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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数字透视A柱系统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透视 A 柱系统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乘用车数字透视 A 柱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566 乘用车外部凸出物

GB 15084 机动车辆 间接视野 性能要求

GB 26134 乘用车顶部抗压强度

GB/T 28046.3-2011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3部分：机械负荷

GB/T 28046.4-2011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4部分：气候负荷

GB 34660 道路车辆 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QC/T 1128-2019 汽车用摄像头

ISO 9241-305:2008 人-系统交互的人类工效学.第305部分：电子视觉显示器的光学实验

室试验方法

（Ergonomics of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 Part 305: Optical laboratory test

methods for electronic visual display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字透视A柱系统 digital perspective A-pillar system

通过车外多传感器融合，获取车外2D和3D场景信息，进行三维视角转换，生成平面图像，

显示在A柱屏幕上，与车外场景融合，图像随着驾驶员视线移动而变动，呈现给驾驶员虚拟3D

显示效果， 使A柱像是透明一样,此系统称为数字透视A柱系统。

可实现以下功能：

a)感知车外3D场景，获知A柱前方深度信息；

b)根据驾驶员的视线，生成3D虚拟画面；

c)虚拟画面与实际场景融合，看上去像透明一样。

3.2

车外摄像头 exterior camera

通过镜头和感光电子器件将外部的影像转变为视频信号的装置。

3.3

车内摄像头 interior camera

是对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的视线进行监测的装置。

4 数字透视 A柱系统性能要求

4.1 数字透视A柱系统（以下简称A柱系统）不应降低整车强度。整车强度应符合GB 26134 的

规定。

4.2 车外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应符合GB 1156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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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车内摄像头和车内摄像头部件、车外摄像头和车外摄像头部件的曲率半径，应符合GB
15084的规定。

4.4 车外摄像头、车内摄像头外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各个部件表面光洁、平整，不应有凹痕、划伤、裂缝、变形、毛刺、霉斑等缺陷；

b) 金属件表面应有牢固的防护层，防护层应均匀，不应有起泡、龟裂、脱落、锈蚀

和机械损伤；

c) 镜头不应有气泡、划痕、裂纹、异物等缺陷；

d) 标志正确、完整、清晰易于识别；

e) 各零部件应装配完整且紧固可靠，无变形、松动和脱落现象。

4.5光晕和眩光

光晕和镜头眩光区域不得超过所显示影像面积的25%。

4.6显示帧率

车外摄像头前面物体的移动显示应平滑，不得停顿。显示器的最小帧率至少达到30 Hz。
在低光照条件下或者在低速驾驶时，系统的最小帧率可以降低，但至少应达到15 Hz。

4.7成像时间

在室温（22±5）℃下，显视器的成像时间应小于55 ms。

4.8系统延迟

A柱系统应有足够短的延迟，以确保接近实时显示A柱遮挡区域。在室温（22±5）℃下，

延迟应小于100 ms。

4.9 画面抖动

车身、人头和车外场景都保持静止时，显示像素的偏移统计误差应在1个像素以内。

4.10 屏幕显示与实景图像误差

实景以眉心为透射中心，透射在A柱屏幕上的视点与A柱显示图像在屏幕XY两个维度上的

误差应在±10%以内。

4.11 屏幕显示与实景倾斜度

实景以眉心为透射中心，透射在A柱屏幕上的视点与A柱显示图像在屏幕XY两个维度上的

倾斜度应在±10%以内。

4.12 眉心准确度

用双眼连线中心位置眉心坐标代替人眼坐标，人眼坐标误差不大于1cm。

4.13 眉心检测帧率

眉心检测的最小帧率至少达到30 Hz。在低光照条件下，眉心检测的最小帧率可以降低，

但至少应达到20 Hz。

4.14 电磁兼容性

A柱系统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 34660的规定。

4.15 亮度调节

A柱屏幕可调节亮度，用户手册中应给出如何调节亮度的信息。

4.16 环境温度

数字透视A柱系统在环境温度为（-30～90）℃中应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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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耐振动性

数字透视A柱系统耐振动性应符合GB/T 28046.3-2011中4.1.2.4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A 柱系统强度

按GB 26134进行测试。

5.2 外部凸出物

按 GB 11566中的规范进行测试。

5.3 曲率半径

车内摄像头和车内摄像头部件、车外摄像头和车外摄像头部件的曲率半径按GB 15084中
附录C的规定进行测试。

5.4 外观

车外摄像头、车内摄像头外观按QC/T 1128-2019中6.2.1规定的方法测试。

5.5 光晕和眩光

按QC/T 1128-2019中6.3.2.15规定的方法测试。

5.6 显示帧率

按QC/T 1128-2019中6.3.2.1规定的方法测试。

5.7 成像时间

该性能应按ISO 9241-305:2008中6.4.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8 系统延迟

系统延迟按下列程序测试：

a)将秒表置于场景中，调整位置使它能呈现在A柱上的显示屏中；

b)用一个高速摄像机拍摄场景和透明A柱的显示图像，使秒表实物和A柱上的显示屏中秒表

同时能够拍摄到；

c)计算两个时间差，作为系统延迟；

d)根据不同场景亮度下，统计系统的延迟。

5.9 画面抖动

画面抖动率按下列程序测试：

a) 在静止场景中，放一个10×7的棋盘格，如图1；

b) 分析视角转换后的屏幕图像，提取棋盘格角点；

c) 按公式(1)，计算画面抖动率，统计多帧图像中角点图像坐标的偏移。

https://www.baidu.com/link?url=Zq8h6yuN26AGU-ywHm4tMT1PZGCcgK2yG5KR-E6VzuPgHcGe-fVB38jLLTEbVydf&wd=&eqid=868c4af1000445e0000000056080cf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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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ariation———偏移；

n———n张屏幕显示的图像；

m———棋盘格中的角点数；

Xij———第i张图第j个角点坐标；


Xj
———n张图中，棋盘格中第j个角点的n张图像的平均像素坐标。

图 1

5.10 屏幕显示与实景图像误差

屏幕显示与实景图像误差按下列程序测试：

a)固定眉心坐标；

b)在眉心坐标位置处放置摄像头，拍摄屏幕和实景融合图片；

c)在1m、2m、5m三个距离，分别测量屏幕显示与实景X轴、Y轴方向的误差shift，如图2 。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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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屏幕显示与实景图像倾斜度

实景与显示图像倾斜度按下列程序测试：

a) 固定眉心坐标；

b)眉心位置放置测试摄像头；

c) 长竿物体垂直放置在摄像头前1m处，测量屏幕显示垂直方向倾斜角度θ，如图3；

d) 长竿物体水平放置在摄像头前1m处，再测试一次。

图 3

5.12 眉心准确度

眉心准确度按下列方法测试：

a)把一个误差小于0.5mm的3D结构光或双摄测距相机（测试相机），固定在车内摄像头旁

边，使它们有较大公共视野区域；

b)标定测试相机和车内摄像头的坐标关系；

c)人脸在测试相机和车内摄像头的公共视野区，保持离相机60cm， 拍摄人脸照片；

d) 获取：眉心在测试相机坐标下的深度信息XYZ， 眉心在车内摄像头坐标下的深度信息

xyz；

e)根据标定关系，将XYZ信息转换到车内摄像头下坐标XYZc，并将XYZc作为真实的车内相

机坐标眉心坐标值，按公式（2）计算眉心坐标差：

Error = | XYZ - xyz| …………………………（ 2 ）

式中：

Error———眉心坐标差；

XYZ———眉心在测试相机坐标；

XYZc-----眉心在测试相机坐标值，转换到车内坐标下的坐标；

xyz———眉心在车内相机坐标。

f) 多次统计眉心坐标差，多次Error的平均值作为眉心误差。

5.13 眉心检测帧率

眉心检测帧率按下列方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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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精度为0.01s的秒表与人脸模型放置在同一视场范围内；

b) 设置test模式，用每秒1000帧的高速相机，连续采集100帧图像进行眉心检测；

c) 保存第一帧人脸检测图像，与最后一帧人脸检测图像，计算时间差△T 。

d) 帧率按公式（3）计算：

F=1000/(△T/100) …………………………（ 3 ）

式中：

F———帧率，单位为帧每秒（帧/s）；

△T———时间差，单位为毫秒（ms）

5.14 电磁兼容性

按照GB 34660中规定的方法测试。

5.15 A 柱屏幕亮度调节

按照GB 15084中的方法测试。

5.16 环境温度

按照GB/T 28046.4-2011中5.1的方法进行试验。

5.17 耐振动性

按照GB/T 28046.3-2011中4.1.2.4的方法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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