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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用户界面、运输工具和用于识别

用户的手的方法。建议用户界面、计算机程序产

品、信号序列和运输工具以及用于识别用户的手

（1）的方法。该方法包括步骤：借助于传感器对用

户的手（1）进行检测；在传感器信号中测定手（1）

的多个表面点（6，7）；如果表面点（6，7）基本上位

于关于传感器凹形的面上，那么识别出朝向所述

传感器的手心（8）；和/或如果表面点（6，7）基本

上位于关于传感器凸形的面上，那么识别出朝向

传感器的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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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识别用户的手（1）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步骤：

- 借助于传感器（2）对所述用户的所述手（1）进行检测（100）；

-  在传感器信号中测定（200）所述手（1）的多个表面点（6，7）；

-  如果测定出所述表面点（6，7）基本上位于关于所述传感器（2）凹形的面上，那么识别

出（300）朝向所述传感器（2）的手心（8）；和/或

-  如果测定出所述表面点（6，7）基本上位于关于所述传感器（2）凸形的面上，那么识别

出朝向所述传感器（2）的手背（9）。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  识别出所述多个表面点（6，7）布设于手掌（8，9）上。

3.按照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  测定所述用户的所述手（1）的拇指的位置，并且响应于此

-  识别这涉及左手还是右手。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中根据对限定所述手（1）的表面点的形状的半径观察

和/或大小观察来识别所述拇指的位置。

5.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  测定所述多个表面点（6，7）中的布设于所述手掌（8，9）中心的区域中的表面点（7）；

-  测定所述多个表面点（6，7）中的至少两个布设于所述手掌（8，9）的边缘区域中的表

面点（6）；以及

- 根据通过所述三个表面点伸展的曲线的曲率的位置进行测定。

6.按照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  作为用于测定所述凹形或凸形的面的参考，测定通过所述手(1)的所述多个表面点

(6,7)布设的均衡平面。

7.按照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传感器（2）包括

- 立体相机和/或

- 红外传感器和/或

- 飞越时间相机。

8.按照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全部所测定的表面点（6，7）分配给所述用户的

所述手（1）。

9.用户界面系统，包括：

-  传感器（2），和

- 分析单元（3），其中

- 所述传感器（2）被设立用于检测用户的手（1），并且

- 所述分析单元（3）被设立用于，

-  在传感器信号中测定所述手（1）的多个表面点（6，7），以及

-  如果测定出所述表面点（6，7）基本上彼此有凹形，那么识别出朝向所述传感器（2）的

手心（8）；和/或

-  如果测定出所述表面点（6，7）基本上彼此有凸形，那么识别出朝向所述传感器（2）的

手背（9）。

10.按照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户界面系统，所述用户界面系统进一步被设立用于实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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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上述权利要求1至8之一所述的方法。

11.存储介质，在其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产品，所述计算机程序产品包括多个指示，如

果在按照权利要求9或10之一所述的用户界面系统的分析单元（3）上实施所述指示，那么所

述指示促使所述分析单元（3）实施按照权利要求1至8之一所述的方法的步骤。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存储介质，其中信号序列代表所述指示。

13.运输工具（10），包括按照权利要求9或10之一所述的用户界面系统。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7291219 B

3



用户界面、运输工具和用于识别用户的手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程序产品、信号序列、运输工具（Fortbewegungsmittel）、用户

界面以及用于识别用户的手的方法。本发明尤其涉及对用户的左手和右手或前侧和后侧的

区分。

背景技术

[0002] 在许多用户界面中需要在左手或右手之间进行区分，其中借助于所述左手或右手

进行输入。例如在驾驶员工作位置处重要的是，将通过驾驶员进行的操作与通过副驾驶员

进行的操作进行区分。例如通过驾驶员进行的操作在履行行驶任务期间应该予以禁止或应

该仅在受限制的范围内予以允许，而副驾驶员能够在不受限制的范畴（Rahmen）内访问

（zugreifen）/操作分配给该副驾驶员的功能范围（Funktionsumfang）。通常使用的传感器

不具有大的检测范围并且因此不能够区分：手是从驾驶座的方向还是从副驾驶座的方向接

近。由于该事实，只有当该手已经位于中央控制台（Mittelkonsole）附近时，才有可能在左

手和右手之间进行区分。通过对运输工具（Fortbewegungsmittel）的供暖/空调设备的基于

手势的空调操作来描述可替代的应用情况。响应于对驾驶员的右手的识别，对于驾驶员能

够引起对额定温度和通风机速度施加影响，而响应于对副驾驶员的左手的识别，对于副驾

驶侧进行相应的设定。前面提及的应用情况也能够应用于例如座椅位置、照明选项、车窗玻

璃升降器等功能范围。

[0003] DE  10  2013  010  932  B4公开一种基于手势的用户界面，所述用户界面具有飞行

时间相机（Time-of-Flight（Tof）-Kamera）作为传感器。这样创建的图像数据是三维信息，

在所述信息中包含至少一个打手势的手臂的各个面积区段的空间坐标。

[0004] DE  20  2015  100  273  U1公开一种用于3D手势识别的输入设备，该输入设备借助

于基于相机的传感器系统在用户的手的擦拭手势与返回运动（Rückführbewegung）之间进

行区分。

[0005] DE  10  2014  004  675  A1公开一种具有ToF相机的手势评估系统，借助于该手势评

估系统能够通过识别手姿势("竖起拇指"手势)而执行（例如关于演奏的音乐作品的）评估

过程。

[0006] DE  195  16  662  A1公开一种用于对三维物体和人进行标识的装置，其中对无生命

物品以及人的表面传感地（sensorisch）进行检测。作为可靠的标识特征而建议主体（Kö

rper）的三维形状。

[0007] DE  101  00  615  A1公开一种具有位置确定装置的手识别系统，其中构成在体积/

面积的大小与表面/边缘线长度的比例之间的比较。通过将该比例与阈值比较，将用户的掌

与手指或手臂相区分。

[0008] 以前面提及的现有技术为出发点，本发明的任务是提供在用户的为了手势输入而

使用的手的正手（Vorhand）与反手（Rückhand）之间的鲁棒性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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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9] 上面标识的任务按照本发明通过用于识别用户的手的方法来执行。按照第一步

骤，借助于传感器检测用户的手。这能够在在空间中自由实施的三维手势的实施期间进行。

在传感器信号中测定（ermitteln）用户的掌和/或手的表面点。所述表面点能够至少被理解

为在手表面的代表手表面的扫描结果内的控制点（Stützstelle）。随后，确定所述表面点以

（例如关于穿过掌的预先定义的中间平面或与该平面平行的）何种相对位置布设。例如能够

由传感器测定表面点的相应距离。由此能够识别出，所述表面点布置在从传感器角度而言

凹形或凸形地成型的表面上。只要所述表面点基本上位于凹形的面上，就识别出朝向该传

感器的手心。因此手背与该传感器背离地定向。换句话说，该传感器在掌中（palmar）定位。

只要所述表面点基本上位于凸形的面上，就识别出，手背朝向该传感器。换而言之，该传感

器布设于背侧。这可以使用户界面能够区分：操作该用户界面的手是分配给了第一用户（例

如驾驶员）还是分配给了第二用户（例如副驾驶员）。

[0010] 从属权利要求示出本发明优选的改进方案。

[0011] 用于检测用户的手的传感器能够例如在中央控制台中、在仪表盘中或者在车顶内

衬（Dachhimmel）中，前面提及的位置的组合或者（bzw.）用于在前面提及的位置中的至少一

个处组合地使用的更多组合（mehrere）当然也是可能的。出于符合人类工程学的原因，作为

检测传感器（例如ToF相机）的位置尤其可以优选在车顶内衬处或在具有向下闪光

（blickend）的相机的内部反光镜处的地方（Ort），或在具有朝向上的相机的中央控制台中

的装配部（Einbau），因为手基本上水平地保持比基本上垂直地保持是更符合人体工学的。

[0012] 优选地能够识别出，多个表面点布设于手掌（Handfläche）上（也称为“掌

（Handteller）”）的。这原则上并不排除，传感地检测的表面点能够附加地代表布设于用户

的手的手指上的区域。后者也可以被包含到按照本发明在表面点的云状物（Wolke）的凸形

与凹形表面之间进行区分中。然而限制于掌使得能够尽可能地防止滥用并且避免错误识

别，因为相对于整个手的过度伸展（从凹形面转换成凸形面）而言掌的过度伸展（Ü

berstreckung ）明显更难或者根本不可能。

[0013] 优选地，能够测定用户的手的拇指的位置。例如能够进行手的肢体（手指和拇指）

的相对长度或大小和/或其相互间距。随后，根据拇指的位置结合按照本发明测定的手的取

向地能够自动识别：这涉及左手还是右手。这能够特别高质量（hochwertig）地给出关于是

第一用户（例如驾驶员）还是第二用户（例如副驾驶员）操作用户界面的情况。

[0014] 优选地能够根据限定手的表面点的形状的半径观察来识别拇指的位置。换句话

说，能够对关于凸形的边缘区域的手轮廓在以下方面进行检查，即手的拇指或手指布置在

哪些位置处。以相应的方式，手指间隙能够根据其凹形的手轮廓区段被定位。

[0015] 能够通过以下方式特别简单地且不太计算密集地制定（gestalten）按照本发明的

取向检查，即对于按照本发明的检查考虑所述多个表面点中的特别少的表面点。例如能够

与两个布设于手掌的边缘区域中的表面点相结合地对基本上布设于手掌中心的表面点进

行观察。所述两个布设于手掌的边缘区域中的表面点优选地基本上关于中间表面点彼此相

对。现在可以这样对通过表面点布置（gelegenen）的面的凹性或凸性进行第一估计，其方式

是测定所述三个点是否描述从传感器角度观察凸形的或凹形的曲线或者是否位于这样的

曲线上。这使对全部多个表面点的分析和从而与此相关联的计算耗费不必要。尤其能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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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实现对用户的手的取向的特别快速的（第一）估计。

[0016] 优选地，按照本发明的方法可以包括：作为用于测定凹形或凸形面的参考，对通过

手的多个表面点布设的均衡平面（Ausgleichsebene）进行测定。换句话说，首先根据手的表

面点测定平均平面，并且对实际表面点相对于该平面的相应位置进行分类。根据被分类为

位于均衡平面的“前方”或“后方”的表面点的位置，能够将手掌确定为凸形的或凹形的，并

且（如上面描述的那样）从中测定手掌相对于所使用的传感器的取向。

[0017] 传感器例如可以包括立体相机、红外传感器和/或飞越时间相机（英文：“Time-of-

Flight （飞行时间相机）（ToF）”相机）。借助于前面提及的传感器能够进行对相应表面点的

距离的估计，通过该估计能够表征朝向该传感器的手表面的取向。

[0018] 优选地，为了按照本发明识别所考虑的多个表面点可以限制于这样的数据，即所

述数据描述用户的手的表面区域。换句话说，能够取消用于按照本发明对手进行识别的手

位置或手取向。这使得能够对于所使用的传感器使用非常紧密的检测区域并且能够实现在

该检测区域内的高分辨率。

[0019] 按照本发明的第二个方面，建议用户界面，其中例如能够为运输工具设置所述用

户界面。可替代地或附加地，用户界面能够被设立用于，在无线通信设备或移动用户终端设

备（例如平板电脑、智能电话等）中被使用。用户界面包括传感器，该传感器例如可以被构成

为相机、红外传感器、飞越时间相机等。相机例如也能够为了视频电话、照相等的应用而被

使用。对于脱离（abseits）本发明所布设的任务包以及运算操作同样地能够使用分析单元

（例如可编程处理器、电子控制设备等）。传感器被设立用于，传感地检测用户的手。分析单

元被设立用于，在传感器信号中测定手和/或掌的多个表面点。这些表面点例如能够被分

类，使得手的掌的边缘区域、手指的极限点以及布置在掌的中间区域中的表面点被相互区

分。尤其是，也可以关于掌的中点成对地分配在掌的边缘区域上或在手指上所布设的点，使

得表面点的对关于中点彼此相对。例如，可以把表面点的点云（Punktewolke）与相应的距离

值关联，基于此，朝向传感器的手区域能够根据其外形被描述。如果表面点基本上彼此有凹

形（konkav  zueinander  liegen），那么现在通过分析单元识别出朝向传感器的手心。相反

地，如果表面点基本上彼此有凸形，那么识别出朝向传感器的手背。以这种方式设立按照本

发明的用户界面，用以显而易见地以相应的方式实现按照本发明的方法的特征、特征组合

以及从这些中得出的优点，使得为了避免重复而参阅上面的讲述。

[0020] 按照本发明的第三方面，建议计算机程序产品（例如数据存储器），在所述计算机

程序产品上存储指示，所述指示使可编程处理器能够执行按照首先提及的发明方面所述的

方法的步骤。该计算机程序产品例如能够被构成为CD、DVD、蓝光光盘、闪存、硬盘、RAM/ROM

高速缓冲存储器等。

[0021] 按照本发明的第四方面，建议代表指示的信号序列，所述指示使可编程处理器能

够执行按照首先提及的发明方面所述的方法的步骤。对于为此需要的存储装置处于所附的

权利要求的适用范围之外的情况，以这种方式也使指示的信息技术提供置于保护下。

[0022] 按照本发明的第五方面，建议运输工具（例如载客汽车、运输机、载重汽车、摩托

车、飞机和/或船舶），该运输工具包括按照其次提及的发明方面所述的用户界面。在此，可

以尤其为运输工具的驾驶员设置该用户界面，借助于该用户界面，司机在驾驶运输工具期

间能够与该运输工具及其技术装置通信。相应的情况适用于副司机、副驾驶员、副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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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ilot）等。所述特征、特征组合以及从这些中得出的优点显而易见地与结合首先提及

的和其次提及的发明方面所讲述的特征、特征组合以及优点相对应，使得为了避免重复而

参照上面的讲述。

附图说明

[0023] 随后根据附图详细地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在附图中：

[0024] 图1  是具有按照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的用户界面的运输工具的驾驶员工作位置

的示意性视图；

[0025] 图2 是用户的手的图示，在该手上可视化多个表面点；

[0026] 图3  是用户的手的图示，在该手上光学地强调根据半径观察定位的手指以及拇

指；

[0027] 图4 是左手背的图示；

[0028] 图5 是左手心的图示；

[0029] 图6 是右手背的图示；

[0030] 图7 是右手心的图示；以及

[0031] 图8 是流程图，该流程图阐明按照本发明的方法的实施例的步骤。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图1示出运输工具10的驾驶员工作位置，在该运输工具的仪表盘中设置屏幕作为

按照本发明的用户界面的显示装置。在屏幕5下方设置有用于对借助于用户的手1而自由地

在空间内实施的手势（也为“3D手势”）进行检测的红外LED板条（Leiste）2。屏幕5以及红外

LED板条2都与作为分析单元的电子控制设备3在信息技术上连接，该分析单元在其侧与数

据存储器4在信息技术上连接。在数据存储器4中存储用于实施按照本发明的方法的步骤的

指示。

[0033] 图2示出用户的右手1，该右手的手心8朝向观察者。多个表面点7基本上布置在围

绕手1的虚拟中点6的圆形上。该中点6是按照要求的多个表面点的组成部分。按照本发明，

从观察者的角度为凹形的掌的表面是手1的取向的特征。因为多个表面点7平均地比中点6

更靠近观察者，所以手心8朝向观察者的这个事实按照本发明也能够传感地并且在计算技

术上简单地通过对表面点6，7的相对位置进行分析而被识别。例如能够对两个关于该中点6

彼此相对的表面点7在以下方面进行检查：在所述两个表面点之间的假想的直线是位于中

点6前方还是后方。如果中点6位于观察者的方向上，即位于假想的直线前方，那么手心8背

对观察者，并且按照本发明的装置识别出手的手背。然而如果（如示出的那样）手心8朝向观

察者，那么中间的表面点6布置在所述的表面点7的假想的线后方。可替代地或者附加地，也

能够对中间的、通过表面点7或全部表面点6、7布设的平面如下进行检查：中间的表面点6是

位于该平面前方还是后方。鉴于手心8的取向的分析以相应的方式进行。

[0034] 图3光学地强调用户的右手1的指尖以及拇指尖。这些区域的特征在于，其凸形的

边缘线和具有特别强烈的曲率（小半径）的区段。指尖/拇指尖彼此的相对位置显示出拇指

的引人注目的位置。基于与图2相结合地阐述的、关于在观察者的方向上手心8的取向的认

识，现在能够测定出：这涉及右手（在车辆应用中通常分配给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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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图4示出用户的左手1，所述左手的手背9朝向观察者。从观察者的角度凸形的定向

线11、12表明手背9的表面的走向。所示出的表面走向能够传感地或者在数据技术上被检测

并且被分析，以便按照本发明测定手1的定向。

[0036] 图5示出用户的左手1，该左手的手心8朝向观察者。从观察者的角度为凹形的定向

线13、14表明手心8的表面的走向。所示出的表面走向能够传感地或在数据技术上被检测并

且被分析，以便按照本发明测定手1的定向。

[0037] 图6示出用户的右手1，该右手的手背9朝向观察者。从观察者的角度为凸形的定向

线11、12阐明手背9的表面走向。所示出的表面走向能够传感地或在数据技术上被检测并且

被分析，以便按照本发明来测定手1的定向。

[0038] 图7示出用户的右手1，该右手的手心8朝向观察者。从观察者的角度为凹形的定向

线13、14阐明手心8的表面的走向。所示出的表面走向能够传感地或在数据技术上被检测并

且被分析，以便按照本发明来测定手1的定向（Orientierung）。

[0039] 图8示出用于识别用户的手的按照本发明的方法的实施例的步骤。在步骤100中，

借助于传感器检测用户的手。该传感器例如能够包括立体相机、红外传感器或飞越时间相

机。该传感器能够设置在用户界面中。能够为移动用户终端设备（例如无线通信设备）或者

为运输工具设置该用户界面。在步骤200中，在传感器信号中对手的多个表面点进行标识

（测定）。所述表面点可能属于整个手或掌。在步骤300中，如果表面点基本上位于关于传感

器为凹形的面上，那么识别出朝向传感器的手心。手心（或手背）的定向为现代的用户界面

设法获得关于利用哪只手（用左手或者用右手）进行当前操作的附加指示符（Indikator），

其中所述用户界面支持三维手势操作和/或触摸输入。对于应该对（例如副驾驶员的）左手

与对（例如驾驶员的）右手不同地作出反应的用户界面，本发明因此能够实现对提供给用户

的功能的特别安全的激活（Freischaltung）。

[0040] 即使已经根据结合附图阐述的实施例详细地描述了按照本发明的方面和有利的

实施方式，对于本领技术人员而言对所示出的实施例的特征的修改和组合也是可能的，而

不偏离通过所附上的权利要求而限定的本发明范围。

[0041] 附图标记列表

[0042] 1  手

[0043] 2  传感器

[0044] 3 分析单元

[0045] 4 数据存储器

[0046] 5  屏幕

[0047] 6  表面点（手中心）

[0048] 7  表面点（掌的边缘区域）

[0049] 8  手心

[0050] 9  手背

[0051] 10 载客汽车（PKW）

[0052] 11、12 凸形的定向线

[0053] 13、14 凹形的定向线

[0054] 100-300 方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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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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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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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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