体或作用

与另一个实体或作用进行区分，并不一定要求或暗指这样的实体或作用之间存在任何实际

的关系或顺序。词语“包括(comprises/comprising)”或其任何其它变化形式，都希望涵盖

非排他性包纳，如包括一系列元件的工艺、方法、物品或装置并不仅仅包括那些元件，而且

还可能包括这种工艺、方法、物品或装置未明确列出或非固有的其它元件。元件之后紧跟

“包括一个”并非(并没有更多的限制)在包括该元件的工艺、方法、物品或装置中排除其它

相同元件的存在。

[0018] 现参看图式，参考数字10通常表示车用显示镜组件。显示镜组件10包含电致变色

单元12、电可切换反射元件20、显示模块30及控制器50。壳体35至少部分容纳电致变色单元

12、可切换反射元件20及显示模块30，且包含自其向后延伸的安装构件39。安装构件39适合

安装在车辆的挡风玻璃或顶盖上。安装构件39可以任何已知方式可操作地与后部壳体35接

合。显示镜的实例描述于以下各项中：美国专利第8,879,139号；2012年4月24日申请的美国

临时专利申请案第61/637 ,527号；2013年2月13日申请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案第61/764 ,

341号；及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第US  2014/0268351  A1号及第US  2013/0279014  A1号。

[0019] 借助于解释但并非限制，与仅在车辆操作的某一时间内(即车辆倒档时)使用的倒

车显示系统相反，在操作中，显示镜组件10可以用作车辆的全显示镜以便在行驶时基本上

连续操作。

[0020] 显示镜组件10可以镜像模式或显示模式操作。在镜像模式中，显示模块30关闭，且

可切换反射元件20设定为高反射状态以便将来自后方场景的光线反射至驾驶员的眼睛。可

使用电致变色单元12可变地控制经反射光线的量。在显示模式中，显示模块30打开，且可切

换反射元件20设定为低反射、高投射状态，以便允许来自显示模块30的光线穿过且不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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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后方场景的过多光线反射至驾驶员的眼睛。另外，电致变色单元12可被设定成清晰的(或

高度透射状态)。以此方式，将自后方场景反射的光线的量保持在不干扰驾驶员观察由显示

模块30产生的显示图像的水平。

[0021] 可通过控制器50响应于检测到的光线水平而自动地选择显示模式及镜面模式。由

此，举例来说，如果检测到夜间条件，那么可自动选择镜面模式，且如果检测到日间条件，那

么可自动选择显示模式。以此方式，在后向摄像头可能展现来自后车灯的基本图像模糊及

污迹的夜间条件期间，将不使用显示器。此外，通过提供电致变色单元12，可减少来自这类

后车灯的反射的眩光，且由此相较于一些摄像系统所提供的对后方场景的观察，镜面系统

可提供较好的观察。

[0022] 如以未按比例绘制的经夸示分解图展示显示镜组件10的部分的图2中所展示，电

致变色单元12包含前透明基板14、后透明基板16及布置于其间的电致变色介质15。前基板

14的前表面14a可充当显示镜组件10的外露前表面。透明基板14及16具有涂覆在相对表面

上的透明电导体(未展示)，使得可以已知方式跨电致变色介质施加电压。电致变色单元12

可具有任何已知结构。电致变色单元12响应于跨透明电导体施加的电压而可变地使穿过其

的光线衰减。

[0023] 可切换反射元件20可包含布置在两个玻璃基板22与24之间的液晶材料23。可在玻

璃基板22的前表面上提供偏光片21。可在玻璃基板24的后表面上提供反射性偏光片25。可

在反射性偏光片25的后表面上提供额外玻璃基板26。可切换反射元件20的合适结构公开于

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第US  2010/0277786A1号及第US  2014/0268351A1号中。如这些公开案

的后者中所公开，可在可切换反射元件20的前表面及后表面上提供抗反射层或棱楔27及

28。一般来说，可切换反射元件20响应于施加至其的电信号而在高反射状态与低反射状态

(具有高光线透射)之间改变。

[0024] 显示模块30包含适当的显示驱动电路以用于显示由后向摄像头90捕获的视频图

像(图3)。显示模块30包含显示元件32及背光40。显示元件32可包含布置在玻璃基板34与36

之间的液晶材料33、提供于玻璃基板34的前表面上的前偏光片37及提供于玻璃基板36的后

表面上的后偏光片38。显示元件32及背光40可具有任何已知结构。可如美国专利申请公开

案第US  2014/0268355A1号中所公开地构造显示元件32。可如John  A.VanderPloeg于2015

年1月30日申请的标题为“BACKLIGHTING  ASSEMBLY  FOR  DISPLAY  FOR  REDUCING  CROSS-

HATCHING”的美国专利申请案第14/609,826号及John  A.VanderPloeg等人于2015年1月22

日申请的标题为“LOW  COST  OPTICAL  FILM  STACK”的美国临时申请案第62/106,341号中所

公开地构造背光40。

[0025] 参看图2，显示模块30的前偏光片37可为固定至玻璃基板34的线性偏光片，使得离

开显示模块30的光线经线性偏振。前偏光片37的非消弧轴线或高透射轴线可以与可切换反

射元件20的反射性偏光片25的非反射轴线或高透射轴线对准。反射性偏光片25的反射轴线

或低透射轴线可正交于非反射轴线或高透射轴线，如本领域中普遍已知。反射性偏光片25

可固定在玻璃基板24与26之间，使得可实现基本镜面的反射层，如美国专利第7,502,156

号、第8,282,224号及第8,545,030号以及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第US  2010/0277786A1号中

所公开。液晶23以及玻璃基板22及24可包括扭曲向列型LCD单元，如本领域中普遍已知。偏

光片21可为附连到玻璃基板22的线性偏光片，使得偏光片21的非消弧轴线或高透射轴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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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反射性偏光片25的非反射轴线或高透射轴线对准。由此，偏光片21、反射性偏光片25及前

偏光片37的高透射偏振轴线可全部对准，而反射性偏光片25的反射轴线或低透射轴线可正

交于此轴线。

[0026] 显示镜组件10可在显示模块30关闭时以镜面模式操作，使得背光40不启动或显示

元件32不启动，或背光40及显示元件32两者都不启动。可切换反射性元件20可处于高反射

比状态，其中电信号未被施加至液晶材料23，使得指示扭曲向列型LCD的90度旋转的经偏振

光线保持完好，如本领域中普遍已知。可将电信号施加至电致变色单元12以使透射穿过电

致变色单元12到达可切换反射性元件20的光线衰减。

[0027] 由此，显示镜组件10在可或可不由电致变色单元12衰减的入射光行进至偏光片21

时以镜面模式操作。入射到偏光片21上的一部分光线以线性偏振方式穿过液晶材料23。基

本上入射到液晶材料23上的所有光线可在其穿过及行进至反射性偏光片25时旋转90度。入

射到反射性偏光片25上的光线可与其反射轴线对准，借此反射性偏光片25可反射基本上所

有的入射偏振光线。自偏光片25反射的光线可维持线性偏振且反向行进，借此基本上入射

回到液晶材料23的所有偏振光线可旋转90度且基本不受限地穿过偏光片21，并且在离开显

示镜组件10之后可或可不被电致变色单元12衰减。

[0028] 显示镜组件10可在显示模块30打开时以显示模式操作，使得背光40启动或显示元

件32启动，或背光40及显示元件32两者都启动。可切换反射性元件20可处于低反射比状态，

借此将电信号被施加至液晶材料23，使得指示扭曲向列型LCD的90度旋转的经偏振光线暂

时失能，如本领域中普遍已知。可或可不将电信号施加至电致变色单元12。如果不施加电信

号，那么这避免使传输自显示模块30的光线衰减。由此，在离开前偏光片37的线性偏振光线

基本不受限地穿过反射性偏光片25的非反射轴线或高透射轴线，及基本不受限地穿过液晶

23，以及基本不受限地穿过偏光片21时，显示镜组件10可以显示模式操作。

[0029] 此外，当显示镜组件10以显示模式操作时，可使优选地未通过电致变色单元12衰

减的入射光行进到偏光片21。入射到偏光片21上的一部分光线以线性偏振方式穿过液晶材

料23。由于指示扭曲向列型LCD的90度旋转的偏振光线可暂时失能，因此入射到液晶材料23

上的基本所有光线穿过且行进至反射性偏光片25。入射到反射性偏光片25上的光线可与其

非反射轴线对准，借此反射性偏光片25可吸收基本上所有的入射偏振光线。如先前所提及，

可在可切换反射性元件20的前表面及后表面上提供抗反射层或棱楔27及28。

[0030] 返回参看图1B及1C，显示镜组件10具有观察区，所述观察区包含电致变色元件12

的前透明基板14的前表面14a。观察区可能因美学原因而呈矩形形状、梯形形状或任何自定

义波状形状。电致变色元件12的周界也可具有磨砂边缘、斜面边缘或者没有边框。

[0031] 显示元件32通常可呈平面，具有限定前表面的外边缘。显示元件32的前表面可成

形为对应于及适合于显示镜组件10的观察区的形状。如图1中所说明，显示元件32可具有梯

形形状。然而，所属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的是，显示元件32可为其它形状，例如但不

限于正方形、矩形、对称、不对称或波状形状。显示元件32可具有前表面，所述前表面适合于

但不互补于显示镜组件10的观察区，例如，其中显示元件32的前表面通常呈矩形且电致变

色单元12的前表面14a具有波状外周界。沿显示元件32的外边缘的至少一部分，显示元件32

的外边缘与电致变色单元12的外周界之间的距离可约为9毫米或9毫米以下。显示元件32可

为液晶显示器(LCD)、LED、OLED、等离子体、DLP或其它显示技术。可使用各种类型的LCD，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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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但不限于)扭曲向列(TN)、共面转换(IPS)、边缘场转换(FFS)、垂直取向(VA)等。

[0032] 图3展示显示镜组件10的电子部件的实例。如所展示，显示镜组件10进一步包含控

制器50、电致变色驱动电路60、环境光线传感器70及眩光光线传感器80。环境光线传感器70

可定位于壳体35的后侧上，以便捕捉车辆前方的环境光线水平。眩光光线传感器80可定位

于壳体35的前侧上，以便捕捉入射到显示镜组件10的前表面上的眩光光线水平。也可提供

可选的显示开关306，如下文参看图6A及6B进一步描述。控制器50耦合到这些元件中的每一

者以响应于环境光线传感器70及/或眩光光线传感器80感测到的光线水平而控制显示模块

30、电致变色单元12及可切换反射性元件20的操作。下文参看图4进一步描述控制器50的操

作。

[0033] 电致变色驱动电路60可具有与用于电致变色镜元件的常规驱动电路相同的结构。

[0034] 如图4中所展示，控制器50通过确定光线水平开始此自动模式选择(步骤102)。此

可通过读取环境光线传感器70及/或眩光光线传感器80的输出来实现。接着，在步骤104中，

控制器50确定检测到的光线水平是否已超过阈值水平。如果超过阈值(表示日间条件)，那

么控制器50通过以下操作自动地选择显示模式：打开显示模块30以产生对如由后向摄像头

90捕获的后方场景的显示；将可切换反射性元件20设定成低反射状态；及使电致变色单元

12清晰以处于高透射状态(步骤106)。如果未超过阈值(表示夜间条件)，那么控制器50通过

以下操作自动地选择镜像模式：关闭显示模块30；将可切换反射性元件20设定成高反射状

态；及使用光线传感器70及80以类似于用于常规电致变色镜的方式控制电致变色单元12的

透射水平(步骤108)。

[0035] 所属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将理解，可采用手动选择方法，其中驾驶员可通过按压

常规按钮、开关、控制杆等而手动地控制系统的反射状态。此外，驾驶员可通过电容式触控

开关、电容式触控面板、电阻式触控面板、手势识别装置、近距离传感器或如本领域中普遍

已知的任何人机接口装置来手动地选择系统的反射状态。在手动致动后，可切换反射性元

件可在释放常规按钮(或如由其它所列用户致动机构感测到的用户的手从组件移开)之时

或在此释放后的一预定时间之后切换回到其先前反射状态。

[0036] 此外，为向显示镜组件10的观察者提供信息，当显示模块30处于使用中时，显示镜

组件10可包含有关视野178(图1A至1C)的信息(例如部分透射图形叠置)或在观察区内可见

的显示模块30上的图像。

[0037] 如图1B及1C中所展示，显示镜组件10可包含可选的致动器装置31，以用于在两个

不同观察位置之间移动可切换反射性元件20及可选的电致变色单元12，所述两个观察位置

包含第一观察位置(图5A)及第二观察位置(图5B)。除了移动电致变色单元12及可切换反射

性元件20以外，致动器装置31还可移动显示模块30及/或壳体35。

[0038] 预期致动器装置31可采取用于棱镜的常规致动器装置的形式，除了所述致动器装

置将经修改以使可切换反射性元件20倾斜且视情况使电致变色单元12或棱形元件倾斜。这

类致动器装置的实例描述于共同受让的美国专利第4,443,057号、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第

2015/0085337A1号以及美国临时申请案第62/121,935号、第62/121915号、第62/121960号

及第62/121983号中。美国专利申请公开案第2015/0085337A1号的致动器装置的实例展示

于图6A及6B中且在下文进行描述。

[0039] 也有可能使用自动化致动器装置，例如共同受让的美国专利第4,443,057号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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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自动化致动器装置。在这种情况下，自动致动器装置可基于使用环境光线传感器70

及/或眩光光线传感器80感测到的显示镜组件前方及(视情况)后方的光线水平而在第一观

察位置与第二观察位置之间移动可切换反射性元件20及(视情况)电致变色单元12或棱形

元件。

[0040] 如图2、图5A及图5B中所展示，后方场景17的主要反射图像17a是从可切换反射性

元件20的反射性偏光片25反射的。在处于第一观察位置时(图2及图5A)，可切换反射性元件

20经定位以朝向观察者的眼睛13反射主要反射图像17a。此为当显示镜组件10以镜像模式

操作时的理想位置。然而，在显示模式中，即时在将可切换反射性元件20设定成低反射、高

透射状态时，后方场景的一小部分图像仍反射在驾驶员的眼睛13处，这可造成对来自显示

模块30的图像18的一定程度干扰。因此，借助于致动器装置31提供第二观察位置，其中电致

变色单元12及可切换反射性元件20经定位(通过向上倾斜)使得从车辆的顶棚45反射46a的

环境光46的反射图像46b朝向观察者的眼睛反射，且后方场景17的主要反射图像17a不朝向

观察者的眼睛13反射。因为顶棚45的反射图像46b具有统一的对比度及外观，所以其不干扰

来自显示模块30的显示图像18。

[0041] 参看图6A及图6B，说明呈双模态开关31形式的致动器装置，所述致动器装置的功

能性包含安装构件39、安装构件板334、第一枢轴300、第二枢轴302、双模态开关弹簧304、双

模态开关31、主要PCB  328(其上可安装控制器50)、可选显示开关306、后部壳体35、可切换

反射性元件20、电致变色单元12及显示模块30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实施例中，可切换反射

性元件20、电致变色单元12及显示模块30牢固地附接至后部壳体35。第一枢轴300由布置在

后部壳体35与安装构件板334之间的圆柱形旋转构件限定。第二枢轴302由布置在后部壳体

35与双模态开关31之间的圆柱形旋转构件限定。当双模态开关31从打开位置移动到关闭位

置时，所述双模态开关31围绕第二枢轴302旋转。在双模态开关31旋转期间，安装构件39及

安装构件板334并不相对于显示镜组件10的观察者移动。然而，后部壳体35、可切换反射性

元件20、电致变色单元12、显示模块30及主要PCB  328围绕第一枢轴300旋转。双模态开关31

围绕第二枢轴302旋转大约75度至105度。相比于第一枢轴300与双模态开关31同双模态开

关弹簧304之间的弹簧容纳区308之间的距离，从第二枢轴302的中心到双模态开关31与双

模态开关弹簧304的弹簧容纳区308的距离相当小。第一枢轴300与第二枢轴302之间的距离

差使得在双模态开关31旋转75度至110度时，后部壳体30旋转大约2度至7度。在安装构件板

334与显示开关306之间具有预定距离的情况下将可选的显示开关306牢固地安装至主要

PCB  328，使得在双模态开关31处于第二观察位置时(图6A)，显示开关306不被按压且显示

模块30打开，并且在双模态开关31处于第一观察位置时(图6B)，显示开关306被按压从而关

闭显示模块30。

[0042] 参看图6A及图6B，双模态开关31的旋转通常执行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使可切

换反射性元件20在2度至7度之间旋转，且第二个功能是取决于模式而使显示开关306在按

压位置与未按压(停用)位置之间移动，所述移动开启或关闭显示模块30。然而，应了解，在

控制器50响应于环境光线传感器70感测到的环境光而自动打开及关闭显示模块30时，可去

除显示开关306。另一方面，在提供显示开关306时，其可用于控制可切换反射性元件20的状

态并潜在地影响电致变色单元12的状态。替代地，控制器50可响应于环境光而自动改变显

示镜组件10的模式，且显示开关306可用作手动超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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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应了解，本文中所描述的控制器50可由一个或多个常规处理器及独特的储存程序

指令组成，所述储存程序指令控制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与某些非处理器电路一起执行如本文

中所描述的显示镜组件10的部分、大多数或所有功能。非处理器电路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信

号驱动器、时钟电路、电源电路及/或用户输入装置。因此，这些功能可能被解释为使用或组

装分类系统时所使用的方法步骤。替代地，部分或所有功能可通过并无储存程序指令，或者

处于一个或多个专用集成电路(ASIC)中的状态机器执行，其中每一个功能或者某些功能的

一些组合都将按照定制逻辑执行。当然，也可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因此，本文描述了用于执

些功能的方法和方式。另外，预期到尽管存在大量努力和(例如)通过可用时间、当前技术和

经济考虑因素等激发的许多设计选择，但在本文中所公开的概念和原则的指导下，普通技

术人员将易于能够以最少实验产生此类软件指令及程序以及IC。

[0044]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了解所述发明及其他部件的构造并非局限于任何特定

材料。本文件所公开的本发明的其它示范性实施例可能由各种材料制成，除非在本文另有

所描述。

[0045] 出于本发明的目的，术语“耦合”(包括“耦合”、“正在耦合”及“已耦合”等其他所有

形式)一般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将两个部件(电气或机械)连接。这种连接在本质上可以是固

定或在本质上是可移动的。这种连接可以通过两个部件(电气或机械)和彼此和与所述两个

部件一体成型为单一整体车身的其它中间构件实现。这种连接在本质上可以是永久性的或

在本质上可以是可拆除或可释放的，除非本文另有所述。

[0046]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示范性实施例中所示的发明元件的构造和设置仅用于说

明目的。尽管本披露文件仅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几个实施例，但阅览本披露文件的本领域

技术人员很容易便会认识到，在实质上不偏离所列举主题的新颖性教导和优点的情况下，

许多方面可能都需要修改(如各种元件的尺寸、规格、结构、形状和比例以及参数值、安装设

置、材料使用、颜色、方向等方面的变化等)。例如，以整体形式示出的元件可由多个部件构

成，或者以多个部件形式示出的元件可以一体成型，且组装操作可以颠倒进行或者以其他

方式改变，结构的长度或宽度及/或系统的构件或连接件或其他元件可以改变，设置在元件

之间的调节件位置的性质或数目可以改变。应该注意的是，系统的元件及/或组件可由提供

足够强度或耐久性的多种材料中的任一种构成，且可以是各种颜色、材质和多者的组合。因

此，所有这种修改都旨在纳入本发明的范围内。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情况下，可替换、修

改、改变和省略理想及其他示范性实施例的设计、操作条件和设置。

[0047] 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及使用本发明的人可以对本发明做出各种改动。因此，应

该清楚，在附图中所示的并且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为说明的目的，并且并非旨在限制该发

明的范围，该发明的范围由根据专利法法则(包括等同物原则)解释的随附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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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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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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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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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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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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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6/8 页

17

CN 106163873 B

17



图5A

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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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A

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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