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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

系统，属于汽车电子显示系统技术领域。包括至

少一个安装于车体内部的显示器，围绕车体外周

安装有多个摄像头，摄像头包括多个广角摄像头

和/或多个远景摄像头，显示器内设有用于接收

摄像头图像信息并在显示器上显示的摄像头控

制器。本实用新型无盲区，查看方便，提高驾驶安

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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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一个安装于车体内部的显示

器，围绕车体外周安装有多个摄像头，摄像头包括多个广角摄像头和/或多个远景摄像头，

显示器内设有用于接收摄像头图像信息并在显示器上显示的摄像头控制器。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广角摄像头

包括安装于车体左侧的左广角摄像头、安装于车体右侧的右广角摄像头、安装于车头的前

广角摄像头、安装于车尾的后广角摄像头，左广角摄像头、右广角摄像头、前广角摄像头、后

广角摄像头的镜头均朝下。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远景摄像头

包括：安装在车体左前方的左前摄像头，用于采集车辆左前方的图像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

的摄像头控制器；安装在车体右前方的右前摄像头，用于采集车辆右前方的图像信息并发

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安装在车体左后方的左后摄像头，用于采集车辆左后方的图

像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安装在车体右后方的右后摄像头，用于采集车辆

右后方的图像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安装在车体前方的前摄像头，用于采

集车辆前方的图像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安装在车体后方的后摄像头，用

于采集车辆后方的图像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器为弧

面显示屏或者平面显示屏。

5.按照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器安装

于仪表盘上方，其背面安装有角度调节机构，所述角度调节机构包括电机，电机的输出端连

接有传动机构，所述显示屏固定安装在传动机构上。

6.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机构为

齿轮传动，电机输出轴上安装有主动轮，主动轮与被动轮相配合，所述显示屏固定安装在被

动轮的安装轴上。

7.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器安装

于方向盘上，方向盘中间位置处开设有插口，显示器背面设有插柱，插柱插于插口内，插柱

与插口间隙配合。

8.按照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器上安

装有酒精检测传感器、摄像头、扬声器、麦克风。

9.按照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器底部

铰链接有显示器安装支架，安装支架安装于插柱上。

10.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器内还

设有用于采集车辆速度及里程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器的模拟仪表控制器、用于获取导航及多

媒体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器的屏幕控制器，模拟仪表控制器与安装于车体上的传感器组件相

连接，屏幕控制器与移动网络、导航及多媒体组件、红外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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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属于汽车电子显示系统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的左右两侧各设置一个反光镜，用来观察车的后方，称为外后视镜，保证安全

驾驶。 目前一种电子后视显示器（CMD：Cameria  Monitor  System，或称电子后视镜）开始兴

起，在车的需要部位安装摄像头（或称摄像机，下称摄像头），在车内安装显示器，显示车的

周边，完全替代反光镜，其优点是全天候、不用担心雨雾，并且风阻小、可以有夜视、补盲区

等诸多优点。

[0003] 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电子后视显示器，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0004] 1、安装在车内的A柱附近，即驾驶员两侧，与原反光镜（外后视镜）类同的车内部位

置，以满足人的习惯，但安装在A柱处的最大安全隐患是影响驾驶员观察A柱外的情况，尤其

是夜间、转弯，不容易发现侧面的人、车等。

[0005] 2、安装在方向盘前方仪表盘右侧，或车中间的中控台上方，驾驶员需要向右转头

观察，非常不方便。

[0006] 3、目前只是车周边3米内的360°环视仅供观察车轮、车头车尾，无法显示车身周边

再远的360°的环境。

[0007] 4.  安装远景摄像头，在一个显示屏幕上显示车的左后、右后、车尾部3个画面，会

眼花缭乱，产生错觉，或忽视危险存在。

[0008] 为此，我们提出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无盲区，查看方便，提高驾驶安全系

数的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

[0010]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其特殊之处在于包括至少一个安装

于车体内部的显示器1，围绕车体外周安装有多个摄像头，摄像头包括多个广角摄像头和/

或多个远景摄像头，显示器1内设有用于接收摄像头图像信息并在显示器1上显示的摄像头

控制器12；

[0011] 所述广角摄像头包括安装于车体左侧的左广角摄像头2、安装于车体右侧的右广

角摄像头4、安装于车头的前广角摄像头5、安装于车尾的后广角摄像头6，左广角摄像头2、

右广角摄像头4、前广角摄像头5、后广角摄像头6的镜头均朝下，对车的周边采集信息传输

到显示器的控制器12，形成360°环视；

[0012] 所述广角摄像头还包括安装于车体顶部的上前摄像头25、上后摄像头26，采集高

度信息传输到显示器控制器12，对车上方预警、观察；

[0013] 所述远景摄像头包括：安装在车体左前方的左前摄像头7，用于采集车辆左前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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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12；安装在车体右前方的右前摄像头8，用于采集

车辆右前方的图像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12；安装在车体前方的前摄像头

19，用于采集车辆前方的图像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12；

[0014] 安装在车体左后方的左后摄像头9，用于采集车辆左后方的图像信息并发送给显

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12；安装在车体右后方的右后摄像头10，用于采集车辆右后方的图像

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12；安装在车体后方的后摄像头20，用于采集车辆后

方的图像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12；上述左后摄像头9、右后摄像头10、后摄

像头20摄像头的图像信息经控制器12，把3组画面影像处理为1个影像画面，实现如图7的完

整后方视野全覆盖，替代现有的外后视镜；

[0015] 所述车体左右两侧分别安装有一个摄像头安装架11，分别用于安装车体左侧的摄

像头、车体右侧的摄像头；

[0016] 所述显示器1为弧面显示屏或者平面显示屏；

[0017] 所述显示器1安装于仪表盘上方，其背面安装有角度调节机构3，所述角度调节机

构3包括电机3‑1，电机3‑1的输出端连接有传动机构3‑2，所述显示屏1固定安装在传动机构

3‑2上；

[0018] 所述传动机构3‑2为齿轮传动，电机输出轴上安装有主动轮，主动轮与被动轮相配

合，所述显示屏1固定安装在被动轮的安装轴3‑3上；

[0019] 所述显示器1安装于方向盘13上，方向盘13中间位置处开设有插口14，显示器1背

面设有插柱15，插柱15插于插口14内，插柱15与插口14间隙配合；

[0020] 所述显示器1上安装有酒精检测传感器21、摄像头22、扬声器23、麦克风24；

[0021] 所述显示器1底部铰链接有显示器安装支架18，安装支架18安装于插柱5上；

[0022] 所述显示器1内还设有用于采集车辆速度及里程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器1的模拟仪

表控制器16、用于获取导航及多媒体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器1的屏幕控制器17，模拟仪表控制

器16与安装于车体上的传感器组件相连接，屏幕控制器17与移动网络、导航及多媒体组件、

红外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相连接。

[0023] 本实用新型的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结构设计巧妙，有益效果分析如下：

[0024] 1、设有多个远景摄像头及多个广角摄像头，在显示器上按照实际需要切换显示， 

既能采集车身周边360°的近距离环境，又能采集车周边360°远距离视野，在驾驶员正前方

显示，显示一个正后方的完整画面或正前方的完整画面，使得车辆周边远景、近景随时可

见，无盲区，提高驾驶安全系数；

[0025] 2、设置至少一个显示器，其中一个安装在方向盘上，方便驾驶员观察，同时能够调

整角度。另一个安装于方向盘与前车窗玻璃之间，驾驶员可以正视的位置，没有方向盘阻挡

视线观察该显示器。安装于方向盘上的显示器通过插口与插柱间隙配合，同时加上显示器

的重力，可实现方向盘转动时，显示器不转，避免驾驶者眼睛疲劳，提高驾驶安全系数；

[0026] 3、通过移动网络及屏幕显示的相关应用实现如下功能：1.人、车联网，可以通过人

与人、车与车、车与人、车与路互联互通实现信息共享（比如监控及显示交通信息（如红绿

灯，车牌定位），以及提供专业的多媒体与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

[0027] 4、通过摄像头采集面部信息，若驾驶员连续开车在法定时间内，在显示屏1上显示

驾驶剩余时间，比如剩余10分钟，开始提醒、预警，到达时预留一定时间如一分钟或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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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立即停止行驶，只有达到休息时间后，或更换驾驶员后才能正常行驶，保障行车安全；

通过酒精检测传感器检测到酒精含量超标，同时摄像头捕捉到驾驶员的面部，人脸识别，提

醒该驾驶员靠近酒精检测装置深呼吸检测，若超标，通过扬声器产生报警，车辆无法行驶，

进一步提高驾驶的安全系数；

[0028]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巧妙，在汽车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29] 图1本实用新型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本实用新型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在车体内布局的侧视图；

[0031] 图3本实用新型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在车体内布局的俯视图；

[0032] 图4本实用新型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方向盘与显示器的连接关系图；

[0033] 图5显示器与角度调节机构的安装示意图；

[0034] 图6本实用新型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广角摄像头的图像采集区域图；

[0035] 图7本实用新型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右后摄像头、左后摄像头、后摄像头

的的图像采集区域图；

[0036] 图8本实用新型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右前摄像头、左前摄像头、前摄像头

的的图像采集区域图；

[0037] 图9本实用新型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安装于方向盘上的显示器的结构示

意图。

[0038] 图中：1、显示器；2、左广角摄像头；3、角度调节机构；3‑1、电机；3‑2、传动机构；3‑

3、安装轴；4、右广角摄像头；  5、前广角摄像头；6、后广角摄像头；7、左前摄像头；8、右前摄

像头；9、左后摄像头；10、右后摄像头；11、摄像头安装架；12、摄像头控制器；13、方向盘；14、

插口；15、插柱；16、模拟仪表控制器；17、屏幕控制器；18、安装支架；19、前摄像头；20、后摄

像头；21、酒精检测传感器；22、摄像头；23、扬声器；24、麦克风；25、上前摄像头；26、上后摄

像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40] 实施例1

[0041] 本实施例一种汽车智能化电子显示系统，参考附图1‑9，包括包括至少一个安装于

车体内部的显示器1，显示器1为弧面显示器或者平面显示器，围绕车体外周安装有多个摄

像头，摄像头包括多个广角摄像头（视角范围近180°）和/或多个长焦距高清摄像头（视角范

围100°左右，以下简称远角摄像头），显示器1内设有用于接收摄像头图像信息并在显示器1

上显示的摄像头控制器12；

[0042] 广角摄像头包括安装于车体左侧的左广角摄像头2、安装于车体右侧的右广角摄

像头4、安装于车头的前广角摄像头5、安装于车尾的后广角摄像头6，左广角摄像头2、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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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摄像头4、前广角摄像头5、后广角摄像头6的镜头均朝下；通过广角摄像头，能360°无死角

展现车身周围情况，提高安全系数；图像采集区域参见附图6。

[0043] 广角摄像头还包括安装于车体顶部的上前摄像头25、上后摄像头26，采集高度信

息传输到显示器控制器12，对车上方预警、观察；

[0044] 远景摄像头包括：安装在车体左前方的左前摄像头7，用于采集车辆左前方的图像

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12；安装在车体右前方的右前摄像头8，用于采集车辆

右前方的图像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12；安装在车体前方的前摄像头19，用

于采集车辆前方的图像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12；上述7/8/19摄像头的图像

信息经控制器12，把三组画面影像处理为一个影像画面，实现如附图8的完整前方视野全覆

盖。

[0045] 远景摄像头还包括安装在车体左后方的左后摄像头9，用于采集车辆左后方的图

像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12；安装在车体右后方的右后摄像头10，用于采集

车辆右后方的图像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12；安装在车体后方的后摄像头

20，用于采集车辆后方的图像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屏的摄像头控制器12；上述三个摄像头的

图像信息经控制器12，把三组画面影像处理为一个影像画面，实现如附图7的完整后方视野

全覆盖，替代现有的外后视镜。

[0046] 为了便于安装，车体左右两侧分别安装有一个摄像头安装架11，分别用于安装车

体左侧的摄像头、车体右侧的摄像头；

[0047] 为了便于调节显示器1，提高舒适度，显示器1安装于仪表盘上方，其背面安装有角

度调节机构3，所述角度调节机构3包括电机3‑1，电机3‑1的输出端连接有传动机构3‑2，所

述显示屏1固定安装在传动机构3‑2上；传动机构3‑2为齿轮传动，电机输出轴上安装有主动

轮，主动轮与被动轮相配合，所述显示屏1固定安装在被动轮的安装轴3‑3上；

[0048] 显示器1安装于方向盘13上，方向盘13中间位置处开设有插口14，显示器1背面设

有插柱15，插柱15插于插口14内，插柱15与插口14间隙配合；显示器1底部铰链接有显示器

安装支架18，安装支架18安装于插柱5上；安装于方向盘上的显示器通过插口与插柱间隙配

合，同时加上显示器的重力，可实现方向盘转动时，显示器不转，避免驾驶者眼睛疲劳，提高

驾驶安全系数；

[0049] 显示器1内还设有用于采集车辆速度及里程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器1的模拟仪表控

制器16、用于获取导航及多媒体信息并发送给显示器1的屏幕控制器17，模拟仪表控制器16

与安装于车体上的传感器组件相连接，屏幕控制器17与移动网络、导航及多媒体组件、红外

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相连接。通过移动网络及屏幕显示的相关应用实现如下功能：1.人、

车联网，可以通过人与人、车与车、车与人、车与路互联互通实现信息共享（比如监控及显示

交通信息（如红绿灯，车牌定位），以及提供专业的多媒体与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

[0050] 显示器1上安装有酒精检测传感器21、摄像头22、扬声器23、麦克风24；通过摄像头

22采集面部信息，若驾驶员连续开车在法定时间内，在显示屏1上显示驾驶剩余时间，比如

剩余10分钟，开始提醒、预警，到达时预留一定时间如一分钟或一公里之后立即停止行驶，

只有达到休息时间后，或更换驾驶员后才能正常行驶，提高安全系数；通过酒精检测传感器

21检测到酒精含量超标时，产生报警，通过扬声器23产生报警，车辆无法行驶，进一步提高

驾驶的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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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例如将摄像头安装于车体的其它位置，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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