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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控制对车辆内人机界面的访问的系统，其包含车辆内计算机，所述车辆内

计算机包含处理器及存储器，其中，所述车辆内计算机编程为：

确定驾驶员的手在车辆内的至少一个预定位置上，所述至少一个预定位置包括方向盘

上的位置；

确定车辆乘客在相对人机界面的安全位置；

向所述乘客提供对人机界面的访问，这样所述乘客可以访问所述驾驶员不可访问的计

算机操作；

根据语音识别处理来检测人的语音以确定所述驾驶员正在教导乘客有关人机界面的

操作；以及

取消所述乘客对所述驾驶员不可访问的所述计算机操作的访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一个预定位置还包括车辆变速杆手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还包括提供用于确定所述驾驶员的手是否在所述至少

一个预定位置上的输入的多个传感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传感器包括多个心电图传感器以及至少一个

电容式传感器中的至少一个。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传感器包括所述人机界面的显示器内的传感

器。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计算机还编程为执行检验以确定来自所述传

感器的信号是否代表人的心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还包含提供用于确定乘客是否在安全位置的输入的多

个传感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传感器包括重量传感器、摄像头及包括在乘员

分类系统(OCS)中的传感器中的至少一个。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确定所述驾驶员的手在所述至少一个预定位置上

包括确定驾驶员双手的手掌和手指均在所述方向盘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人机界面包括视觉显示器、触摸屏、扬声器及

麦克风中的至少一个。

11.一种用于控制对车辆内人机界面的访问的方法，包含：

确定驾驶员的手在车辆中的至少一个预定位置上，所述至少一个预定位置包括方向盘

上的位置；

确定车辆乘客在相对人机界面的安全位置；

向乘客提供对人机界面的访问，这样所述乘客可以访问所述驾驶员不可访问的计算机

的操作；

根据语音识别处理来检测人的语音以确定所述驾驶员正在教导乘客有关人机界面的

操作；以及

取消所述乘客对所述驾驶员不可访问的所述计算机操作的访问。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至少一个预定位置还包括车辆变速杆手柄。

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多个传感器提供用于确定驾驶员的手是否在所

述至少一个预定位置上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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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传感器包括多个心电图传感器及至少一个

电容式传感器中的至少一个。

15.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传感器包括所述人机界面的显示器内的传

感器。

16.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还包含执行检验以确定来自所述传感器的信号是否

表示人的心跳。

17.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多个传感器提供用于确定乘客是否在安全位置

的输入。

18.跟剧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传感器包括重量传感器、摄像头及包括在乘

员分类系统(OCS)中的传感器中的至少一个。

19.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驾驶员的手在所述至少一个预定位置包括

确定所述驾驶员双手的手掌和手指都在所述方向盘上。

20.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人机界面包括视觉显示器、触摸屏、扬声器

及麦克风中的至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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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对车辆内人机界面的访问的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1] 例如汽车的车辆通常以车辆内计算机为特点，该车辆内计算机包括至少一个允许

车辆驾驶员或其他乘员以各种方式与车辆内计算机交互的人机界面(HMI)。例如，车辆内计

算机可以允许使用者拨打并接听电话，接收例如无线电台或其他音频的串流媒体，控制例

如气候控制系统、媒体播放器等的各种车辆系统，与智能手机或类似装置上的应用程序交

互，和/或使用例如导航应用程序的其他应用程序。然而，出于安全考虑，当车辆在运动时，

对车辆内显示器或其他HMI的访问可能受到限制，例如，有限操作或没有操作可以使用，以

最小化驾驶员分心的机会。然而，车辆驾驶员及他们的乘客可能由于对HMI及车辆计算机的

访问的限制而沮丧，这些限制阻止没有忙于驾驶车辆的乘客通过HMI访问和/或执行特定操

作。

附图说明

[0002] 图1是用于控制对车辆HMI的访问的示例性系统的框图；

[0003] 图2示出了用于控制对车辆HMI的访问的车辆内的示例性元件；

[0004] 图3示出了包括用于检测乘客位置的传感器的车辆座椅的示例；

[0005] 图4是用于控制对车辆HMI的访问的示例性过程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6] 系统概述

[0007] 图1是用于控制为用户与车辆101内的计算机105的交互提供的一个或多个HMI(人

机界面)110的访问的示例性系统100的框图。计算机105可以例如通过车辆101内的通信总

线接收指示车辆101的状态——例如车辆101是否正在运动、车辆101的速度等——的例如

来自车辆101的传感器、控制器等的各种数据115。另外，数据115可以包括指示车辆101的驾

驶员和/或乘客的位置的传感器数据。例如，参照图2，例如车辆101的方向盘205和/或变速

杆手柄240的一个或多个接近车辆101的驾驶员的预先确定的位置可以包括例如心电图

(EKG)传感器210的传感器210以提供驾驶员的手是否在方向盘205上的指示。另外或可选

地，参照图2和3，车辆101的乘客座椅225可以包括传感器235以便确定乘客位置是否适于车

辆101和/或HMI  110的安全操作。

[0008] 基于前述和/或其他数据115，计算机105编程为确定一个或多个HMI  110是否应该

置于限制驾驶员和乘客访问、限制驾驶员访问但是允许乘客访问、或者允许驾驶员和乘客

访问的状态，因此确定驾驶员和/或乘客可以向计算机105提供什么样的输入116。另外，HMI 

110可以用于访问由服务器125和/或用户装置150通过网络120提供的应用程序，例如导航

应用程序、通信应用程序、媒体应用程序等，可能地根据车辆101的状态、乘客位置和/或驾

驶员的手相对车辆方向盘的状态控制这些访问。另外，在允许在例如智能手机150的用户装

置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控制前排座椅的HMI  110显示器或第二或第三排座椅的HMI  110显示

器(例如后部DVD系统的屏幕或类似物)的车辆101内，如果装置150的应用程序检测到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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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正要运动，这些装置150的应用程序控制功能通常是禁用的，和/或如果车辆101正在运

动所述车辆HMI可以忽略来自智能手机装置150的命令。通过例如方向盘205内的传感器210

的使用，如果传感器210检测到双手都在方向盘上或在例如车辆101的变速杆手柄或类似物

的其他位置上，这些远程应用程序功能可以被允许，因此允许车辆101的乘客完全控制装置

150的应用程序功能，即使车辆在运动中。

[0009] 系统元件

[0010] 车辆101计算机105总体上包括处理器和存储器，存储器包括一种或多种形式的计

算机可读介质，并且存储可以由所述处理器可执行的指令以便执行包括在此公开的各种操

作。计算机105的存储器另外总体上存储由车辆101控制器、传感器等收集的数据115。计算

机105配置为用于在控制器局域网(CAN)总线或类似物和/或其他有线或例如蓝牙等的无线

协议上通信，即，计算机105可以通过可以在车辆101内提供的和/或例如用户装置150的其

他装置提供的的各种机构通信。计算机105还可以具有例如根据J1962标准的至车载诊断连

接器(OBD  II)的连接部。通过CAN总线、OBD-II控制器端口和/或其他有线的或无线的机构，

计算机105可以向车辆内的各种装置发送消息和/或接收来自例如控制器、驱动器、传感器

等的各种装置的消息。另外，计算机105可以配置为例如通过网络120与一个或多个远程服

务器125通信，如下面描述的，网络120可以包括各种有线的和/或无线的网络技术，例如蜂

窝、蓝牙、有线的和/或无线的分组网络等。

[0011] 包括在计算机105内或与计算机105相关联的HMI  110可以包括各种公知的机构以

便允许用户与计算机105交互。例如，HMI  110可以包括麦克风、扬声器、文转声、语音识别处

理功能等以便允许与计算机105进行文字和/或语音交互，例如，以公知的交互式语音应答

(IVR)系统的形式。另外，HMI  110可以包括视觉显示器、触摸屏或类似装置，例如下面参照

图2讨论的显示器215，和/或其他输入/输出机构。

[0012] 可以从各种装置获得数据115，例如摄像头、雷达、激光雷达、超声波传感器、加速

计、重量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在一具体示例中，如下面参照图2所讨论的，可以从心电图

(EKG)传感器210和/或位置传感器230获得数据115。又例如，车辆中的各种控制器可以作为

数据收集器110运行以通过CAN总线提供数据115，例如，除了如上面提到的环境状况，与车

辆速度、加速度、位置等有关的数据115。另外，传感器或类似物、全球定位系统(GPS)装置等

可以包括在车辆中并且配置为例如通过有线的或无线的连接直接向计算机105提供数据

115。

[0013] 网络120代表一种或多种机制，通过该机制车辆计算机105可以与远程服务器125

进行包括获得远程数据的通信。相应地，网络120可以是各种有线的或无线的通信机制中的

一种或多种，其中包括有线的(例如电缆及光纤)和/或无线的(例如蜂窝、无线、卫星、微波

和无线电频率)通信机制和任何期望的网络拓扑结构(或者当使用多个通信机制时的多个

拓扑结构)的任何期望的结合。示例性通信网络包括提供数据通信服务的无线通信网络(例

如，使用蓝牙，IEEE  802.11等)、局域网络(LAN)和/或包括互联网的广域网络(WAN)。

[0014] 服务器125可以是一个或多个计算机服务器，每一个通常包括至少一个处理器及

至少一个存储器，存储器存储由处理器可执行的指令，这些指令包括用于执行在此描述的

各种步骤和过程的指令。服务器125可以包括或者可以可通信地连接到用于存储远程数据

115的数据存储器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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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用户装置150可以是包括处理器及存储器以及通信功能的各种计算机装置中的任

意一个。例如，所述用户装置155可以是包括使用IEEE  802.11、蓝牙和/或蜂窝通信协议的

无线通信功能的便携式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另外，所述用户装置150可以使用这

些通信功能以通过网络120与车辆计算机105通信，和例如使用例如蓝牙的车辆内通信机制

直接与车辆计算机105通信。相应地，计算机105可以控制对通过计算机105的HMI  110访问

的装置150上的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的访问。

[0016] 图2示出了用于控制对车辆HMI的访问的车辆101内的乘客舱200的一部分的示例

性元件。图3示出了包括用于检测乘客位置的传感器235的车辆座椅225的示例。由图2可以

看出，车辆101的方向盘205具有嵌入其中的传感器210。例如，传感器210可以是例如公知的

用于训练设备的EKG传感器或类似物的那些。传感器210可以以公知的方式装配在方向盘

205的表面上或其下面用于检测来自与人体部分——在该示例中，是车辆101的驾驶员的双

手——接触的EKG信号。另外，一个或多个传感器210可以装配在在车辆101的安全运行过程

中驾驶员的一只手或双手可以放在其上的另一个或几个位置，例如变速杆手柄240。

[0017] 相应地，当传感器210检测到人的心跳时，心跳的指示可以例如通过如上所讨论的

通信机制提供给计算机105。另外，传感器210可以指示在其上检测到人的心跳的方向盘205

上的传感器210的具体位置。相应地，传感器210可以共同向计算机105提供信息以便确定是

否没有、有一只或两只驾驶员的手稳固地握紧方向盘和/或变速杆手柄240等。

[0018] 图2所示的传感器210可以与其他传感器结合或由其他传感器代替。例如，公知的

电容式传感器或类似物可以包括在方向盘205、变速杆手柄240等上。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

电容式传感器可以装配在方向盘205的背面以补充EKG传感器210，由此，除了EKG数据115以

外，计算机105可以使用来自电容式传感器的数据115以确定驾驶员的手是否稳固地在方向

盘205上，或者驾驶员的手是否只是松散地或部分地在方向盘205上。例如，如果驾驶员在传

感器210上放置其手掌，方向盘205背面上的电容式传感器可以向计算机105提供除了EKG数

据115以外的指示驾驶员的手没有稳固地在方向盘205上的数据115。同样地，在方向盘205

的前面及背面和/或周围的EKG传感器210和/或其他传感器的这些布置可以检测由驾驶员

使用的用以消除HMI  110上的限制的机构，例如，从驾驶员的手到EKG传感器210的连接带

等。

[0019] 在另一附加或可替换实施例中，一组传感器210可以包括在HMI  110的屏幕及乘客

车门把手中，这样车辆101的驾驶员的测量甚至不被涉及。例如，如果乘客将右手放在乘客

内部车门把手上(即用于拉动而关上车门的把手)而左手被检测到在HMI  110的触摸屏上，

然后来自这两个传感器210的EKG图谱可以作为参考点以允许从HMI  110触摸屏上执行否则

被限制的特征。

[0020] 如上所述，乘客座椅225可以包括例如嵌入座椅表面230的一个或多个传感器235

以便确定座椅225中的乘客的位置。例如，传感器235可以是重量传感器或类似物，和/或可

以包括为例如公知的用于为车辆安全系统——例如部署安全气囊或类似物的系统——确

定乘客大小和/或重量的乘员分类系统(OCS)的一部分。另外，关于乘客存在和/或位置的数

据115可以由其他机构提供，例如摄像头可以包括在车辆控制台220中，车辆控制台220总体

上还包括显示器215。相应地，如图3所示，传感器235和/或例如一个或多个摄像头的其他机

构可以用于确定乘客是否向前朝向车辆101的仪表、控制台220和/或显示器215不安全地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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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

[0021] 示例性过程流程

[0022] 图4是用于控制对车辆101的HMI的访问的示例性过程的图。过程400在框405开始，

其中计算机105确定车辆101是否在运动。例如，通过CAN总线或类似物，计算机105可以接收

指示车辆速度、方向等的信息。如果车辆101正在运动，则接下来执行框410。否则，过程400

在框405继续(或者，尽管图4中未示出，应该理解的是如果计算机105和/或车辆101关闭则

过程400可以结束)。

[0023] 接下来，在框410，计算机105使用来自EKG传感器210的数据115确定是否可以在辨

识为与车辆101的安全操作一致的预定位置检测到驾驶员的手，例如驾驶员的双手都在方

向盘205上，第一只手在方向盘上而第二只手在变速杆手柄240上。另外，在一些实施例中，

传感器210和/或其他传感器可以如上所述地布置以提供数据115，通过该数据计算机105可

以确定驾驶员的手是否稳固地在方向盘205上和/或是否驾驶员手的全部，即手掌和手指均

在方向盘205、变速杆手柄240等上，因此，如果没有，即使驾驶员的手部分地或松弛地在方

向盘205、变速杆240等上，也可以在框410做出否定的判定。无论如何，框410的否定判定使

过程400返回至框405。肯定的判定导致过程400前进至框415。

[0024] 注意，当传感器210包括在变速杆手柄240中时，具有车辆101的驾驶员可以尝试回

避系统100的风险，例如，通过将手或手腕放在变速杆240上，然而伸长手指以操作HMI  100

的显示器215，或使用导电的带或类似物来将驾驶员的手连接到变速杆手柄240上同时允许

驾驶员的手移动以操作显示器215。考虑到这一可能性，例如电容式触摸屏或类似物的显示

器215可以包括传感器210或作为传感器210运行。从变速杆手柄240检测到的EKG传感器210

信号可以与来自显示器215的EKG信号进行比较。如果这些信号实质上相匹配，则框410的判

定总体上应该是否定的。

[0025] 另外，在框410，计算机105可以编程为执行传感器210信号的验证。例如，计算机

105可以编程为比较接收的EKG传感器210信号与存储的表示由人类预期的包括波动、不规

律等的EKG信号的一个或多个图谱，人类产生的信号可能将包括这些波动、不规律，这与来

自信号发生器的信号截然相反。另外，计算机105的存储器可以存储与具体驾驶员相关的一

个或多个图谱，例如，基于随时间接收的和/或从外部来源存储的传感器210数据，并且比较

这些存储的数据与从传感器210接收的数据。无论如何，如果计算机205确定接收到的传感

器210数据与预定的图谱或图谱范围不相匹配，框410的判定可以是否定的。

[0026] 在框415，计算机105确定前排乘客是否在安全位置上。例如，传感器235和/或例如

上面所述的一个或多个摄像头的其他传感器可以用于确定在座椅225上的前排乘客是否距

离车辆仪表板和/或中央控制台220足够的距离用于车辆101的安全操作和/或例如显示器

215的HMI  100的操作。如果乘客在安全位置上，则接下来执行框420。否则，过程400返回至

框405。

[0027] 在框420，计算机105激活车辆101中的至少一个HMI  110的仅乘客部分。如上所述，

计算机105可以编程为提供对一个或多个HMI  110的不同水平的访问。例如，当如上所述在

框405检测到车辆运动，计算机105向车辆101的驾驶员及任意乘客提供限制水平的访问。也

就是说，计算机105和/或HMI  110的第一组操作可能被允许，例如调整音频媒体的音量、接

听电话等。然而，在驾驶员和乘客限制模式中，第二组操作可能被阻止，例如，访问导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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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访问网页、发送或接收文字消息等。在框420，计算机105可以激活HMI  110的仅乘客部

分，因此仍然可以允许车辆101的驾驶员通过HMI的限制的第一组操作，但是可以允许车辆

101的乘客除了限制的第一组操作之外的通过HMI的第二组操作。另外，如上所述，计算机

105可以允许在例如乘客的智能手机的装置150上运行的应用程序以执行否则将被禁止的

操作。

[0028] 紧随框420，在框425，计算机105确定驾驶员的手是否放在、围绕和/或稳固地放在

方向盘205、变速杆手柄240等上。总体上以关于框410讨论的方式来执行框425。在过程400

的一些实施例中，定期执行框425，例如每5秒钟、每10秒钟、每30秒钟等。也就是说，计算机

105可以编程为将驾驶员的手为什么在非常短的时期内离开方向盘205的合理理由考虑在

内。例如，驾驶员可能需要激活车辆101控制，例如方向灯、气候控制、灯、变速杆等。框425中

的肯定判定导致过程400前进至框430，否定判定导致过程400前进至框440。

[0029] 在框430，计算机105确定乘客是否在使用HMI  110的安全位置。总体上以关于框

415讨论的方式执行框430。框430中的肯定判定导致过程400前进至框435，否定判定导致过

程400前进至框440。

[0030] 在框435，计算机105确定操作在框420提供对其的访问或扩展访问的HMI的乘客是

否正在接收来自车辆101的驾驶员的过度指导。也就是说，驾驶员可能正在观看显示器215、

收听来自HMI  110的语音输出等，并且正在向乘客提供用于HMI  110操作的命令和/或指令。

这些驾驶员活动可能对车辆101的安全带来危险，例如，可能指示与在驾驶时实际操作HMI 

110导致的分心类似的驾驶员分心。可以由装配为速度识别的HMI  110检测驾驶员指导。例

如，与用于HMI  110的命令或类似物相关的驾驶员声音的语调、讲话的音量、所说的若干词

语和/或所说的与通过例如触摸屏的显示器215被呈现的选择相关联的特殊词语，可以指示

过度的驾驶员指导。另外或可选地，可以使用摄像头或类似物确定驾驶员指导以辨识驾驶

员长时间——例如3秒钟、5秒钟、10秒钟等——对显示器215或其他HMI元件的凝视。如果检

测到过度的驾驶员指导，则接下来执行具有向乘员提供由于指导该功能已经被暂停的显示

器通知或声音通知的选择的框440。否则，过程400前进至框445。

[0031] 在可能紧随框425、430、435中的任意一个的框440，计算机105停用在框420激活的

HMI  110的仅乘客的操作。紧随框440，过程400前进至框445。

[0032] 在框445，计算机105确定过程400是否应该继续。例如，如果车辆不在运动中，例如

车辆101的变速箱的“驻车”设置是啮合的，则过程400可以结束。在结束过程400的基础上，

计算机105可以为车辆101的驾驶员和/或任意乘客重新恢复对一个或多个HMI  110的所有

水平的访问，然而当车辆101正在运动时，计算机105可以根据乘客的位置和/或如上讨论的

其他因素对车辆101的驾驶员以及乘客限制访问。

[0033] 结论

[0034] 例如在此讨论的那些计算装置总体上每一个都包括可由一个或多个例如上面列

出的计算装置执行的并且用于执行上面讨论的过程的框或步骤的指令。例如，上面讨论的

过程框可以实施为计算机可执行指令。

[0035] 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可以从使用多种编程语言和/或技术建立的计算机程序中编辑

或翻译，这些编程语言和/或技术包括但是不限于单独的或组合的JavaTM、C、C++、Visual 

Basic、Java  Script、Perl、HTML等。通常，处理器(例如，微处理器)接收例如来自存储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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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可读介质等的指令并且执行这些指令，因此完成包括一个或多个在此描述的过程的一

个或多个过程。可以使用各种计算机可读介质存储并传输这些指令及其他数据。计算装置

中的文件总体上是存储在例如存储介质、随机访问存储器等的计算机可读介质上的数据的

集合。

[0036] 计算机可读介质包括任何参与提供可以由计算机读取的数据(例如指令)的介质。

这样的介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但是不限于非易失性介质、易失性介质等。非易失性介

质包括，例如光盘或磁盘以及其它永久存储器。易失性介质包括通常形成主存储器的动态

随机访问存储器(DRAM)。计算机可读介质的常见形式包括，例如软盘(floppy  disk)，可折

叠磁盘(flexible  disk)，硬盘，磁带，任何其它磁性介质，CD-ROM(光盘只读存储器)，DVD

(数字化视频光盘)，任何其它光学介质，穿孔卡片，纸带，任何其它具有孔排列模式的物理

介质，RAM(随机存取存储器)，PROM(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

器)，FLASH-EEPROM(闪速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任何其它存储芯片或内存盒，或任

何其它计算机可读的介质。

[0037] 在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指示相同的元件。另外，一些或所有这些元件可以改

变。对于在此描述的介质、过程、系统、方法等，应该理解的是，尽管这样的过程的步骤等已

经描述为按照特定的顺序发生，但这样的过程可以实践为以不同于在此描述的顺序来执行

的所述的步骤。还应该理解的是，可以同时执行特定步骤，可以增加其它步骤，或者可以省

略在此描述的特定步骤。换句话说，此处过程的描述用于说明特定实施例的目的，并且绝不

应该被理解为限定所要求的本发明。

[0038] 相应地，应该理解的是以上说明书旨在说明性的而非限定性的。在阅读以上说明

书的基础上，除了提供的示例以外的许多实施例和应用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

易见的。本发明的范围不应该参照以上说明书确定，而是应该参照权利要求连同这些权利

要求享有的全部等同范围确定。可以领会并预期的是，未来的发展将出现在在此讨论的技

术中，以及所描述的系统和方法将合并入这样的未来的实施例中。总之，应该理解的是本申

请能够修改及变型并且仅仅由以下权利要求限定。

[0039] 权利要求中使用的所有术语旨在被给予由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理解的它们最广

义的合理解释和它们的普通含义，除非在此做出明确相反的指示。具体地，像“一个”、“这

个”、“所述的”等单一冠词的使用应该解读为列举一个或多个指示的元件，除非权利要求列

举了明确相反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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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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