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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电路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电

路及方法，电路中设置有一控制器，该控制器通

过CAN总线接口接收汽车的门控信号，在控制器

上还连接有左侧踏板驱动模块和右侧踏板驱动

模块，左侧踏板驱动模块与汽车左侧踏板的伸缩

控制电机电性连接，右侧踏板驱动模块与汽车右

侧踏板的伸缩控制电机电性连接，在控制器上还

连接有左侧探头和右侧探头，左侧探头设置在左

侧后视镜上并用于检测左侧踏板伸出区域是否

存在障碍物，右侧探头设置在右侧后视镜上并用

于检测右侧踏板伸出区域是否存在障碍物。其效

果是：能够实时读取汽车车门的开关信号，无需

增加额外的操作即可实现踏板的自动控制，使用

更加方便，同时通过后视镜上的探头进行障碍物

检测，提升准确性。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2页

CN 110626276 B

2020.12.08

CN
 1
10
62
62
76
 B



1.一种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设置有一控制器，该控制器通过CAN

总线接口接收汽车的门控信号，在所述控制器上还连接有左侧踏板驱动模块和右侧踏板驱

动模块，所述左侧踏板驱动模块与汽车左侧踏板的伸缩控制电机电性连接，所述右侧踏板

驱动模块与汽车右侧踏板的伸缩控制电机电性连接，在所述控制器上还连接有左侧探头和

右侧探头，所述左侧探头设置在左侧后视镜上并用于检测左侧踏板伸出区域是否存在障碍

物，所述右侧探头设置在右侧后视镜上并用于检测右侧踏板伸出区域是否存在障碍物；所

述左侧探头和所述右侧探头上连接激光发射管，所述激光发射管发出的光线与对应一侧踏

板伸出状态的外侧边缘线相对应，激光发射管发出的光线与车身之间的区域作为对应一侧

探头的检测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左侧探头和所

述右侧探头均采用超声波传感器，且其检测区域对应为踏板的伸出区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左侧探头和所

述右侧探头均采用图像传感器，且其检测区域对应为踏板的伸出区域。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控制器

上连接有报警提示模块，当所述检测区域存在障碍物时，所述报警提示模块用于发出报警

提示。

5.一种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通过CAN总线接口接收汽车门控信号；

S2：在车门解锁状态，控制对应一侧后视镜上的探头检测踏板的伸出区域是否存在障

碍物，如果存在障碍物，则发出报警提示，如果不存在障碍物，则踏板向外伸展；左侧探头和

右侧探头工作时，通过探头上的激光发射管发出一条射向地面的光线，该光线与对应一侧

踏板伸出状态的外侧边缘线相对应，且该光线与对应一侧车身之间的区域作为对应一侧探

头的检测区域；

S3：在车门闭锁状态，关闭对应一侧的探头，对应的踏板向内回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控制器通过对应一

侧的踏板驱动模块控制踏板的伸缩控制电机的转动方向和转动角度，使得对应一侧的踏板

实现向外伸展或向内回收。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左侧探头和所

述右侧探头采用超声波传感器或图像传感器来检测是否存在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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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电路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电子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电路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针对底盘较高的汽车，常常在左右两侧安装有踏板，现有的踏板大多采用固定式

安装，在车辆正常行驶或者停放时，左右伸出的踏板常常导致影响美观、占用空间或增加风

阻等缺陷。

[0003] 现有技术中也有人提出了汽车电动踏板的技术方案，如中国专利201410652967.8

所公开的一种带有双工位支撑功能的汽车电动伸缩踏板，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从而提高

踏板电机的使用寿命和踏板支撑的稳定性。但其缺乏必要的检测机构，这样以来，车辆靠边

停车时，伸出的踏板常常容易与路沿或路边的其它障碍物发生碰撞，导致踏板损坏。

[0004] 为了实现防撞，中国专利201810480461.1公开了一种具有防撞功能的电动踏板装

置及系统，通过在踏板本体上设置距离传感器来检测其立体空间内是否存在障碍物，从而

实现防撞功能。文中虽然提及到可以采用雷达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红外线传感器、微波

传感器或光电传感器，但是其安装位置设置在踏板本体上，除了经常踩踏容易磨损外，由于

靠近地面，行车过程中容易受泥水污染，各种传感器难以正常稳定运行。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首先提供一种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电路，该控制电

路能够根据汽车车门的开关状态来控制对应一侧踏板的伸出和回收，用户无需单独输入其

余的控制信号，使用更加方便，而且通过后视镜上的探头进行障碍物检测，有效防止踏板伸

出时发生碰撞。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电路，其关键在于：设置有一控制器，该控制器通过

CAN总线接口接收汽车的门控信号，在所述控制器上还连接有左侧踏板驱动模块和右侧踏

板驱动模块，所述左侧踏板驱动模块与汽车左侧踏板的伸缩控制电机电性连接，所述右侧

踏板驱动模块与汽车右侧踏板的伸缩控制电机电性连接，在所述控制器上还连接有左侧探

头和右侧探头，所述左侧探头设置在左侧后视镜上并用于检测左侧踏板伸出区域是否存在

障碍物，所述右侧探头设置在右侧后视镜上并用于检测右侧踏板伸出区域是否存在障碍

物。

[0008] 可选地，所述左侧探头和所述右侧探头均采用超声波传感器，且其检测区域对应

为踏板的伸出区域。

[0009] 可选地，所述左侧探头和所述右侧探头均采用图像传感器，且其检测区域对应为

踏板的伸出区域。

[0010] 可选地，在所述控制器上连接有报警提示模块，当所述检测区域存在障碍物时，所

述报警提示模块用于发出报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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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可选地，所述左侧探头和所述右侧探头上连接激光发射管，所述激光发射管发出

的光线与对应一侧踏板伸出状态的外侧边缘线相对应，激光发射管发出的光线与车身之间

的区域作为对应一侧探头的检测区域。

[0012] 在踏板伸展之前通过激光发射管发出相应的光线，一方面便于探头判断检测区

域，另一方面也便于提示车外人员退出检测区，避免干扰检测或阻碍踏板伸出。

[0013] 在上述系统描述的基础上，本发明还提出一种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14] S1：通过CAN总线接口接收汽车门控信号；

[0015] S2：在车门解锁状态，控制对应一侧后视镜上的探头检测踏板的伸出区域是否存

在障碍物，如果存在障碍物，则发出报警提示，如果不存在障碍物，则踏板向外伸展；

[0016] S3：在车门闭锁状态，关闭对应一侧的探头，对应的踏板向内回收。

[0017] 可选地，控制器通过对应一侧的踏板驱动模块控制踏板的伸缩控制电机的转动方

向和转动角度，使得对应一侧的踏板实现向外伸展或向内回收。

[0018] 可选地，左侧探头和右侧探头工作时，通过探头上的红外发光管发出一条射线地

面的光线，该光线与对应一侧踏板伸出状态的外侧边缘线相对应，该光线与对应一侧车身

之间的区域作为对应一侧探头的检测区域。

[0019] 可选地，所述左侧探头和所述右侧探头采用超声波传感器或图像传感器来检测是

否存在障碍物。

[0020] 本发明的显著效果是：

[0021] 利用该电路对汽车电动踏板进行控制，能够实时读取汽车车门的开关信号，基于

车门的开关状态控制对应一侧的电动踏板的工作状态，用户无需增加额外的操作即可实现

踏板的自动控制，使用更加方便，同时通过后视镜上的探头进行障碍物检测，提升探头检测

的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电路原理框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的踏板伸出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的检测区域的划分状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具

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这里的描述不意味着对应于实施例中陈述的具体实例的所有主题

都在权利要求中引用了。

[0026] 如图1所示，一种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电路，设置有一控制器，该控制器通过CAN

总线接口接收汽车的门控信号，在所述控制器上还连接有左侧踏板驱动模块和右侧踏板驱

动模块，所述左侧踏板驱动模块与汽车左侧踏板的伸缩控制电机电性连接，所述右侧踏板

驱动模块与汽车右侧踏板的伸缩控制电机电性连接，在所述控制器上还连接有左侧探头和

右侧探头，所述左侧探头设置在左侧后视镜上并用于检测左侧踏板伸出区域是否存在障碍

物，所述右侧探头设置在右侧后视镜上并用于检测右侧踏板伸出区域是否存在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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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无论是开门上车还是开门下车，通过车门锁或/和车门感应器能够实时获取汽车

车门的门控信号，并通过车辆CAN总线传送至控制器，当某一侧的车门开启时，控制器控制

对应一侧的探头工作，检测踏板的伸出区域是否存在障碍物，如果没有障碍物，再控制踏板

向外伸出，从而防止踏板突然伸出造成碰撞损坏。车门关闭后，控制器再控制踏板回收恢复

原状，减少车辆行驶阻碍。

[0028] 为了实现障碍物检测，所述左侧探头和所述右侧探头可以采用超声波传感器，也

可以采用图像传感器，且其检测区域对应为踏板的伸出区域。

[0029] 本实施例中采用图像传感器，为了便于图像处理和障碍物的识别，所述左侧探头

和所述右侧探头上连接激光发射管，通过图2和图3可以看出，所述激光发射管发出的光线

与对应一侧踏板伸出状态的外侧边缘线相对应，激光发射管发出的光线与车身之间的区域

作为对应一侧探头的检测区域。图中标注1为车门，2为踏板，3为探头，图3中的虚线即为激

光发射管发出的光线，踏板2伸出后的边缘线正好与探头3中激光发射管发出的光线在同一

竖直方向上，激光发射管可以采用蓝光、绿光或红光等带色光线，由此以来，在踏板2处于回

收状态时，激光发射管发出的光线与车身之间的区域就可以作为对应一侧探头的图像检测

区域，通过图像传感器获取对应一侧车辆周边的图像信息，通过激光光线可以在图像中划

分检测区域，只要检测区域中不存在障碍物，就能正常伸展踏板，不会出现碰撞现象，从而

降低图像处理的难度，提升防撞控制的准确性。同时基于带颜色的激光投射，也能有效提醒

用户退出检测区域，避免人为干扰引起错检。

[0030] 在所述控制器上可以连接报警提示模块，当所述检测区域存在障碍物时，所述报

警提示模块可以发出报警提示，有效提示用户踏板因为障碍物的存在无法正常展开。

[0031] 在本实施例中还给出了一种车载电动踏板智能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S1：通过CAN总线接口接收汽车门控信号；

[0033] S2：在车门解锁状态，控制对应一侧后视镜上的探头检测踏板的伸出区域是否存

在障碍物，如果存在障碍物，则发出报警提示，如果不存在障碍物，则踏板向外伸展；

[0034] S3：在车门闭锁状态，关闭对应一侧的探头，对应的踏板向内回收。

[0035] 具体实施时，控制器通过对应一侧的踏板驱动模块控制踏板的伸缩控制电机的转

动方向和转动角度，使得对应一侧的踏板实现向外伸展或向内回收。

[0036] 基于上述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本发明提出的车载电动踏板智

能控制电路及方法，能够通过CAN总线获取汽车车门的状态，从而适应性控制对应一侧踏板

的伸出和收回，通过在后视镜上设置检测探头，有提升踏板伸出区域中障碍物检测的准确

性，减少因为探头置于踏板本体上所导致的易损坏易污染的问题，在智能汽车市场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

[0037]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描述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

本发明的启示下，在不违背本发明宗旨及权利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做出多种类似的表示，这

样的变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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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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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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