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te Paper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功能焦点：全景环视系统
多年来，由于汽车安全性越来越受重视，推动了许多重要创新的出现，如防抱死制动系统、安全气囊和
高强度安全座仓和碰撞缓冲区等。德国汽车制造商率先利用许多最先进的技术来提高驾驶员安全和整体
驾驶体验。例如，在过去二十年中，德国汽车最先推出主动式车道保持辅助，当车辆偏离车道时通过振
动方向盘提醒驾驶员。然后就是侧方雷达，帮助驾驶员安全变道。如果有车辆处于本车的变道盲点，它
会通过在外后视镜上亮灯提醒驾驶员。后来又出现了停车-前进和制动辅助，这是巡航控制的延伸，可以
在追尾碰撞即将发生前快速施加制动，以减小事故危险。

图 1.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包含的安全功能越来越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功能逐渐完善和普及，特别是引入了车载安全摄像头来消除驾驶员的盲点。

倒车摄像头成为标配
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最近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出车型的碰撞事故死亡概率已在短短三年内下降了
三分之一以上。事实上，安全技术进步带来的事故死亡率下降幅度非常大，使得目前销售的汽车在安全
统计数据方面明显好于仅仅五年前推出的车型，给了消费者购买新车宜早不宜迟的理由，对汽车制造商
来说无疑是个良性循环。
从机械和结构改进到增加安全相关立法，提升汽车安全性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令人感兴趣并且发展最快
的安全应用之一是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这种系统使用传感器、摄像头和显示器的组合来提供更
大的驾驶员可见性，并在驾驶员疏忽时对危险情况做出反应。

White Paper—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功能焦点：全景环视系统

Page 1 of 4

盲点是指驾驶员视线受阻挡的区域。倒车摄像头（安装于汽车尾部，显示器安装在后视镜或仪表盘中）
已成为中高端车的基本配置，使驾驶员能够看见车后情况，以减少事故发生。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
管理局（NHTSA）估计，后视摄像头能够使倒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 50%以上。该功能在美国已经成为一
项强制的安全要求，业已通过的政府规定要求从 2018 年开始，所有新车都必须配备倒车摄像头。
欧洲和亚洲也在考虑制定类似规定，而且汽车制造商已经在为各个车型配备后视摄像头。迎合这一全球
汽车安全趋势，TW9992 是车用视频解码器 IC 的一个很好例子。它从汽车的后视摄像头获得单端和差分
复合视频信号输入，并使用自动对比度调整功能来动态降低或增加图像亮度和对比度，以提高清晰度和
安全性。然后该解码器通过 MIPI-CSI2 接口将数字视频输出到汽车中控中的系统级芯片（SoC），后者对
视频进行处理并将其发送到仪表盘的液晶屏或后视镜。

设计考虑
随着后视摄像头和其他摄像头成为主流趋势，汽车制造商面临的两个关键设计考虑是成本和可靠性。影
响系统成本的关键因素是摄像头和显示器。最初部署利用了后视镜中的低成本显示器。随着导航系统和
仪表盘显示器变得越来越常见，它们也被用于显示后视摄像头视频。最早的设计尝试通过管理信息娱乐
子系统的核心处理器来运行该视频。这些先进 SoC 运行的软件操作系统变得日益复杂，在正常运行期间
常常容易挂起（或冻结），从而带来了可靠性问题。此外，这些 SoC 通常在汽车点火后启动过慢，而不
能及时向驾驶员提供车尾摄像头视频。
替代方案（特别是随着这些 SoC 上的负载不断增加）是利用高度集成的视频处理器。这种解决方案基本
上是一种“硬连线”的视频解码器、缩放控制器（scaler）和 LCD 控制器 IC，与 SoC 协同工作，以解决这两
个系统问题。在汽车启动时，视频处理器能够绕过 SoC 来立即显示倒车视频，确保在不到 500 毫秒内完
成可靠传输。

图 2. TW8836 LCD 视频处理器可增加汽车安全性，并支持广泛的视频源
该方案还允许系统检测冻结或受损图像，并在需要时绕过 SoC。相关硬件旁路可提供每个主流汽车 OEM
厂商要求的通信完整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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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系统架构师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大多数 SoC 没有足够的端口来接收新型汽车要求的越来越多的
视频输入。所以，虽然他们有能力处理这些数据——尽管并不总是那么可靠，但却没有办法使来自众多输
入源的数据立即进入设备。答案是通过一条数据总线，仅需一个视频接口与应用处理器相连，来交叉传
输信号。然后 SoC 能够对多个不同视频流进行解复合和处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叉传输的视频流数量
将会增加，使得能够接收更多视频输入。采用交叉数字输出方案的多通道模拟视频解码器可以减少使用
SoC 上的宝贵引脚，这是一个关键设计考虑。
另外这种方案还有成本优势。随着这些安全功能引入更多中型和经济型车，在每辆汽车有多达八个摄像
头的情况下，成本变成一个重要因素。需要更复杂和更贵处理与布线的高清摄像头，对这些车型并不具
有成本效益。而模拟技术具有全面的功能，并能以更低的实现成本提供可靠性优势。

获得鸟瞰图
汽车制造商现已不再争论后视摄像头是否有用，大多数制造商在使全景环视功能成为各种车型的标准安
全性能方面正取得显著进展。
全景环视监控系统可以处理来自四个摄像头的视频，然后将四幅图像合成为一个鸟瞰俯视图，好比摄像
头安装在汽车正上方一样。全景监控系统可以帮助驾驶员从视觉上确定汽车相对周围物体的位置，从而
方便挪车和泊车。据 Infinity Research 研究，从现在到 2018 年，全景环视监控应用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
33%。

图 3. ISL7998x 4 通道视频解码器可提供超清图像，以提高驾驶员/行人安全
该应用的部署已变得更加经济，并且专为全景泊车辅助应用而开发的新型多通道视频解码器技术可以提
供诸多可靠性优点。集成一直是一个关键推动因素，最新的解决方案集成了四个带有 10-bit 模/数转换器
（ADC）的高质量 NTSC/PAL 模拟视频解码器，可同时支持四个独立的模拟摄像头输入。ISL79985 是
Intersil 多通道视频解码器产品系列的最新成员。它集成了一个带有 MIPI 标准虚拟通道识别功能的 MIPICSI2 输出接口，兼容最新一代 SoC 和应用处理器。ISL79986 则包括一个带隔行条纹的传统 BT.656 接
口。两款解码器将图像发送至处理器，然后处理器将四幅图像合成一个统一的全景图像，并将合成视频
传输至中控显示器。直接接收差分模拟视频输入信号的能力，消除了在每个输入通道上配置外部运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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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的需要，进一步减少了所需元件数量。这种高度集成可以帮助简化系统设计，并将解决方案的尺寸
缩到最小，以节省宝贵的电路板空间和降低系统总成本，这是普及这项应用的一个关键因素。
灵活性也具有重要性。由于有很多种部署的可能性，Intersil 的新型 ISL7998x 器件连同上代产品 TW9984
和 TW9966 多通道视频解码器提供灵活的数字输出接口，以支持多种配置。这使系统设计工程师能够为
不同车型设计多种变量，而无需重新进行全部设计。设计工程师还应当避免使用更适合楼宇监控系统而
非汽车应用的视频解码器和编码器——因为它们缺少关键的诊断功能，例如对电池短路和对地短路的诊
断。进一步提高可靠性，并确保系统设计工程师不用为了不需要的功能花钱。

下一步发展
汽车安全在过去十年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差异化因素——碰撞测试数据的提供和避免轻微磕碰及严重事故的
能力已成为消费者选择汽车的重要因素。包括摄像头安全功能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已成为新车
购置者的必备选项。这也改变了汽车制造商对这些新功能进行营销推广的方式。在消费者愿意花钱购买
安全性能的情况下，盲点监控和车道偏离警告等安全功能显得比升级到拥有更好的收音机或导航系统，
更能体现中央 LCD 和信息娱乐系统的合理性。基本车型的功能添加日益集中于提供更出色的可视性和安
全性，并且证明这对汽车制造商也是更有经济效益的建议。
随着实现安全功能的成本使得它们有可能进入更多主流车型，更多进展将逐步实现。越来越多的视频将
被用于提供诸如夜视和自动亮度调节等功能，以改善可视性。我们还将看到挡风玻璃将变成抬头显示
器，用于显示一些关键信息，如车速、警告信号和指示箭头等，直接投射在驾驶员视线前方。提供可
靠、易于集成和经济有效的视频解决方案将是下一代 ADAS 功能的主要推动因素，而这些功能会提高驾驶
员安全性和增加消费者对新车需求。

参考资料
•

产品信息
− TW8836 LCD 视频处理器
− TW9992 NTSC/PAL 视频解码器
− 带 MIPI-CSI2 接口的 ISL79985 4 通道视频解码器
− 带 BT.656 接口的 ISL79986 4 通道视频解码器

•

观看 Renesas 显示处理器如何在 500 毫秒内启动和显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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