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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监视车辆(1)的环境的

方法，其中，借助超声波传感器(2)并且借助至少

一个成像传感器(3)感测所述车辆(1)后方的环

境，其中，当借助超声波传感器(2)探测到对象

(5)，该对象相对于所述车辆(1)具有比预先限定

的最小间距(100)小的间距时，输出警告信号，其

中，借助所述成像传感器(3)识别所述车辆(1)的

挂车(4)，其中，当所述对象(5)是由所述成像传

感器(3)识别出的挂车(4)时，不输出警告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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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监视车辆(1)的环境的方法，

其中，借助超声波传感器(2)并且借助至少一个成像传感器(3)感测所述车辆(1)后方

的环境，

其中，当借助所述超声波传感器(2)探测到对象(5)，该对象相对于所述车辆(1)具有比

预先限定的最小间距(100)小的间距时，输出警告信号，

其中，借助所述成像传感器(3)识别所述车辆(1)的挂车(4)，和

其中，当所述对象(5)是由所述成像传感器(3)识别出的挂车(4)时，不输出警告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借助所述超声波传感器(2)探测到，所述

对象(5)的间距小于比所述最小间距(100)小的警告间距(200)并且所述对象(5)是由所述

成像传感器(3)识别出的挂车(4)时，输出警告信号。

3.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所述成像传感器(2)的信

号确定所述挂车(4)相对于所述车辆(1)所处的方向，而通过所述超声波传感器(2)的信号

确定所述挂车(4)与所述车辆(1)的间距。

4.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车辆(1)的第一纵轴线

(400)与所述挂车(4)的第二纵轴线(500)之间所测量出的挂车角(300)为180度的情况下确

定所述挂车(4)的宽度和所述挂车(4)与所述车辆(1)的间距并且将其存储在存储设备(8)

中，使得借助保存在所述存储设备(8)中的数据使得能够将由所述超声波传感器(2)探测到

的对象(5)识别为挂车(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借助保存在所述存储设备(8)中的数据生

成虚拟的挂车模型，所述虚拟的挂车模型与借助所述超声波传感器(2)生成的虚拟的环境

模型叠加，以便将所述车辆(1)的环境中的对象(5)识别为所述挂车(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借助所述成像传感器(3)确定车辆纵轴线

(400)与挂车纵轴线(500)之间的当前挂车角(300)，以便借助所述当前挂车角(300)修正所

述虚拟的挂车模型的位置和/或定向。

7.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警告信号用于激活所述

车辆(1)的制动系统和/或用于激活声学和/或光学的输出单元。

8.一种控制器(6)，其被设立为用于执行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9.一种车辆(1)，其包括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控制器以及多个超声波传感器(2)和至

少一个成像传感器(3)。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车辆(1)，其特征在于，所述超声波传感器(2)布置在所述车

辆(1)的后侧，尤其布置在所述车辆(1)的后保险杠(7)中，和/或所述成像传感器(3)是倒车

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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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监视车辆的环境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监视车辆的环境的方法。此外，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执行这

种方法的控制器。最后，本发明涉及一种包括这样的控制器的车辆。

背景技术

[0002] 由现有技术已知，车辆可以借助超声波传感器监视该车辆的环境。以该方式尤其

可以防止车辆与环境中的对象发生碰撞。然而如果在车辆上使用挂车，那么不再存在根据

现有技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传感器会将挂车始终识别为障碍物，所以一旦挂车被耦接上，

则调整借助车辆上的超声波传感器对环境的监视。

[0003] 由DE  10  2012  017  668  A1已知一种用于运行超声波传感器设备的方法。在此设

置，将超声波传感器设备安装在车辆上，其中，该车辆牵引挂车。此外设置，控制单元将超声

波传感器的测量值进行比较，以便估计，经反射的超声波信号是来自挂车还是来自环境中

的障碍物。因此，可以估计挂车的位置，由此还能至少部分地监视车辆的环境。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方法能够实现对挂车的识别，使得还可以使用超声波系统的数据。为此，

仅由于挂车而由超声波系统生成的警告提示被抑制，使得车辆的驾驶员仅获得实际上涉及

车辆环境中的障碍物的这种警告。

[0005] 用于监视车辆环境的本发明方法设置，借助超声波传感器并借助成像传感器感测

车辆后方的环境。车辆后方的环境应理解为沿常见行驶方向位于车辆后方的这种环境。此

外设置，当借助超声波传感器探测到对象，该对象相对于车辆具有比预先限定的最小间距

小的间距时，输出警告信号。因此，在车辆运动时为驾驶员提供辅助，因为为驾驶员提示其

车辆后方的对象。尤其，因此避免与该对象无意地碰撞。预先限定的最小间距尤其相应于超

声波传感器的感测范围。此外设置，借助成像传感器识别车辆的挂车。车辆的挂车尤其通过

挂车连接器与该车辆连接并且由该车辆使挂车运动。如果存在这样的挂车，那么可能出现

挂车相对于车辆具有比所述最小间距小的间距。因此，挂车会导致警告信号，即使实际上不

存在车辆与挂车碰撞的危险。因此，当会导致警告信号的对象是由成像传感器识别出的挂

车时，不输出警告信号。因此避免驾驶员获得不合理的警告信号，因为挂车不会对该车辆构

成威胁。因此，完全停用超声波传感器是不必要的。而是仅屏蔽由于挂车而产生的警告信

号。如果在车辆后方存在其他对象并且这些对象低于预先限定的最小间距，那么还可以通

过输出警告信号来警告驾驶员。

[0006] 从属权利要求是本发明优选扩展方案的内容。

[0007] 优选设置，当借助超声波传感器探测到对象的间距小于警告间距并且该对象是由

成像传感器识别出的挂车时，输出警告信号。警告间距优选小于所述最小间距。因为可能出

现，挂车相对于车辆成角度地布置，尤其在倒车行驶的情况下，所以原则上可能出现挂车的

部分区域与车辆碰撞的危险。出于该原因，限定警告间距，其优选相应于超声波传感器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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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间距，该最小间距是必要的，以便探测对象。如果低于该间距，那么原则上认为，挂车靠近

车辆并且由此对于该车辆构成危险。因此，输出警告信号，使得可以为该车辆的驾驶员提示

该状况。

[0008] 在一个有利的实施方式中，通过成像传感器的信号确定挂车相对于车辆所处的方

向。同时，通过超声波传感器的信号确定挂车与车辆的间距。以该方式可识别出，挂车当前

相对于车辆位于何处。尤其，可以识别出定向和位置。以该方式可以安全和可靠地求取出，

由超声波传感器探测到的对象是挂车本身还是存在于车辆环境中的障碍物。以该方式保

证，只有当警告仅仅由于挂车的存在而被生成时才可靠地抑制所述警告。

[0009] 有利地在挂车角为180度的情况下确定挂车的宽度和挂车与车辆的间距并且将其

存储在存储设备中。在此，挂车角相应于挂车的纵轴线相对于本车辆的纵轴线所具有的角

度。如果车辆处于正常的直线行驶中，那么得到180度的挂车角，因为本车辆的纵轴线和挂

车的纵轴线彼此平行、尤其相同地取向。如果车辆处于弯道行驶中或倒车行驶中，那么挂车

角可能改变。设置，借助保存在存储设备中的数据能够将由超声波传感器探测到的对象识

别为挂车。因此，不必持续地通过成像传感器和超声波传感器测量挂车，而是一次性测量就

足够了。因此，可以简单和低成本地求取，由超声波传感器探测到的对象是否为挂车。

[0010] 特别有利地，借助保存在存储设备中的数据生成虚拟的挂车模型。所述虚拟的挂

车模型与环境模型叠加。在此，借助超声波传感器已生成环境模型。以该方式可以识别出，

在车辆的环境中是否存在对象。为此，仅需要分析评估虚拟的环境模型。此外，可以识别出，

所述对象是否为挂车。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简单和低花费地被实现：确定虚拟的挂车模型

是否与在所述虚拟的挂车模型中识别出的对象一致。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所述对象必定

是挂车。

[0011] 此外，特别有利地设置，借助成像传感器确定当前的挂车角。因此始终知道，挂车

相对于车辆如何定向。因为在存储设备中仅存储有关于挂车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关于180度

的挂车角而言的，所以借助当前的挂车角修正虚拟的挂车模型的位置和/或定向。因此，所

述虚拟的挂车模型是一种对挂车的位置和定向的在细节上可信的反映(Abbild)，该反映在

任何时候都是实时的。如果如前所述的虚拟的挂车模型与虚拟的环境模型叠加，那么在任

何时候都能够可靠地求取出，车辆环境中的对象是否为挂车。当虚拟的挂车模型与虚拟的

环境模型的叠加得出所述虚拟的环境模型内的对象与所述虚拟的挂车模型吻合时是这种

情况。

[0012] 警告信号有利地用于激活车辆的制动系统和/或用于激活声学和/或光学的输出

单元。因此，一方面为驾驶员提示对象，这通过声学和/或光学的输出单元来进行。另一方

面，可以通过执行自动制动的方式提高车辆本身的安全性。因此，防止环境中的对象与车辆

之间的碰撞。

[0013] 此外，本发明还涉及一种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被设立为用于执行前述方法。有利

地，所述控制器是车辆的控制器。为此，所述控制器与超声波传感器以及成像传感器连接用

于信号传输。此外有利地，所述控制器与存储设备连接。最后有利地设置，所述控制器与车

辆的制动系统和/或与声学和/或光学的输出单元连接用于信号传输。

[0014] 最后，本发明涉及一种车辆。所述车辆具有如前所述的控制器。此外，所述车辆具

有多个超声波传感器和至少一个成像传感器。所述多个超声波传感器和所述成像传感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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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连接用于信号传输。因此，所述控制器可以安全和可靠地警告车辆驾驶员该车辆的

环境中的对象，即使该车辆牵引挂车。

[0015] 有利地，所述车辆这样构造，使得超声波传感器布置在后侧。车辆的所述后侧指向

与车辆的常见行驶方向相反的方向。尤其，超声波传感器布置在车辆的后保险杠上。有利

地，成像传感器是倒车摄像机。尤其当车辆的驾驶员开始倒车行驶时，激活倒车摄像机。因

此，倒车摄像机可以为驾驶员简化车辆的倒车行驶。因此，倒车摄像机优选也在存在挂车使

得该挂车可以被倒车摄像机识别到时变为有效。因此，倒车摄像机也用于求取车辆和挂车

之间的当前挂车角。对倒车摄像机的使用具有以下优点：减少了车辆传感器的数量。因此能

够关于环境中的对象安全和可靠地警告驾驶员。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参照附图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在附图中：

[0017] 图1具有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控制器的车辆的第一示意图，

[0018] 图2具有根据本发明的该实施例的控制器的车辆的第二示意图，

[0019] 图3具有根据本发明的该实施例的控制器的车辆的第三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图1示意性示出车辆1，其包括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控制器6。控制器6构造为

用于执行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方法。

[0021] 控制器6与总共四个超声波传感器2耦合用于信号传输。此外，控制器6与成像传感

器3连接用于信号传输。成像传感器3尤其是车辆1的倒车摄像机。这四个超声波传感器2安

装在车辆1的后保险杠7上。因此，不仅成像传感器3而且超声波传感器2用作用于车辆1的后

方空间的监视传感器。

[0022] 此外，控制器6还与存储设备8连接用于信号传输。存储设备8用于存储挂车4的位

置和定向。挂车4与车辆1连接。尤其，挂车4被车辆1牵引。在此，挂车4相对于车辆1的定向可

以改变。

[0023] 车辆1具有纵轴线400。同样，挂车4也具有纵轴线500。车辆1的纵轴线400与挂车4

的纵轴线500之间的角度在下面称为挂车角300。如果车辆1处于正常的直线行驶中，那么挂

车角300尤其为180度。

[0024] 挂车4的位置和大小可以借助成像传感器3和超声波传感器2来确定。因此，通过成

像传感器3可以识别出挂车4。理论上也可以通过成像传感器3求取挂车4与车辆1的对应间

距，然而出于精度原因优选借助超声波传感器2测量该间距。如果挂车4的宽度大于车辆1的

宽度，那么挂车4的宽度也许不再能够被超声波传感器2求取出。在该情况下，车辆1的宽度

被假设为挂车4的宽度。

[0025] 因此，在存储设备8中存在一些数据，由这些数据可以生成虚拟的挂车模型。因此，

可以为控制器6提供关于挂车4相对于车辆1位于何处的信息。因为存储在存储设备8中的所

述数据涉及具有180度挂车角300的挂车4，所以有利地设置，成像传感器3感测挂车角300的

变化。因此，尤其可以在挂车4的位置和/或定向方面修正所存储的数据。这意味着，在任何

时候都可以为控制器6提供当前的挂车模型，该挂车模型指明挂车4相对于车辆1位于何处。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0337597 A

5



[0026] 借助超声波传感器2可识别出在车辆1后方是否存在对象5。为此，超声波传感器2

探测车辆1的后方空间。如果控制器6通过超声波传感器2探测到对象5，所述对象相对于车

辆1具有比预先限定的最小间距100小的间距，那么控制器6输出警告信号。该警告信号尤其

可以导致对声学和/或光学的警告单元的激活。

[0027] 如由图1可见那样，挂车4本身也可以具有比预先限定的最小间距100小的间距。因

此，仅挂车4的存在就已经会导致警告信号的输出。因此设置，控制器6借助虚拟的挂车模型

确定，探测到的对象5是否为挂车4。为此，借助超声波传感器2的数据创建虚拟的环境模型。

因此，在该虚拟的环境模型中再现对象5。接下来，使该虚拟的挂车模型与虚拟的环境模型

叠加。以该方式可以将存在的对象辨识为挂车4。接下来抑制警告信号的输出，所述警告信

号涉及已被辨识为挂车4的对象。同时，当对象5未被识别为挂车4时，控制器6输出警告信

号。因此在图1中所示的示例中，车辆1的驾驶员会获得关于对象5的警告，因为对象5是环境

中的立柱，所述立柱相对于车辆1具有比最小间距100小的的间距。尽管挂车4相对于车辆1

具有比最小间距100小的极小间距，然而关于挂车4的警告被抑制。

[0028] 图2示出本发明方法的一个有利的应用情况。再次示出图1的具有控制器6的车辆

1。然而，该车辆1处于不同的行驶状况中。因此，车辆1的驾驶员尝试将车辆1与挂车4一起调

度到车库中。因此，车库的侧面墙壁为环境中的对象5，所述对象可以由超声波传感器2感测

到。在图2中所示的状况中，车辆1接近对象5之一，这意味着接近车库墙壁之一，使得基于超

声波传感器2的探测由控制器输出警告信号。因为在超声波传感器2仅探测到挂车4本身时

控制器6安全和可靠地不输出警告信号，所以车辆1的驾驶员可以信任所述警告，使得提高

了在驶入车库中以及从车库中驶出时的安全性。驾驶员尤其不会被错误的警告信号迷惑。

[0029] 图3示出另一应用情况。在此存在以下危险：车辆1在倒车行驶期间与挂车4本身发

生碰撞。此外，在车辆1的环境中不存在其他障碍物。从而，超声波传感器2仅探测到挂车4。

如前所述那样，因此由控制器6抑制警告信号的输出。然而，限定了另一间距。如果挂车4相

对于车辆的间距低于警告间距200，那么通过控制器6撤销对警告信号的抑制。因此，发生警

告信号的输出。

[0030] 在此设置，警告间距200是挂车4在常见运行中不能达到的那个间距。因此，只有当

车辆1与挂车4实际上面临碰撞时才警告车辆1的驾驶员。如果排除了这样的碰撞，那么不进

行关于借助超声波传感器2识别出的挂车4的警告。

[0031] 在图3中所示的情况中，控制器6优选还可以激活车辆1的制动装置。因此，控制器6

可以主动地防止车辆1与挂车4碰撞。以该方式，控制器6提高了车辆1不仅在与外部障碍物

存在碰撞危险的情况下而且在与挂车4本身存在碰撞危险的情况下的安全性。同时，在不存

在碰撞危险的情况下可靠地抑制错误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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