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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视线输入装置，
其利用视线选择所要输入的输入要素，
具备：
平视显示器装置(10) ，
其在被设定在车辆的挡风玻璃(W)前方且驾驶席的正面的虚拟
的显示区域(D)显示所述输入要素的图像；
视线检测装置(20) ，
其被设置在所述驾驶席的正面，
检测坐在所述驾驶席上的驾驶员
的注视点；
以及
手势检测装置(30)，
其检测所述驾驶员的手势，
所述平视显示器装置在所述显示区域中将多个所述输入要素的图像排成列来显示，
并
且不显示显示在所述显示区域的端部的所述输入要素的图像之中靠外侧的部分，
所述手势检测装置与所述视线检测装置相比靠下侧且被设置在车辆的仪表盘(I)，
在由所述视线检测装置检测到的所述注视点存在所述列的中央的所述图像上的状态
下，
以由所述手势检测装置检测到所述驾驶员的手势为条件，
确定所述中央的输入要素的
输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线输入装置，
其中，
所述视线检测装置被设置在比所述显示区域靠下侧的规定范围。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线输入装置，
其中，
所述平视显示器装置在由所述视线检测装置检测到的所述注视点处于与所述列的中
央的所述图像不同的图像上的情况下，
使所述注视点所在的图像向所述列的中央移动。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线输入装置，
其中，
仅限所述车辆的停车时，
能够进行所述输入要素的输入。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线输入装置，
其中，
所述平视显示器装置在所述显示区域显示所述车辆的变速位置。
6 .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视线输入装置，
其中，
所述平视显示器装置在所述显示区域显示停车制动器的通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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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线输入装置
[0001]

关联申请的相互参照
[0002] 本申请主张于2013年5月9日提出的日本专利申请2013－99662号的优先权，
并在
此引用其全部内容。
技术领域
[0003] 本公开涉及利用视线选择输入要素的视线输入装置。
背景技术
[0004] 作为车载设备、
移动终端等设备与人的接口，
提出了视线输入装置。例如专利文献
1在设置在车辆的仪表盘的中央的导航装置的下侧设置视线检测装置，
通过视线检测装置
检测观察导航装置的显示画面的用户的注视位置，
对导航装置进行视线输入。
[0005] 专利文献1：
日本特开平9－167049号公报
[0006] 若如专利文献1那样，
在仪表盘的中央配置视线检测装置以及显示画面，
则从驾驶
员的面部的横侧面检测视线。在从驾驶员的面部的横侧面检测视线的情况下，
存在与从驾
驶员的面部的正面检测视线的情况相比检测精度降低的担心。然而，
在有限的车厢内，
在驾
驶员的正面配置视线检测装置以及显示画面较困难。
发明内容
[0007] 本公开鉴于上述实际情况，
主要目的在于提供通过适当地配置视线检测装置以及
显示画面，
能够高精度地检测注视点的视线输入装置。
[0008] 本公开的某个方式所涉及的视线输入装置是利用视线选择所要输入的输入要素
的视线输入装置，
具备：
平视显示器装置，
其在被设定在车辆的前窗前方且驾驶席的正面的
显示区域，
显示上述输入要素的图像；
以及视线检测装置，
其被设置在上述驾驶席的正面，
检测坐在上述驾驶席上的驾驶员的注视点。平视显示器装置在上述显示区域中将多个上述
输入要素的图像排成列来显示，
并且不显示显示在上述显示区域的端部的上述输入要素的
图像之中靠外侧的部分。
[0009] 根据该方式，
通过平视显示器装置，
在被设定在车辆的驾驶席的正面的显示区域
显示输入要素的图像。而且，
通过设置在驾驶席的正面的视线检测装置，
检测观察显示在显
示区域的图像的驾驶员的注视点。
[0010] 通过使用平视显示器装置，
能够在车辆内的有限的空间内，
在驾驶员的正面设置
视线检测装置以及显示区域。另外，
通过平视显示器装置显示的图像由于左右的视场角较
窄，
所以驾驶员从正面观察显示区域，
驾驶员的头几乎固定在正面。因此，
能够一直从正面
检测驾驶员的注视点。
因此，
通过组合平视显示器装置和视线检测装置，
能够适当地配置视
线检测装置以及显示区域，
能够高精度地检测驾驶员的注视点。
[0011]
另外，
平视显示器装置将输入要素的图像排成列来显示在显示区域，
并且不显示
显示在列的端部的输入要素的图像之中靠外侧的部分。因此，
能够以输入要素的图像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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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区域外继续存在的方式示出。即，
能够使驾驶员认识到存在未显示在显示区域的输入要
素的图像。
附图说明
[0012] 通过以下参照附图而进行的详细描述，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以及其他的目的、
特征、
优点会变得更加清楚。
其中，
[0013] 图1是表示视线输入装置的构成的框图。
[0014] 图2A是表示视线检测装置以及HUD装置的设置场所的图。
[0015] 图2B是表示视线检测装置以及HUD装置的设置场所的图。
[0016] 图3是表示驾驶员进行视线输入的样子的图。
[0017] 图4A是表示显示在显示区域的输入要素的图。
[0018] 图4B是表示确定输入要素的样子的图。
[0019] 图4C是表示确定输入要素的样子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
对将视线输入装置安装于车辆的实施方式进行说明。如图1所示，
本实施方
式所涉及的视线输入装置具备HUD装置10(平视显示器装置)、
视线检测装置20、
手势检测装
置30以及输入输出装置40。本视线输入装置通过视线选择显示于HUD装置10的显示区域的
输入要素，
并且以检测到手势为条件确定所选择的输入要素的输入。
[0021] 如图2A、
图2B所示，
HUD装置10被埋入在挡风玻璃W下的仪表板B以里。HUD装置10是
在被设定在挡风玻璃W的前方且驾驶席的正面的虚拟的显示区域D显示包括输入要素的图
像的从输入输出装置40输出的影像的显示装置。HUD装置10从仪表板B以里使显示于液晶面
板的影像在反射镜反射，
并使其在凹面镜反射并放大，
并使放大后的影像反射到挡风玻璃
W。
由此，
驾驶员能够观察以浮现在被设定在挡风玻璃W的前方的虚拟的显示区域D上的方式
显示的影像。
此外，
后面详述显示在显示区域D的输入要素的图像。
[0022] 显示于显示区域D的影像由于左右的视场角较窄，
所以驾驶员并不是从哪都能够
观察到显示于显示区域D的影像，
仅在眼睛的位置位于显示区域D的正面的HUD视觉确认区
域内的情况下能够观察到。HUD视觉确认区域为圆形的区域，
圆形区域的中心成为显示区域
D的中心的正面。在驾驶员坐在驾驶席上想要观察显示在处于正面的显示区域D的影像的情
况下，
驾驶员的两眼固定在与显示区域D正对的HUD视觉确认区域内。驾驶员以外的乘客的
两眼并不进入HUD视觉确认区域内，
所以驾驶员以外的乘客不能够观察到显示于显示区域D
的影像。
因此，
驾驶员能够利用显示区域D作为私人显示器。
[0023] 此外，
在图2A中，
以容易理解的方式示出了圆形的HUD视觉确认区域，
但实际上，
圆
形的HUD视觉确认区域与显示区域D正对。
[0024] 视线检测装置20是被设置在驾驶席的正面并检测坐在驾驶席上的驾驶员的注视
点的装置。详细来说，
视线检测装置20是被设置在比显示区域D靠下侧的规定范围，
并对照
射了眼睛观察不到的近红外光的驾驶员的眼睛进行拍摄的相机。为了检测驾驶员的注视
点，
视线检测装置20需要被设置在驾驶员的注视点的上下左右30 °
以内。在本实施方式中，
为了检测显示区域D上的驾驶员的注视点，
视线检测装置20被设置在从显示区域D向下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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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的位置处的仪表板B。像这样，
所设置的视线检测装置20的视线检测区域是在内部包括
HUD视觉确认区域的、与HUD视觉确认区域同心的圆形区域。因此，
若驾驶员的两眼进入到
HUD视觉确认区域内，
则能够通过视线检测装置20检测驾驶员的注视点。
[0025] 手势检测装置30是与视线检测装置20相比靠下侧、
被设置在仪表盘I(参照图3)、
检测坐在驾驶席上的驾驶员的手势的相机。手势检测装置30例如检测挥手的动作、
张开闭
合手的动作。
[0026] 输入输出装置40具备影像信号输出装置41、
输入输出运算装置42、视线转换装置
43以及输入转换装置44。影像信号输出装置41是将使显示区域D显示的影像信号输出给输
入输出运算装置42的装置。视线转换装置43根据通过视线检测装置20拍摄到的驾驶员的眼
睛的图像，
检测位置根据视线方向改变的瞳孔、
以及不受到视线方向影响的角膜反射，
并根
据瞳孔与角膜反射的位置关系检测注视点。然后，
视线转换装置43将检测出的注视点的坐
标输出给输入输出运算装置42。输入转换装置44以通过手势检测装置30检测到驾驶员的手
势为条件，
将输入确定信号输出给输入输出运算装置42。
[0027] 输入输出运算装置42将从影像信号输出装置41发送来的影像信号输出给HUD装置
10。另外，
根据从影像信号输出装置41发送来的影像信号和从视线转换装置43发送来的注
视点的坐标，
判定驾驶员正选择的输入要素。然后，
若从输入转换装置44接收输入确定信
号，
则确定驾驶员正选择的输入要素的输入，
并对与输入要素对应的设备输出指令。
[0028] 接下来，
参照图3，
对驾驶员进行视线输入的状态进行说明。在本实施方式中，
为了
行驶安全，
仅限车辆的停车时，
能够进行输入要素的输入。若驾驶员注视显示于显示区域D
的输入要素，
则通过视线检测装置20检测驾驶员的注视点，
通过输入输出运算装置42判定
驾驶员正注视的输入要素是哪一个。然后，
若在选择了输入要素的状态下，
驾驶员进行挥手
的手势，
则输入输出运算装置42确定驾驶员正注视的输入要素的输入。
[0029] 接下来，
参照图4A～图4C，
对HUD装置10显示于显示区域D的输入要素进行说明。在
图4A、
图4B中，
眼睛的符号象征驾驶员的注视点，
实际上不显示在显示区域D。如图4A所示，
HUD装置10在显示区域D上将多个输入要素的图像排成列来显示。在本实施方式中，
显示的
输入要素的图像的数目为三个。并且，
HUD装置10不显示显示在显示区域D的左右两端部的
输入要素的图像之中靠外侧的部分。即，
不显示显示于左端部的输入要素的图像的左侧的
部分和显示于右端部的输入要素的右侧的部分。这样一来，
示出了输入要素的图像不仅为
正显示于显示区域D的三个，
在显示区域D的左右两侧继续存在。另外，
HUD装置10在显示区
域D的中央下侧显示车辆的变速器的变速位置。驾驶员明确在显示于显示区域D的变速位置
为停车的情况下，
能够进行视线输入。
[0030] 在图4A中，
驾驶员注视并选择左端的输入要素的图像。这里，
驾驶员的注视点处于
与列的中央的输入要素的图像不同的图像上，
所以即使在该状态下驾驶员做手势，
也不会
确定注视点所在的图像的输入。在驾驶员的注视点处于与列的中央的输入要素的图像不同
的图像上的情况下，
如图4B所示，
HUD装置10使驾驶员的注视点所在的图像移动到列的中央
并显示于显示区域D。即，
HUD装置10从图4A的状态起使输入要素的图像一个一个地向右偏
移并显示于显示区域D。
由此，
在图4A中显示在右端的输入要素的图像在图4B中不被显示，
在图4A中未被显示的输入要素的图像在图4B中被显示在左端。该状态下，
若注视中央的输
入要素的图像，
并且如图4C所示那样进行挥手的手势，
则确定驾驶员的注视点所在的输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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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输入。
[0031] 根据以上说明的本实施方式，
起到以下的效果。
[0032] 通过HUD装置10，
在被设定在车辆的驾驶席的正面的虚拟的显示区域D显示输入要
素的图像，
通过设置在驾驶席的正面的视线检测装置20，
检测观察显示于显示区域D的图像
的驾驶员的注视点。通过使用HUD装置10，
能够在车辆内的有限的空间内，
在驾驶员的正面
设置视线检测装置20以及显示区域D。另外，
通过HUD装置10显示的图像由于左右的视场角
较窄，
所以驾驶员从正面观察显示区域D，
驾驶员的头几乎固定在正面。
由此，
能够一直从正
面检测驾驶员的注视点。因此，
通过组合HUD装置10和视线检测装置20，
能够适当地配置视
线检测装置20以及显示区域D，
能够高精度地检测驾驶员的注视点。
[0033] 通过HUD装置10显示的图像由于左右的视场角较窄，
所以从驾驶员以外的同乘者
不能够观察到。
因此，
驾驶员能够不从同乘者受到多余的干预来进行输入操作，
并且能够不
在意同乘者的眼神，
而使个人信息显示于显示区域D并进行观察。
[0034] 通过将视线检测装置20设置在比显示区域D靠下侧的规定范围，
观察显示区域D的
驾驶员的注视点进入到视线检测装置20的检测范围。
因此，
能够可靠地检测观察显示区域D
的驾驶员的注视点。
[0035] 通过将输入要素的图像排成列来显示于显示区域D，
并且不显示显示在列的端部
的输入要素的图像之中靠外侧的部分，
由此能够以输入要素的图像在显示区域D外继续存
在的方式示出。
即，
能够使驾驶员认识到存在未显示在显示区域D的输入要素的图像。
[0036] 通过在利用视线选择了输入要素的状态下做手势，
能够确定选择了的输入要素的
输入。因此，
能够在虚拟的显示区域D显示输入要素的图像，
并且驾驶员能够不接触触摸面
板、
按钮等，
就确定输入要素的输入。
[0037] 在利用视线选择了的输入要素的图像不在中央的情况下，
选择了的输入要素的图
像被移动到中央。驾驶员只要在输入要素的图像移动之后，
在注视输入要素的图像的同时
做手势，
就能够确定输入要素的输入。
[0038] 通过将视线输入限定在车辆的停车时，
抑制行驶中的误输入所带来的误动作，
从
而没有损害安全行驶的担心。
[0039] 通过在显示区域D显示车辆的变速位置，
驾驶员能够识别是否能够进行视线输入。
[0040]
(变形例)
[0041] 本公开并不限定于上述实施方式的记载内容，
例如，
也可以如以下那样进行变更
来实施。
[0042] 也可以对驾驶员的注视点所在的输入要素的图像进行强调显示。
这样一来，
驾驶
员能够可靠地识别选择了哪个输入要素。
[0043] 也可以在显示区域D显示停车制动器的通断状态。
这样一来，
驾驶员也能够识别能
够进行视线输入的状态。
[0044] 也可以在显示区域D中，
将输入要素的图像沿纵向排成列来显示。该情况下，
不显
示显示在上下两端部的输入要素的图像之中靠外侧的部分。
[0045] 也可以显示在显示区域D的输入要素的图像比三个多。
另外，
也可以显示在显示区
域D的输入要素的图像的数目为偶数。该情况下，
当在驾驶员的注视点存在显示区域D的中
央靠右或者中央靠左的图像上的状态下，
驾驶员做了手势时，
确定输入要素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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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在规定的条件下，
在停车时以外也能够进行视线输入。
[0047] 在确定输入要素的输入的情况下，
也可以利用手势以外的方法进行确定。例如，
也
可以以眨眼、声音来确定输入要素。或者，
也可以通过比规定时间长地凝视输入要素的图
像，
来确定输入要素的输入。
或者，
也可以在方向盘设置开关，
利用视线选择输入要素，
按下
开关来确定输入要素的输入。另外，
也可以通过进行挥手以外的手势，
来确定输入要素的输
入。

7

CN 105189178 B

说

明

书

图1

8

附

图

1/4 页

CN 105189178 B

说

明

书

图2A

9

附

图

2/4 页

CN 105189178 B

说

明

书

图2B

图3

图4A

10

附

图

3/4 页

CN 105189178 B

说

明

书

图4B

图4C

11

附

图

4/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