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380055394.4

(22)申请日 2013.10.2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475535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5.07.01

(30)优先权数据

61/717,542 2012.10.23 US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5.04.23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US2013/066330 2013.10.23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4/066477 EN 2014.05.01

(73)专利权人 TK控股公司

地址 美国密执安

(72)发明人 J·C·里斯曼　V·D·加德纳　

D·凡特泽夫德　

E·P·斯塔斯查克　N·H·穆勒　

D·W·安德鲁斯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

利商标事务所 11038

代理人 李颖

(51)Int.Cl.

B60K 35/00(2006.01)

B62D 1/04(2006.01)

B62D 1/06(2006.01)

B60Q 9/00(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2011/0187518 A1,2011.08.04,

WO 02/096745 A1,2002.12.05,

US 7605693 B2,2009.10.20,

CN 101107145 A,2008.01.16,

CN 1771158 A,2006.05.10,

审查员 马丽芳

 

(54)发明名称

转向盘灯条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车辆的转向设备，所述

转向设备包括将指示和警告灯信号提供给所述

车辆的使用者的灯元件。所述灯元件可与安装到

转向盘握把的用于控制所述灯元件的操作的PCB

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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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车辆的转向设备，所述转向设备包括：

转向握把，所述转向握把被配置成用于抓握以有助于控制车辆，所述转向握把是可旋

转的；

与印刷电路板PCB相关联的灯元件，其中所述灯元件邻近所述转向握把的内径定位，使

得所述转向握把的主体为所述灯元件遮蔽环境光，其中来自灯元件的热量以足以确保转向

握把的表面温度不超过约45℃的速率耗散；

沿所述转向握把所限定的周边的一部分安装的所述PCB；以及

布置在PCB上并且与所述PCB电通信的处理器，所述处理器被配置成响应于接收到车辆

启动、车辆自主驾驶状态解开以及与所述转向握把相关联的人工触摸检测传感器没有检测

到人工触摸的信息，指引所述灯元件的操作的至少一部分；

其中灯元件包括IR  LED照明器，所述IR  LED照明器的照明向转向握把的外表面提供热

效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灯元件包括安装在所述PCB上的多个发光

源，

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成指引所述多个发光源中的每个的所述操作的至少一

部分。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成指引所述灯元件的

开/关照明。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成指引所述灯元件的

照明图案。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成指引所述灯元件的

开/关照明循环的频率。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成指引所述灯元件的

强度。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灯元件包括单色LED、双色LED和三色LED中

的至少一个，并且其中所述处理器被配置成指引所述灯元件的照明色彩。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成接收来自所述车辆

的信息。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信息包括用于检测车道位置的基于车辆传

感器的信息。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

所述处理器被配置成响应于用于检测所述车辆的车道位置的所述基于车辆传感器的

信息来指引所述灯元件的操作的至少一部分；

所述灯元件的所述操作用于指示与所述车道位置相关联的威胁级别；并且

所述灯元件的所述操作包括开/关照明、照明图案、开/关照明循环的频率、照明强度以

及照明色彩中的至少一个。

11.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被配置成响应于与标示速度限制相

关联的GPS信息来指引所述灯元件的操作的至少一部分；

其中所述灯元件的所述操作用于指示所述标示速度限制与车辆速度之间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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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灯元件的所述操作包括开/关照明、照明图案、开/关照明循环的频率、照明强

度以及照明色彩中的至少一个。

12.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信息包括导航信息。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被配置成响应于所述导航信息来

指引所述灯元件的操作的至少一部分；

其中所述灯元件的所述操作用于指示为路线改变的准备、路线改变以及距路线改变的

距离中的至少一个；

其中所述灯元件的所述操作包括开/关照明、照明图案、开/关照明循环的频率、照明强

度以及照明色彩中的至少一个。

14.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信息包括外物接近信息。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被配置成响应于所述外物接近信

息来指引所述灯元件的操作的至少一部分；

其中所述灯元件的所述操作用于指示在所述车辆的预先确定距离内的外物的存在和

距所述外物的距离中的至少一个，

其中所述灯元件的所述操作包括开/关照明、照明图案、开/关照明循环的频率、照明强

度以及照明色彩中的至少一个。

16.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信息包括车辆性能信息、一般警告信息以

及路线信息中的至少一个，

其中所述车辆性能信息包括所述车辆的开/关操作、电池寿命、油位、燃油效率、引擎

RPM、车辆过度转向、车辆转向不足、转向盘直前位置、车辆侧向加速度中的至少一个，

其中所述一般警告信息包括乘员约束信息，

其中所述路线信息包括剩余路线量值和完成路线量值中的至少一个，

其中所述处理器被配置成响应于所述性能信息和所述一般警告信息来指引所述灯元

件的操作的至少一部分。

1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成为了车辆启动时的

装饰效果来指引所述灯元件的操作的至少一部分。

1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向设备，

其中所述灯元件的所述操作包括开/关照明、照明图案、开/关照明循环的频率、照明强

度以及照明色彩中的至少一个。

1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灯元件、所述PCB以及所述处理器通过至多

两根缆线来与所述车辆通信连接。

20.如权利要求19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两根缆线包括第一缆线和第二缆线，所述

第一缆线提供电源并且所述第二缆线提供用于数据传输。

2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灯元件、所述PCB以及所述处理器在电源处

与所述车辆通信连接。

2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转向握把包括经由多个辐条耦合到轮毂的

辋。

23.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灯元件是第一灯元件，所述PCB是第一

PCB，并且所述第一PCB被安装到所述辋的第一部分，所述设备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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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二PCB相关联的第二灯元件，所述第二PCB被安装到所述辋的第二部分；以及

其中所述辋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沿着所述辋的周缘彼此间隔开，

所述处理器进一步与所述第二PCB电通信，并且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成指引所述

第二灯元件的操作的至少一部分。

24.如权利要求23所述的转向设备，其中所述第一部分是所述辋的右侧部分，而所述第

二部分是所述辋的左侧部分。

25.如权利要求23所述的转向设备，还包括其上安装有第三PCB的所述辋的第三部分、

与所述第三PCB相关联的第三灯元件，其中所述辋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沿着所述辋的周

缘彼此间隔开，所述处理器进一步与所述第三PCB电通信，并且所述处理器进一步被配置成

指引所述第三灯元件的操作的至少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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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盘灯条

[0001] 相关申请

[0002] 本公开要求于2012年10月23日提交的标题为“转向盘灯条(Steering  Wheel 

Light  Bar)”的美国专利申请号61/717,542的优先权，该申请的内容以引用的方式并入本

文。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总体上涉及一种包括灯元件的转向设备。更确切地，本发明涉及了一种包

括向使用者提供指示和警告信号的灯元件的车辆转向盘。

背景技术

[0004] 各种先进的驾驶员辅助系统结合了视觉、听觉和/或传感器警告。用于这些辅助系

统的可视界面必须最小化驾驶员对警告的反应时间和驾驶员理解并响应于警告或信息的

工作量两者。常规的仪器面板和中控台显示器(center-stack  display)要求使驾驶员的注

意力离开车辆驾驶。类似地，理想化平视显示器可能抖动，并且有时使驾驶员分心。因此，本

领域中需要一种这样的驾驶员辅助系统：所述辅助系统利用驾驶员的周边视觉并且允许驾

驶员将两只手都留在转向盘上，同时维持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直接视线上。这样做时，驾驶

员就能够在关键驾驶情况下获得宝贵且重要的反应时间。

发明内容

[0005] 本公开呈现用于在转向设备中提供灯元件的系统和方法。本公开的一个方面涉及

一种用于车辆的转向设备，所述转向设备包括转向握把、灯元件、PCB以及处理器。转向握把

可配置成用于抓握以有助于控制车辆。灯元件可与PCB相关联，并且PCB可安装到转向握把。

PCB可被热耦合到换热部件。处理器可与PCB通信连接，并且可配置成指引灯元件的操作。

[0006] 本发明的一个或多个实施方式的细节将在附图和以下说明中阐述。从说明书和附

图、以及从权利要求中，本发明的其它特征、目的以及优点将会显而易见。

附图说明

[0007] 所述装置在以下示例性的附图中更详细地阐述。附图仅为示例性的，用以说明优

选装置结构以及可单一地或与其它特征组合地使用的某些特征。本发明不应被限于所示实

施方式。

[0008] 图1为示例性转向设备的局部视图；

[0009] 图2为示例性转向设备的局部视图；

[0010] 图3A为示例性转向握把的示意性横截面图；

[0011] 图3B为示例性转向握把的顶部区段的局部视图；

[0012] 图3C为示例性转向握把和灯元件的示意性局部横截面图；

[0013] 图4为示例性转向握把和灯元件的示意性局部横截面图；

说　明　书 1/12 页

5

CN 104755354 B

5



[0014] 图5A为示例性灯元件的局部横截面图；

[0015] 图5B为示例性灯元件的局部横截面图；

[0016] 图5C为示例性灯元件的局部横截面图；

[0017] 图6A为示例性转向握把的平面图；

[0018] 图6B为示例性转向握把的平面图；

[0019] 图6C为示例性转向握把的平面图；

[0020] 图6D为示例性转向握把的平面图；

[0021] 图7为示例性转向握把和灯元件的局部平面图；

[0022] 图8为示例性转向握把和灯元件的局部平面图；

[0023] 图9为示例性转向握把和灯元件的局部平面图；

[0024] 图10为示例性转向握把和灯元件的局部平面图；

[0025] 图11为示例性转向握把和灯元件的局部平面图；

[0026] 图12为示例性转向握把和灯元件的局部平面图；

[0027] 图13为示例性转向设备的示意性计算机系统架构；以及

[0028] 图14为示例性转向设备的示意性计算机系统架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现将参考附图来描述本发明的某些示例性实施方式。一般来说，所述此类实施方

式涉及一种用于车辆的转向设备。图1为具有转向握把102的示例性转向设备100的局部平

面图。转向握把102可被配置成用于抓握，以有助于控制对车辆的控制。例如，转向握把102

可安装在固定部件(未示出)上，使得其可围绕转向轴线旋转移动。示例性固定部件可包括

例如转向柱，其接收沿转向轴线延伸的转向心轴，并且用于将转向握把102的旋转运动传递

至给机动车辆的车轮。转向握把102的旋转运动可通过机械和/或电手段传递给车轮。在示

例性实施方式中，转向握把102可包括单个连续抓握部分或任何数目的独特抓握区段。例

如，转向握把102可包括具有基本上圆形的外部轮廓的环形圈形状，其外部轮廓的形状基本

上为圆形。在替代实施方式中，转向握把102可限定任何合适的形状，包括例如圆形、椭圆

形、正方形、矩形或任何其它规则或不规则形状。

[0030]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转向设备100还包括用于向车辆的驾驶员提供指示和/或警

告灯信号的灯元件104。灯元件104可包括例如液晶显示器(LCD)、薄膜晶体管显示器、有源

矩阵显示器、分段显示器(例如，改进的黑向列(INB)、超扭曲向列(STN)等)、发光二极管

(LED)、液晶显示器、激光、卤素、荧光、红外线(IR)LED照明器、或任何其它合适的发光元件。

在替代实施方式中，灯元件可包括具有位于(实心或空心)模制塑料杆的相对端的开始和结

束LED的灯管(未示出)。转向设备100还可包括反射材料或表面以用于回收从灯元件104发

射的光，并且可用来将光引向驾驶员。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当灯元件104包括IR  LED照明

器时，IR  LED的照明还可向转向握把102提供期望的热效应，并且可将热量引向驾驶员的手

部。例如，转向握把102可包括加热元件、通常为加热器网，用以对转向握把102提供热效应。

可将加热网包裹在转向握把102周围和/或并入到握把覆盖材料中。在示例转向设备100中，

加热网不覆盖在转向握把102的包括灯元件104的部分上，从而导致热效应中产生缺口。IR 

LED可用作灯元件104来在灯元件104的区域中提供热效应，从而在转向握把102的表面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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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完整的热效应。在另一示例转向设备100中，加热网部分地或完全地覆盖转向握把102的

包括灯元件104的部分，从而减少和/或消除在热效应中的任何缺口。

[0031]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灯元件104可显示单个色彩或多个色彩。例如，示例性LED可

包括单色LED、双色LED以及三色LED。转向设备100可包括单个灯元件104或任何数目的灯元

件104。此外，不同类型的灯元件104可在相同转向设备100上实施。例如，转向握把102可包

括标准LED和IR  LED两者。灯元件104可位于转向握把102的任何部分。例如，如图1所示，灯

元件104可位于转向握把102的内边缘上。在替代实施方式(未示出)中，灯元件104可位于转

向握把102的外边缘上。在替代实施方式(未示出)中，灯元件104可位于转向握把102的前面

或后面上。灯元件104可在由转向握把102的周长/直径限定的方向上提供。例如，如图1所

示，灯元件104可在转向握把102的内径上沿转向握把102的上半部的方向延伸。灯元件可限

定任何合适形状，包括例如圆形、椭圆形、正方形、矩形或任何其它规则或不规则形状。例

如，如图1所示，示例性灯元件104设有具有曲线边的细长形状。在图2中提供的替代实施方

式中，灯元件104可包括在转向握把102的径向方向上延伸的竖直元件106。

[0032] 图3A提供示例性转向握把102的示意性侧视横截面图。如图3A所示，示例性转向握

把102包括定位在转向握把102的内径上的灯元件104。具体地说，图3A示出转向握把102的

主体和灯元件104的大小可设计成且配置成使得转向握把102的主体为灯元件遮蔽环境光

108。例如，如图3B和图3C所提供，为灯元件104遮蔽指向转向握把102的上部部分/顶侧的环

境光108。由于为灯元件104遮蔽环境光108，因此较低强度的灯信号可被使用。在示例性实

施方式中，灯元件104的日间警告强度可为约150尼特到约800尼特。在特定实施方式中，灯

元件104的日间强度可为约150尼特到约500尼特。在另一实施方式中，灯元件104的日间强

度可为约150尼特到约250尼特。在另一实例中，灯元件104的日间强度可为至少约250尼特。

在另一实例中，灯元件104的日间强度可为至少约150尼特。在另一示例性实施方式中，由于

夜间存在较少的环境光，并且由于为灯元件104遮蔽现有的环境光108，因此灯元件104的夜

间警告强度可为至少约5尼特到约50尼特。在另一实例中，灯元件104的夜间警告强度可为

至少约5尼特到约25尼特。在另一实例中，灯元件104的夜间警告强度可为至少约5尼特到约

15尼特。在另一实例中，灯元件104的夜间警告强度可为至少约5尼特到约10尼特。在另一实

例中，灯元件104的夜间警告强度可为至少约5尼特。

[0033]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透镜110被配置成覆盖灯元件104。透镜110的大小和形状可

设计成对应于灯元件104的大小和形状。如图4所示，透镜110的外表面可邻近转向握把102

的外表面。例如，透镜110可提供与转向握把102的外表面一致的表面。在替代实施方式(未

示出)中，透镜110可提供具有与转向握把102所限定的轮廓不同的一般形状的外表面。外部

透镜110可包括完全或部分透明、半透明或不透明主体。外部透镜110可由硬性或软性材料

来构造。外部透镜110可包括用于向驾驶员提供抓握或“感觉”的表面特征或纹理。外部透镜

110可由单层材料或多层材料构造。外部透镜110可过滤、引导或以其它方式修改从灯元件

104发射的灯信号的特性。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透镜110被配置成为灯元件104遮蔽环境

光。

[0034] 如图4所示，转向握把102还包括：框架112，所述框架112提供用于转向握把102的

支撑结构；载体114，所述载体114安装到框架112并且被配置成接合用于支持和控制灯元件

104的操作的PCB  116和/或控制电路系统。载体114的大小和形状可设计成有助于对各种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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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112、PCB  116和外部透镜110结构的附接。载体114可使用螺杆、钩子、夹子、或本领域已知

的任何其它形式的机械紧固件安装到框架112。示例性载体114可使用导热“间隙垫”或其它

导热粘合剂来与框架112连结。框架112还可限定用于转向握把103的中心轮毂和辐条的支

撑结构。在替代实施方式(未示出)中，并不要求载体114，并且PCB  116和/或控制电路系统

联接到转向握把102的框架112。如图4所示，示例性转向握把102包括覆盖物118，所述覆盖

物118被配置成覆盖转向握把102主体的外部并且提供在车辆的操作期间供驾驶员来把握

的表面。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覆盖物118还可部分地或完全地覆盖透镜110，而不严重影响

对驾驶员的光传输。预期的是，当覆盖透镜110时，覆盖物118隐藏透镜110和不照明时的灯

元件104。示例性覆盖物118材料包括例如皮革、布料、聚氨酯泡沫和各种其它合成材料。

[0035]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为了减少能量消耗和热量产生，从灯元件104发射的光被过

滤和引导，以最大化被引导穿过外部透镜110的光信号。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使用固态丙

烯酸透镜118来回收从灯元件104发射的光。透镜118的形状可为梯形形状，使得光在沿期望

所要方向(即，向驾驶员)反射。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将载体114的反射表面涂成白色或其

它高反射性色彩，以便确保光沿在所要期望方向上反射，并且不内部折射到系统。可将填充

物和纤维添加到外部透镜110和/或透镜118，以将光向驾驶员引导，并且增加从外部透镜

110输出的光的亮度。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可使用增亮膜120来将光引向驾驶员引导。示例性

增亮膜120可单独地使用，或多个膜可堆叠在一起。如图5B所示，多个增亮膜120可邻近于透

镜118而来堆叠。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在不需要高光强度情况下，可使用漫射膜122和/或带

纹理的透明透镜表面。如图5B中所示出所示，漫射膜可定位成邻近于增亮膜120。在替代实

施方式中，漫射膜122可定位成邻近LED  116。光穿过漫射膜122，并且到达增亮膜120中。另

一漫射膜122可定位成邻近增亮膜120和透镜110。通过稳固灯元件104到外部透镜110之间

的紧联接，输出光的亮度得以增加。增亮膜120、漫射膜122和透镜118/110的任何次序或组

合都可预期。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增亮膜120和漫射膜122可堆叠和定向的方式为使得进

入透镜110的环境光无法穿过透镜110。阻挡环境光允许透镜110具有较高的透射率，同时防

止驾驶员从外面看到灯组件和转向握把102的内部部件。

[0036] 灯元件104可与用于控制灯元件104提供的灯信号的操作的电路系统相关联。在示

例性实施方式中，可将灯元件104直接接线到转向设备100的控制电路系统。例如，灯元件

104可包括T型LED，所述T型LED可通过内联电阻器接线到转向设备100电源。在替代实施方

式中，灯元件104可与安装到车辆的电子控制单元或与其相关联的PCB(未示出)或处理器相

关联。PCB/处理器可配置成将操作指令从车辆提供给灯元件104。在另一实施方式中，灯元

件104可与被配置成将操作指令提供给灯元件104的PCB  116相关联。例如，如图4所示，灯元

件104可以物理方式安装到PCB  116的表面。PCB  116可包括例如刚性、半刚性和柔性类型

PCB  116。示例PCB  116可包括柔性电路，其中LED  116安装到充当散热片的衬底材料

(backing  material)。衬底材料可包括例如铝柔性衬底。PCB的其它类型和组合是预期的。

[0037]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PCB  116可安装到转向握把102。例如，如图4所示，PCB  116

和/或控制电路系统通过载体114安装到转向握把102的框架112。在替代实施方式(未示出)

中，PCB  116和/控制电路系统直接安装到转向握把102的框架112。示例性PCB  116的基板材

料可由FR-4(G-10)玻璃增强环氧树脂层压板来构造。由于FR-4具有较差的导热性(约

0.003W/cm·C°)，并且由于框架112可由具有高导热性的材料(包括例如镁合金(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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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5W/cm·C°)、铝合金(铸模)(2.165W/cm·C°)以及钢(低碳)(0.669W/cm·C°)来构造，

因此期望将PCB  116热耦合到框架112，以便将热量从灯元件104耗散离开。在示例性实施方

式中，PCB  116可被热耦合到与转向握把102相关联的换热部件。换热部件可配置成将热量

从PCB  116传递到转向握把102。换热部件可包括例如导热树脂、环氧树脂、聚合物和/或金

属。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转向握把102可联接到中心轮毂和辐条以使得来自灯元件104的

热量可从转向握把102传递到转向握把102的辐条和中心轮毂。

[0038] 在高强度环境(5尼特或更大)中，为了确保驾驶员舒适地把握转向握把102并且延

长灯元件104的寿命(以照明小时计)，示例性换热部件必须以足以确保转向握把102的表面

温度不超过约45℃的速率耗散来自灯元件104的热量。在仅使用低强度灯元件104的替代实

施方式中，转向设备100可不包括换热部件。例如，在灯元件104以至多5尼特的强度产生光

的系统中，灯元件104输出的热量将使得不必使用换热部件来耗散来自光源104的热量。

[0039]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转向设备100可包括沿转向握把102定位的单个PCB  116或

多个PCB  116。例如，如图6A所示，转向握把102可包括横跨转向握把102的整个周边的单个

PCB  116，从而提供360°照明系统。在图6B中示出的替代实施方式中，转向握把102可包括沿

转向握把102所限定的周边的上半部的单个PCB  116。在图6C到图6D中示出的另一实施方式

中，转向握把102可包括多个PCB  116。由于转向设备100且尤其是转向握把102被构造成承

受碰撞情况下的大量负载，因此包括多个PCB的转向握把102可使PCB  116将在冲击和/或气

囊展开后破裂的可能性较小。此外，通过使得多个PCB  116沿转向握把102的直径且尤其是

沿转向握把102辋的上半部定位，可有助于降低PCB  116将在转向盘握把102的辋上的12点

钟位置处的负载下破裂的可能性。如图6C所示，转向握把102可包括多个PCB  116，包括例如

PCB  116A可位于转向握把102直径的右部部分上，并且PCB  116B可位于转向握把直径的左

部部分上。在图6D中示出的另一实施方式中，转向握把102可包括三个PCB  116。PCB  116A可

位于转向握把102的右部部分上，PCB  116B可位于转向握把的左部部分上，并且PCB  116C可

位于转向握把102的顶部中心部分上、介于PCB  116A与PCB  116B之间。在另一实施方式(未

示出)中，转向握把102可包括位于转向握把102的下部部分上的PCB  116。PCB  116的任何数

目的位置和数量均被视为在所公开的实施方式内。

[0040]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PCB  116包括用于指引灯元件104的操作的单个区或多个

区。例如，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PCB  116可包括用于控制灯元件104的操作的一个区。PCB 

116可基于提供到PCB  116的对应区的指令来控制灯元件104。灯元件104可包括单个光源如

一个LED，或其可包括多个光源，即，多个LED。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PCB  116可将单独指令

提供给相同区内的单独LED中的每个。

[0041] 在替代实施方式中，PCB  116可包括多个区，例如两个或更多个区，每个与不同的

灯元件104或灯元件104组相关联。每个区可配置成将单独操作指令提供给它们相应的灯元

件104。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可将LED布置成组，并且LED的每个组被分配有PCB  116上的一

个区。例如，PCB  116可包括36个LED型灯元件104。示例性PCB  116可分为四个区，每个区与9

个LED相关联。PCB  116可基于相应区所提供的指令来分别地控制四个区中的每个区中的

LED的操作。

[0042] 在替代实施方式中，PCB  116可包括对应于PCB  116上存在的灯元件104的数目的

多个区，其中每个区将操作指令提供给其对应的单独灯元件104。例如，示例性PCB  116可包

说　明　书 5/12 页

9

CN 104755354 B

9



括36个LED型灯元件104以及对应于36个LED中的每个的36个区。PCB可基于提供给对应36个

区中的每个区的指令来单独地控制36个LED中的每个的操作。

[0043]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转向设备100可包括与PCB  116通信连接的处理器。处理器

可配置成指引灯元件104的操作。处理器可与转向设备100相关联。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所

述处理器可位于转向握把102的PCB  116上、或接近转向握把102的PCB  116。在替代实施方

式中，处理器可位于车辆的电子控制单元上、或以其它方式与车辆的电子控制单元(ECU)相

关联。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处理器可位于其它车辆系统上、或以其它方式与其它车辆系统相

关联。在处理器与除了转向设备100和/或转向握把102外的系统相关联的情况下，可提供从

替代系统到灯元件104的有线和/或无线通信线路(即，数据和/或电力缆线、射频、wi-fi、蓝

牙等)。例如，灯元件104和/或PCB  116可通过从ECU单元延伸到灯元件104/PCB  116的缆线

来连接到车辆的电子控制单元(ECU)。在另一实例中，PCB  116上的特定区可与同除了转向

设备100和/或转向握把102外的系统相关联的处理器通信，并且可提供从替代系统到分区

的PCB  116的通信线路(即，数据和/或电力缆线)。

[0044]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灯元件104、PCB  116和处理器通过两根缆线来与车辆通信

连接，其中第一缆线可将电源提供给灯元件104、PCB  116和处理器，并且第二缆线提供转向

设备100与车辆之间的数据连接。在另一实例中，灯元件104、PCB  116和处理器可通过两根

缆线来与车辆通信连接，其中一根缆线包括多个通信线路，并且第二缆线包括电源。例如，

在PCB  116包括6个区的情况下，第一缆线可包括用于指示对应区的操作的6个通信线路，并

且第二缆线可为用于向PCB  116供电的电源。灯元件104、PCB  116和处理器可替代地在仅电

源处与车辆通信。

[0045]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处理器可配置成接收来自车辆的信息。从车辆接收到的信

息可包括例如GPS(全球定位系统)信息、导航信息、外物接近信息、车辆性能信息、一般警告

信息、路线信息、可从车载传感器如相机、雷达、LIDAR(光检测和测距)系统获得的定位信

息、车辆通信系统信息以及与车辆操作有关的任何其它信息、使用者的状态和/或转向设备

100的机能(functioning)。

[0046] 导航信息可包括例如为路线改变做的准备(例如，预期将发生的路线改变时的车

道推荐)、导航路线改变(例如，用于遵循所确定的路线的指令和/或所确定的路线已重新计

算的通知)以及距路线改变的距离(例如，距转弯的距离)。外物接近信息可包括例如距所识

别的外物的距离和方向、外物大小以及外物的相对速度和方向。车辆性能信息可包括例如

车辆的启动/停止操作、电池寿命/状态、油位、燃料效率、引擎RPM、车辆过度转向、车辆转向

不足、涡轮增压器/超级增压器增压、电动车辆(eV)状态、时停时走车辆模式、转向握把102

直前位置、车辆侧向加速度、自主车辆驾驶状态信息以及自适应巡航控制状态信息。一般车

辆警告信息可包括例如乘员约束信息、气囊状态信息、车门或车窗打开/半开、低胎压、车辆

娱乐和通信系统状态(例如，呼入、蓝牙激活、音量等)。路线信息可包括例如剩余路线量值

(例如，作为二进制时钟倒数的赛车单圈时间、圈段、时间段等)以及剩余/完成路线量值(例

如，赛车圈量)。

[0047] 可响应于从转向设备100接收到的信息和/或从车辆接收到的信息来指引灯元件

104的操作。灯元件104可用来将信息和警告信号提供给车辆的驾驶员。在另一实施方式中，

灯元件104可用来提供美观/装饰效果。例如，除了向驾驶员提供车辆的操作状态的指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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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灯元件104可在车辆启动时被用来提供装饰效果。

[0048] 指引灯元件104的照明可包括例如灯元件104的开/关状态、强度、设计/图案、开/

关照明周期、色彩、或灯元件的可受控制或以其它方式来操纵的任何其它特征。在示例性实

施方式中，可控制灯元件104的开/关状态。例如，在包括多个灯元件104的实施方式中，在给

定时间上照明的灯元件104的数量可用来指示警告或事件的重要性和/或程度，所照明的数

目越大，警告/事件的威胁性和/或重要性越大。类似于数量，灯元件104的强度可用来指示

警告或事件的重要性和/或程度，光强越大，警告/事件的威胁性和/或重要性越大。还可控

制灯元件104的开/关照明周期或照明频率以产生像闪烁或闪光灯的效果。例如，可使用高

频开/关照明周期来向驾驶员指示重要和/或时间敏感事件，如撞击或碰撞警告。类似地，灯

元件104可照明出特定设计或图案以向驾驶员提供某些视觉线索。例如，灯元件104可照明

出代表用于向驾驶员传达消息的某个图像或符号的设计/图案。在一个实例中，灯元件104

可以代表导航和/或警告信息(例如，相对于驾驶员/转向设备100处于各种取向上的箭头)

的图案进行照明。在另一实例中，灯元件104可以代表表示车辆性能(例如，引擎性能、轮胎

状态、电池、燃料、转向过度/转向不足、牵引控制、音频、蓝牙等)的图像的图案进行照明。代

表性图案/设计可包括例如引擎、车轮/轮胎、电池、燃油量计、温度计/恒温器、转向车轮、无

线电、蓝牙徽标等的图像/图标。

[0049] 在另一实例中，当灯元件104包括IR照明器时，可使用频闪/闪光信号来照射驾驶

员的眼睛，以供用于基于相机的驾驶员监视系统。示例性IR照明器型灯元件104的操作可与

相机或其它感测装置、以及处理器定时通信，以捕获驾驶员的眼睛的图像。此外，IR  LED的

使用可用来减轻在驾驶员佩戴眼镜时的光反射。

[0050] 对用于在某个位置照明的灯元件104的选择也可用来指示警告或事件的相对位

置。例如，如果在汽车的前方驾驶员侧区段预期到撞击或碰撞警告，那么可使转向握把102

上的对应位置(即，左上象限)处的灯元件104照明。类似地，可使用开/关照明周期来产生运

动效果。可使用光图案的感知方向来指示警告的相对方向。例如，从转向握把102的中心开

始且朝握把102的左侧行进的开/关照明图案可产生朝左侧的照明波状效果，其可用来指示

与车辆的左侧相关联的警告/事件、或向驾驶员指示导航设定中的将发生的路线改变。

[0051] 在示例性转向设备100中，也可控制灯元件104的照明图案。例如，在包括多个灯元

件104的实施方式中，灯元件104的大小可设计成并且灯元件104可定位成使得形状或图案

可通过使特定的灯元件照明来产生。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还可控制灯元件104的色彩。灯

元件的色彩可用来指示与特定事件相关联的严重性或威胁性水平。例如，可使用如红色、黄

色和绿色等色彩来指示与特定事件相关联的逐步升级的严重性/威胁性，红色指示严重，黄

色指示中等严重/警告，并且绿色指示很小或无威胁。例如，如果车辆感测到撞击或碰撞警

告，或如果车辆正比允许速度限制更快地行进，那么随着警告/事件的严重性逐步升级，灯

元件104的色彩可从绿色进入黄色再到红色。在替代实施方式中，控制灯元件104的色彩可

用来指示车辆状态或提供一般驾驶员指示。例如，可使用如蓝色或白色等色彩来指示一般

车辆状态和驾驶员指示。

[0052] 以下照明组合被提供为示例性的，并且不应视为限制所公开的发明。也构想了另

外和替代的灯元件104的位置和配置。可利用灯元件104的操作的各种组合来指示与特定警

告/事件相关联的相对位置和/或威胁级别，以及向驾驶员提供一般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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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可响应于从车辆接收到的信息和/或从转向设备100接收到

的信息来指引灯元件104的操作。从车辆接收到的信息可包括例如GPS信息、车载传感器信

息、相机信息、通信系统信息以及车道位置信息。可指引灯元件104的操作以向驾驶员提供

车道偏离警告。图7中示出了示例性车道偏离警告指示，其中灯位置指示威胁事件的方向。

当车辆在直前取向上时，照明的灯元件104可在转向握把102上的中心(位置1)。响应于所接

收到的信息，随着车辆移向行进车道左侧，使转向握把102的左侧上的灯元件104照明(位置

2)。随着车辆渐进进一步朝行进车道左侧移动，使进一步沿转向握把102的左侧的灯元件

104照明(位置3和位置4)。或者，随着车辆移向行进车道右侧，使转向握把的右侧上的灯元

件104照明(位置2)。随着车辆渐进进一步朝行进车道右侧移动，使进一步沿转向握把的右

侧的灯元件104照明(位置3和位置4)。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可使用车辆跨道时间来确定与

车辆行进方向相关联的威胁级别。

[0054] 如上概述，可使用灯的数量和位置来指示与警告/事件相关联的相对位置和/或威

胁级别。图8中提供了示例性车道偏离警告指示，其中照明的灯元件104的数量和位置用于

指示警告或事件的相对位置和/或威胁级别。当车辆在直前取向上时，照明的灯元件104可

在转向握把102上的中心(位置1)。响应于从车辆接收到的信息(例如，GPS信息、车载传感器

信息、相机信息、通信系统信息以及车道位置信息)，随着车辆移向行进车道左侧，使转向握

把102的左侧上的另外的灯元件104照明(位置2)。随着车辆渐进进一步朝行进车道左侧移

动，使进一步沿转向握把102的左侧的另外的灯元件104照明(位置3和位置4)。或者，随着车

辆移向行进车道右侧，使转向握把的右侧上的另外的灯元件104照明(位置2)。随着车辆渐

进进一步朝行进车道右侧移动，使进一步沿转向握把的右侧的另外的灯元件104照明(位置

3和位置4)。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可使用车辆跨道时间来确定与车辆行进方向以及使另外

的灯元件104照明的照明率和照明量相关联的威胁级别。

[0055] 如上概述，可使用照明的灯元件的色彩来指示与警告/事件相关联的相对位置和

威胁级别。图9中提供了示例性车道偏离警告指示，其中照明的灯元件104的色彩和位置用

于指示警告或事件的相对位置和/或威胁级别。当车辆在直前取向上时，照明的灯元件104

可在转向握把102的中心。照明的灯元件可以指示没有与给定车道位置相关联的威胁/警告

的色彩来提供。如图9所示，当转向握把102处于中心/直前位置(位置1)时，照明的灯元件可

为绿色。响应于从车辆接收到的信息(例如，GPS信息、车载传感器信息、相机信息、通信系统

信息以及车道位置信息)，随着车辆移向行进车道的左边或右侧，使转向握把102的左侧上

的灯元件104或转向握把102的右侧上的灯元件104照明。对车道偏离的初始指示可由发绿

色光的灯元件104(位置2)提供。随着车辆渐进进一步朝行进车道的左侧或右侧移动，使进

一步沿转向握把102的左侧/右侧的灯元件104照明。这些灯元件可指示中等威胁/警告，并

且可例如由发黄色光的灯元件104(位置3)提供。随着车辆渐进进一步朝行进车道的左侧或

右侧移动，使进一步沿转向握把102的左侧/右侧的灯元件104照明。这些灯元件可指示严重

性和/或迫切威胁性，并且可例如由发红色光的灯元件104(位置4)提供。在示例性实施方式

中，可使用车辆跨道时间来确定与车辆行进方向相关联的威胁级别。

[0056]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竖直元件106可包括用来指示与特定警告/事件相关联的相对

位置和威胁水平级别。如图10中所示出所示，竖直元件106可包括多个灯元件104。当车辆处

于在直前定向取向上中时，位于元件106中心的灯元件104被照明(位置1)。由于因为直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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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中的相对威胁/警告水平等级是最小最低的，因此所以位置1中的被照明的灯元件104可

为绿色。响应于从车辆接收到的信息(例如GPS信息、板上车载传感器信息、相机信息、通信

系统信息和以及车道位置信息)，随着车辆移向行进车道的左侧或右侧，使分别在竖直元件

106的左侧或右侧上的灯元件104被照明。例如，对车辆正趋向行进车道的左侧的初始指示

可通过竖直元件的左侧(位置2)上的灯元件104的照明来提供。这些灯元件104可指示中等

威胁/警告，并且可例如由发黄色光的灯元件104提供。随着车辆渐进进一步朝行进车道的

左侧或右侧移动，灯元件104可将色彩从黄色改变为红色，从而指示与车道偏离相关联的威

胁等级已从中等逐步升级到严重和/或迫切。

[0057]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竖直元件106可用来指示与撞击/碰撞警告相关联的相对位

置和/或威胁级别。如图11所示，竖直元件106可包括多个灯元件104。可响应于从车辆接收

到的外物接近信息来指引灯元件104的操作。灯元件104的照明可指示在车辆的预先确定距

离内存在外物和/或指示距外物的距离。响应于目标数据，位于转向握把102上的灯元件104

照明。例如，随着物体接近，灯元件104可以波状图案照明，从而表明物体方向和/或目标与

车辆的接近度。作为另一实例，随着目标到车辆的方向和/或接近度改变，可使灯元件104以

一照明图案、以较大的开/关频率、以特定数量的灯元件104、以较大的强度和/或不同色彩

照明。

[0058]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竖直灯元件106可结合位于转向握把102的侧面上的灯元件

104使用。例如，如图12所示，灯元件104可用来引导驾驶员来操作车辆。示例性转向设备100

可用来引导驾驶员进入停车场中。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灯元件104可用来指引驾驶员以特

定方式引导车辆。灯元件104的操作可包括例如开/关照明、照明图案、开/关循环、强度以及

色彩。构想的是，竖直元件106的灯元件104的操作可独立于沿转向握把102的直径所包括的

灯元件104的操作。例如，竖直元件106的灯元件104可用来指示与外物(例如，停放着的汽

车)的接近度，而沿转向握把102的直径所包括的灯元件104用来向使用者提供方向信息和

导航信息。如图12所示，沿转向握把102的直径所包括的灯元件104可在一个位置处且以一

个频率进行照明，以便表明车辆行进方向。在替代实施方式中，竖直元件106的灯元件104的

操作可与沿转向握把102的直径所包括的灯元件104协作。例如，竖直和径向的灯元件104两

者均可用来提供导航信息，以便表明车辆行进方向。

[0059]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竖直和/或径向灯元件104可用来指示标示速度限制与车辆的

实际速度之间的差值。例如，转向设备100可接收包括GPS信息和车辆性能信息的信息。GPS

信息可包括与车辆当前位置处的标示速度限制相关联的信息。车辆性能信息可包括与车辆

的实际速度相关联的信息。车辆和/或转向设备100可确定车辆正超过标示速度限制，并且

可指引灯元件104的操作以指示与车辆速度相关联的威胁/警告。

[0060] 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转向设备可包括位于转向握把102上的传感器(未示出)。传

感器可检测转向握把上的驾驶员输入和/或触摸。示例性传感器包括例如电容性传感器、压

力传感器以及电导率/电阻率传感器。传感器可与PCB  116和/或处理器通信。在另一实施方

式中，可将驾驶员的输入传输到车辆的电子控制单元。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转向设备100

可配置成接收来自车辆的自主驾驶状态信息和/或自适应巡航控制信息。自主驾驶状态信

息可指示车辆正自主操作且不在人工控制下。自适应巡航控制信息可包括自适应巡航控制

特征是否被使用。自适应巡航控制维持驾驶员的车辆与正好在其前方的汽车之间的设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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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和/或在识别出紧急情况时完全停止车辆。在一些自主驾驶状态和自适应巡航控制设定

中，除了控制转向之外，一些车辆指引车辆加速/制动(例如，以便在制动时使得车辆保持在

车道内)。对于自适应巡航控制的车道保持特征，驾驶员正抓住转向握把103或制动特征将

不使用是重要的。类似的，在一些情况中，车辆的自主驾驶状态可解开(例如，时停时走交

通)，在这些情况中，驾驶员正抓住转向握把103也是重要的。因此，使用关于车辆状态的接

收到的信息和/或确认驾驶员的输入/与转向设备100的接触的传感器信息，可指引灯元件

104的操作，以便指示车辆不在人工控制下操作，或车辆的人工操作是必要的并且要求驾驶

员抓牢转向握把102。

[0061] 在替代实施方式(未示出)中，转向设备100还包括了听觉显示装置和/或触觉显示

装置，其独立于或结合灯元件104进行工作。触觉显示器可包括例如布置在转向握把102/转

向设备100上的振动器以使得转向握把102的振动在每个抓握位置被驾驶员所感觉到。转向

设备100可配置成响应于从车辆接收到的信息、从转向握把102接收到的信息和/或从转向

握把102处的驾驶员接收到的输入信息来指引振动器的操作。振动器的操作可包括例如操

控所产生的振动的频率和强度。

[0062] 应当了解，本文相对于各图描述的逻辑操作可实施为(1)运行在计算装置上的计

算机实施的动作或程序模块(即，软件)的序列，(2)计算装置内的互连机器逻辑电路或电路

模块(即，硬件)，和/或(3)计算装置的软件和硬件的组合。因此，本文所论述的逻辑操作并

不限于硬件和软件的任何特定组合。实施方式是取决于计算装置的性能和其它要求的选择

问题。因此，本文中描述的逻辑操作以不同的方式称为操作、结构装置、动作或模块。这些操

作、结构装置、动作和模块可实施在软件、固件、专用数字逻辑以及其任何组合中。还应了

解，可执行比附图中示出且本文中描述的更多或更少的操作。这些操作也可以与本文中描

述的不同的次序来执行。

[0063] 当本文中描述的逻辑操作在软件中实施时，过程可在任何类型的计算架构或平台

上执行。例如，PCB、处理器、控制电路系统和车辆电子控制单元的功能(如上所述)可在任何

类型的计算架构或平台上实施。图13中示出的示例性实施方式提供了实例计算装置，本发

明的实施方案可在其上实施。计算装置1300可包括用于在计算装置1300的各种部件之间传

达信息的总线或其它通信机构。在计算装置1300最基本的配置中，所述计算装置1300通常

包括至少一个处理单元1306和系统存储器1304。根据计算装置的确切配置和类型，系统存

储器1304可为易失性的(如随机存取存储器(RAM))、非易失性的(如只读存储器(ROM)、闪存

等)、或这两者的某个组合。这种最基本的配置在图13中以虚线1302示出。处理单元1306可

为执行对计算装置1300的操作必要的算术和逻辑操作的标准可编程处理器。

[0064] 计算装置1300可具有另外的特征/功能性。例如，计算装置1300可包括另外的存储

装置，如可移动存储装置1308和不可移动存储装置1310，包括但不限于磁性或光学盘或带。

计算装置1300还可包含允许装置与其它装置通信的网络连接1316。计算装置1300还可具有

输入装置1314，如键盘、鼠标、触摸屏等。还可包括输出装置1312，如显示器、扬声器、打印机

等。另外装置可连接到总线，以便有助于在计算装置1300的部件之间的数据通信。所有这些

装置是本领域中众所周知的，并且无需在此详述。

[0065] 处理单元1306可配置成执行编码在有形计算机可读介质中的程序代码。计算机可

读介质是指能够提供致使计算装置1300(即，机器)以特定方式操作的数据的任何介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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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种计算机可读介质来向处理单元1306提供指令以供执行。常见形式的计算机可读介

质包括例如磁性介质、光学介质、物理介质、存储器芯片或匣盒、载波或计算机可从中读取

的任何其它介质。示例计算机可读介质可包括但不限于易失性介质、非易失性介质以及传

输介质。易失性和非易失性介质可实施在任何方法或技术中，用以存储信息如计算机可读

指令、数据结构、程序模块或其它数据，并且常见形式在下文中详细论述和。传输介质可包

括同轴线缆、铜线和/或光纤线缆，以及声波或光波如在无线电波和红外线数据通信期间所

产生的那些声波或光波。示例有形计算机可读记录介质包括但不限于集成电路(例如，现场

可编程门阵列或专用IC)、硬盘、光盘、磁光盘、软盘、磁带、全息存储介质、固态装置、RAM、

ROM、电可擦除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闪存或其它存储器技术、CD-ROM、数字多功能盘

(DVD)或其它光学存储装置、磁盒、磁带、磁盘存储装置或其它磁性存储装置。

[0066] 在示例实施方式中，处理单元1306可执行存储在系统存储器1304中的程序代码。

例如，总线可将数据运载到系统存储器1304，处理单元1306从系统存储器1304接收指令并

且执行指令。系统存储器1304接收到的数据可在由处理单元1306执行之前或之后任选地存

储在可移动存储装置1308或不可移动存储装置1310上。

[0067] 计算装置1300通常包括多种计算机可读介质。计算机可读介质可为可由装置1300

存取的任何可用介质，并且包括易失性和非易失性介质、移动和不可移动介质两者。计算机

存储介质包括在任何方法或技术中实施的易失性和非易失性介质以及移动和不可移动介

质，用以存储信息如计算机可读指令、数据结构、程序模块或其它数据。系统存储器1304、可

移动存储装置1308以及不可移动存储装置510均为计算机存储介质的实例。计算机存储介

质包括但不限于RAM、ROM、电可擦除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闪存或其它存储器技术、CD-

ROM、数字多功能盘(DVD)或其它光学存储装置、磁盒、磁带、磁盘存储装置或其它磁性存储

装置，或可用来存储期望信息并可由计算装置1300存取的任何其它介质。任何此类计算机

存储介质均可为计算装置1300的一部分。

[0068] 应当理解，本文中描述的各种技术可结合硬件或软件、或在适当时结合其组合来

实施。本发明公开的主题的方法和设备、或其某些方面或部分可采取实施在有形介质中的

程序代码(即，指令)的形式，所述有形介质如软盘、CD-ROM、硬盘驱动器或任何其它机器可

读存储介质，其中当将程序代码加载到机器(如计算装置)中并由所述机器执行时，所述机

器变为一种用于实践本文公开的主题的设备。在程序代码在可编程计算机上执行的情况

下，计算装置通常包括处理器、可由处理器读取的存储介质(包括易失性和非易失性存储器

和/或存储元件)、至少一个输入装置以及至少一个输出装置。一个或多个程序可实施或利

用结合本发明公开的主题而描述的过程，例如，通过使用应用编程接口(API)、可再用控件

等。此类程序可以高级过程或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来实施以与计算机系统通信。然而，如果

期望的话，程序可以汇编或机器语言来实施。在任何情况下，语言可为编译或解释语言，并

且其可与硬件实施方式组合。

[0069] 图14提供可在其上实施本发明的示例性计算机架构的示意性图。计算装置1400可

包括处理单元1406和存储器1404。存储器1404可包括各种寄存器。示例性寄存器可包括LED

启用寄存器、LED位置寄存器和LED色彩寄存器以及LED强度寄存器。计算装置1400可包括灯

元件驱动器，用以将照明指令提供给灯元件104。

[0070] 计算装置1400可包括用于在计算装置1400的各种部件之间传达信息的总线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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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它通信机构。在示例性实施方式中，总线1402可在计算装置1400与车辆之间提供通信

链路。在替代实施方式中，总线1402可在计算装置1400与各种车辆部件之间提供通信链路。

总线1402传输的信息可包括例如车道偏离警告信号信息、GPS信号信息、一般警告信号信息

以及车辆性能指示信号信息。

[0071] 示例性实施方式可包括与处理单元1406和通信总线1402相关联的时钟弹簧1408。

当处理单元1406被定位成接近转向握把102/转向设备100时，时钟弹簧1408可提供在处理

单元1406与转向握把102/转向设备100之间的电连接/通信链路。示例性时钟弹簧1408包括

旋转型电连接，其允许了转向握把102的旋转，同时维持与总线1402的电连接。例如，时钟弹

簧1408可包括一般安装到转向柱的静态元件以及一般安装到转向握把102的旋转元件。

[0072] 虽然前面的先前的描述和图式附图表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将理解，在不

脱离如由所附权利要求书中所界定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在其中进行做

出各种添加、修改、组合和/或替代。明确具体地说，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会清楚，在不脱离

本发明的精神或本质基本特征的情况下，本发明可以能够以其它特殊特定形式、结构、布

置、比例，且用其它元件、材料和部件来体现实现。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会了解，在不脱离本

发明的原理的情况下，本发明可以与结构、布置、比例、材料和部件的许多修改以及用于本

发明的实践中的其它方面一起使用，它们尤其适于特定的环境和操作要求。另外，本文所中

描述的特征可单独单一地或与其它特征组合地来使用。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本发明所

公开的实施方式因此在所有方面均被视为示例性而不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

权利要求书指示且不限于先前描述。

[0073]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会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广泛发明概念的情况下，可对上

述实施方式做出改变。因此，应当理解，本发明不限于所公开的特定实施方式，而是意图涵

盖如由所附权利要求书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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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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