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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是白天的两
倍。
统计资料显示，夜间驾车时发生交通事故
的风险较高。在德国，尽管在所有驾车行
为中平均有 75% 是发生在白天，但大约 
50% 的致命车祸是在夜间发生的。这就意味
着，在夜间驾车发生事故的风险是白天的
两倍。在美国，情况也非常相似。尽管夜
间驾车只占所有驾车行为的 28%，但有 55% 
的致命交通事故发生在夜间。 

全 欧 洲 的 交 通 事 故 统 计 资 料 也 证 实 了 夜
间 驾 车 的 危 险 性 。 据 估 计 ， 欧 洲 有 大 约 
560,000 人在夜间交通事故中受伤，大约 
23,000 人在夜间交通事故中丧生。.

BMW 配备热成像仪
降低夜间驾车的危险

BMW (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是世界上声名显赫的汽车品牌之一。作为豪华尊贵、
品质卓越、节能环保汽车的最好诠释，BMW 产品的所有部件均采用了最新科技。

BMW 集团高度重视驾车的安全性。为了避免驾车事故的发生，减少事故发生造成
的伤亡，BMW 引进了多种新技术。

我们的眼睛是预防这些危险的第一道防线。
然而不幸的是，人眼并不是最佳的探测器。
在夜间驾车时，必须使用一些辅助工具来避
免交通事故。

让夜间驾车变得更安全
多年以来，BMW 研发了多种新技术帮助驾
驶员在夜间轻松驾车，同时提高了道路安
全性。这些创新技术应用包括：能显著提高
亮度和照明范围的氙气灯、可水平旋转以显
著改善前方道路照明的随动转向车头灯，以
及可自动开启和关闭车头灯的远光灯辅助系
统等。这些新产品都可以安装在 BMW 汽车
上，为驾驶员在夜间驾车时提供帮助。

黄昏时穿着暗色衣服的慢跑者、夜间光照不
足道路上的骑车者，行人面临的交通危险日
益严重，而这已成为夜间驾车面临的最大安
全问题之一。在这一方面，联邦统计局的数
据清楚地显示：,德国每年有超过 25,000 起
涉及到行人和骑车者的交通事故发生在夜
间。

原因显而易见：例如：高速公路或乡村道路
上光照条件差；前照灯近光的照射区域太迟
覆盖障碍物或急转弯；由于看不清方向而错
误地判断了速度和距离；进入迎面而来的车
头灯造成的“黑洞”，均有可能因路面潮湿
或反光产生更糟的情况。

BMW 夜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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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夜视系统
BMW 最近研发的另一项帮助驾驶员在夜间
和恶劣天气状况下提高能见性的创新产品
是“BMW 夜视”系统。 

该系统的核心组件是一套 FLIR Systems 的热
成像仪。BMW 是第一家在汽车中运用这种
技术的欧洲顶级汽车制造商。 

曾经负责该系统设计工作的 BMW 工程师 
Russ 先生说：“我们在 2002 年开始研发这
种系统，2005 年底，我们开始将研发出来
的夜视系统作为 BMW 7 系列车型的选配件
来销售。今天，该夜视系统已经成为 BMW 
7、6、5 系列车型的选配件。”

“BMW 夜视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探测在完全黑
暗中没有被照明的生命体，例如行人和动
物。用热成像仪可以探测到 300 米范围之
内的人。”Russ 先生说道，“这比车头灯能
够照亮的范围要远得多。越早探测到人，
发生致命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就会越小。此
外，尽早探测到动物还可能拯救驾驶员的
生命，特别是在北欧的一些国家。驾驶员
如果撞上麋鹿等大型动物，可能会严重受
伤甚至丧生。”

热成像仪比肉眼看到更多
除生命体之外，热成像仪可以探测到更多
物体。它可以让驾驶员看到前方道路的热
像，这是车头灯照明远不能及的。通过这
种方式，驾驶员可以更早地发现路障、其
它车辆和拐弯等，从而有更多的时间作出
反应。利用热成像技术，驾驶员可以更快
速地探测和识别潜在的危险，避免伤亡事
故的发生。

由于具备远距离探测能力（可探测 300 米范
围内的人和 800 米范围内 2.3 米 x 2.3 米的
物体），BMW 夜视系统可以在速度为 100 
km/h 的情况下比远光车头灯提前 5 秒发现
物体。这意味着驾驶员可以有更多时间做
出反应以避免事故。

坚固耐用的系统
“热成像仪安装在左前防撞杠中。将这种
热像仪安装到汽车内并不困难，只需多增
加 两 种 硬 件 组 件 即 可 ： 热 成 像 仪 和 控 制
器。”Russ 先生说，“这种热像仪可以
很好地适应严酷的驾驶条件。即使受到雨
水、盐雾和石子的撞击，其性能也不会
受到影响。” 

它还具有内置式加热器为防护窗除霜。这种
加热器能够在气温为 -30°C、防护窗承受的
风速为 100 km/hr 时在 15 分钟之内融化防
护窗上厚达 2mm 的冰层，还可以在防护窗
温度低于 +4°C 时自动开启，并在防护窗温
度高于 +6°C 时自动关闭。这就保证了即便
在极冷的环境中，热像仪的镜头也能保持清
晰，显示器上依然会显示出完美的红外图
像。

此外，在启动挡风玻璃清洗系统时也可以同
时启用热像仪清洁喷剂。这就确保了热像仪
镜头时刻保持清晰，而无需安装热像仪擦拭
装置。

从驾驶员周边视角看到的清晰热像
BMW 夜视仪系统由位于车灯开关旁边的开
关来控制开启和关闭。320 x 240 像素的图
像显示在位于仪表盘中央的板载显示器上。
该显示器连同导航系统 Professional 安装在
一起。

Russ 先生说：“我们决定将热成像仪的图像
显示在位于仪表板中央的显示器上。它并不
在驾驶员的正前方，但是人眼可以轻易快速
地探测到在其周边视野内移动的物体。一旦
探测到移动中的物体，驾驶员可以快速地看
一眼显示器屏幕了解发生的事情。”显示器
很快就成为驾驶员的一个例行检查点，就像
汽车的侧视镜和后视镜一样。

“我们有意不将显示器放置在驾驶员的直视
方向上。图像中的物体移动会过高的分散驾
驶员的注意力。”Russ 解释说。

当车速低于 80 km/h 时，热成像仪宽阔的
水平视野 (36°) 不仅可以确保看清道路，而
且可以看到路两边及周围的区域（骑车者、
行人、儿童、野生动物等）。在高速行驶情
况下，热像仪的视野会自动缩小至 24°。同
时，热像仪的视野可随着汽车的转向而向左
或向右转动 6°。这种平移运动是由“车轮转
向”参数控制的。通过启用数字变焦，该
系统可以 1.5:1 的放大倍数来显示远处的物
体。

两种不同的夜视技术 
今天，夜视系统市场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技
术，分别是远红外 (FIR) 和近红外 (NIR) 技
术，它们分别也被称为被动红外和主动红外
技术。

近红外系统可将红外辐射发射到车前区域。
系统的红外发射器通常位于车头灯中。红外
发射器发出的红外辐射被道路、行人等
物体反射回来，并转化为可以在屏
幕上显示出来的图像。远红外
系统可记录物体或人类发出
的热量（红外辐射）的差
异，而不需要由车辆提供
单独的光源，BMW 夜视
系统使用的正是这种远红
外技术。 

“在 BMW 夜视系统项目研
发的起始阶段，我们决定采
用远红外技术而不是 近红外技
术。当时，我们认为远红外系统是
最好的选择。在我们看来，NIR 系统可能
更适合其它用途，而不适合用在车辆中来
探测人和其它物体。测试结果显示，在使
用 FIR 系统时，我们可以更快地探测到更远
范围内的行人和障碍物。此外，使用近红外
系统不仅看到的距离范围更小，而且效果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红外发射器的功率。”Russ 
先生说，“如今，我们更坚信远红外系统在
很多情况下要胜过近红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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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红外系统不仅可以探测到更远范围内的物
体和人，而且包含的部件更少，因此发生故
障的可能性更小。远红外系统的另一个显著
优点是，它不会受到迎面而来车辆的车头
灯、街灯以及交通指示牌等强烈反光表面
的影响。而近红外系统使用光波作为产生图
像的基础，因此强光物体在显示器屏幕上会
显得特别亮。如果近红外系统探测到另一套 
近红外系统的红外发射器，则显示器屏幕上
也会特别亮。这意味着驾驶员可能会因为晃
眼而什么也看不到。 

如同 BMW 夜视系统中所用的那样，FIR 系
统是以物体和人员的热辐射差异为基础来
产生全面的图像。即便有时候温度差异很
小，FIR 系统仍然可以探测到这些差异，并
将其转化为清晰的图像。FIR 系统不会受到
光的影响，因此不会带来驾驶员被迎面而来
的车头灯或其它光源晃眼而导致视觉盲区的

危险。

NIR 系统可以提供道路包括路标
等的完整图像。乍一看这好像

是一种优点，但实际上这样
会延迟探测到人和物体的
时间。虽然刚开始时用户
可以更快地分辨 NIR 系统
生成的图像，但经过一段
时间熟悉 FIR 系统之后，他
们会发现情况刚好相反。

很多驾驶员更喜欢 FIR 系统
生成的图像，因为他们可以更

清晰、更快地分辨出物体、动物
和人。

BMW 夜视系统是新产品研发的开端
随着其它创新成果的推出，BMW 夜视系统
将会迎来多个发展里程。Russ 先生说：“
将来，对 BMW 夜视系统的改进主要是在提
升图像质量方面。在汽车中运用热成像技术
最早是为军事用户而研发的，在当时的应用
中，图像质量并不是特别重要。尽管这种热
像仪已经可以产生清晰、鲜活、细致的图

像，我们接下来的目标之一仍然是进一步改
善图像质量。研究的另一个领域，可能也是
更为重要的一个领域，则是运用能够在一般
交通环境中识别行人和紧急状况的软件。”

物体探测研发项目的初始步骤已经完成，但
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尚未达到 BMW 及其客户
设定的极高要求。

在承担驾驶责任的同时提高安全并增添驾驶
乐趣
同其它安全功能一样，BMW 夜视系统也是
为了提高驾驶员和乘客的安全而创造出来
的。通过尽早为驾驶员提供附加信息，它可
以帮助避免潜在危险。在公路交通中，获得
的信息越多，安全就越有保障。在所有的严
重交通事故中，多达 50% 的事故是由于驾
驶员未能及早获得信息而引起的。 

BMW 夜视系统还可以为用户带来更多驾驶
乐趣。由于更容易了解道路状况，驾驶员在
夜间驾驶时可以稍加放松，不用像以前那样
紧张。

但是，BMW 夜视仪并不能完全保证驾驶安
全。我们不能作出这种承诺，因为这样会误
导用户，而且是不正当的。对于用户而言，
了解该系统的潜在功能很重要，但更为重要
的是认识到驾驶员是车辆的掌控者，如果驾
车时漫不经心，势必会引起事故和伤亡，无
论车辆配备了多少安全功能也无能为力。

视觉图像

热像

视觉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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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热成像仪或本应用
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FLIR商业视觉系统中国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SOHO A座 1508
邮编：100022
电话：+86 10 5869 8762 /9786
传真：+86 10 5869 8763
e-mail : flir@fl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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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车辆
急救车辆需要尽快赶到事故现场，即便在夜
间或不良天气情况下也同样如此。当消防车
和救护车驾驶员赶往火灾现场时，他们的视
野可能会被烟雾遮挡。热成像仪能够穿透烟
雾捕获图像，确保急救车辆快速、安全地抵
达事故现场，并避免引起更多事故。

军用车辆
隐蔽侦查。这是对军车驾驶员的一项主要要
求。在热成像技术的帮助下，在军车头灯和
尾灯完全被遮蔽时，军车驾驶员仍然能够在
黑夜中看清一切。

热成像仪的工作原理
我们的眼睛是专门用来观察可见光（或
可见辐射）的探测器。但是也有其它形
式的光（或辐射）是我们无法看到的。
人眼只能看到非常小一部分的电磁光
谱。在光谱的一端，我们无法看到紫
外线，而在另一端，我们无法看到红外
线。红外线位于电磁光谱中的可见光与
微波之间。 

红外辐射的主要来源是热量或热辐射。
任何温度超过绝对零度（-273.15 摄氏
度或 0 开尔文度）的物体都会在红外区
域释放辐射。有些物体，尽管我们可能
认为很凉，比如冰块，也能释放红外辐
射。我们感受到的从日光、火、电暖炉
传来的热量都是红外辐射。尽管我们的
肉眼无法看到，但皮肤仍可感觉到它的
热量。物体越暖，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
越多。

热成像仪的工作原理
物体释放的红外能量通过光学元件聚焦
到红外探测器上。探测器会向传感器电
子元件发送信息，电子元件会将传输的
数据转换成可以在任何标准 LCD 上显示
的图像。根据物体的温度差异，热成像
仪可以产生完整的图像，其中可以显示
最细微的温度差异。

其它技术，例如光放大技术，需要一定
量的光才可以生成图像，而热成像技术
根本不需要光。

热成像仪在汽车上的更多应用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热成仪在多种应用中
的优点。除汽车之外，安防、海事、消防和
其它涉及挽救生命的应用场合中也都在运用
热成像技术。由于实现了批量生产，以及探
测器技术领域取得的最新进步，热成像技术
比以前更能让用户负担得起。

FLIR Systems 向市场推出了可用于多种运输
工具的PathFindIR，这种产品与 BMW 在其豪
华汽车上安装的夜视系统属于同类。 

卡车和公共汽车 
职业驾驶员们在白天时已经不得不应对大量
令人神经紧张的危险因素，例如其它缺乏经
验的驾驶员、交通拥挤和长时间驾驶等，这
就可能会让驾驶员、车辆、货物和乘客陷入
危险状况。如果是在夜间或恶劣的天气情况
下驾车，就更加危险。热成像仪的运用能够
为驾驶员、车辆、货物和乘客带来适当保
护。 

列车和地铁 
在夜间和不良天气情况下能见度较差，这不
仅会引起公路交通事故，而且也会导致轨道
交通事故。列车和地铁的刹车距离非常远。
因此，为了避免事故，必须尽早发现轨道上
的人或物体。热成像仪可以在列车进入黑暗
的隧道中时为列车驾驶员提供帮助。

AS
_1

10
8_

00
01

_C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