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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背景 

 

图像传感器是自动驾驶的核心感知模块。由于自动驾驶责任行为主体从人转

移到车，感知系统设计要考虑安全性，需要跟视觉感知能力甚至更强的感知模块

互为冗余。但目前的图像传感器设备鲁棒性强不强，性能表现如何，目前业内还

缺乏统一的标准。更进一步，需要探究自动驾驶需要什么性能的图像传感器能满

足需求，针对这个现象首先对图像传感器就行测试，能够对图像传感器有深入了

解。 

下表为测试相机具体型号： 

定焦相机 

感光芯片 PYTHON 2000 快门 Global Shutter 芯片尺寸 2/3 

感光芯片类型 CMOS 感光芯片尺寸 9.2 mm x 5.8 

mm 

水 平 / 垂 直 分

辨率 

1920 px x 

1200 px 

分辨率 2.3 MP 水 平 / 垂 直 像

素尺寸 

4.8 µm x 4.8 

µm 

帧速率 50 fps 

 

致谢： 

技术支持：鲍泽峰、邓辉、熊一瑾 

技术指导：高鑫、邹镇洪、宫彦 

 

 

 

 

感谢所有参与人员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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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静态测试 

2.1 视场角 

（1）测试目的 

视场角的大小决定了图像传感器的视野范围，视场角越大，视野就越大，但

可清晰探测距离越短。对于图像传感器的视场角，其主要受镜头焦距影响。本测

试将去探究对于自动驾驶的不同任务应该采用多大焦距的镜头合适。 

（2）测试指标 

特定距离下相机可观测的到角度 a。相机到两目标物连线的垂直（直线）距

离为𝑛，两目标物之间的距离为𝑚，根据三角函数计算公式：𝑎 = 2𝑎𝑟𝑐𝑡𝑎𝑛𝑚 2𝑛⁄  

（3）测试方法 

1) 研究前首先要对图像传感器的自动曝光，帧率，白平衡，增益等参数进

行设置。  

2) 将两个锥桶摆在图像传感器获取到的画面中间，利用卷尺测量出传感器

到锥桶的直线距离。 

3) 将锥桶左右移动，直到位于图像传感器画面的两个极限位置，测量两个

临界位置的距离。 

4) 通过得到的两个临界位置的距离以及传感器到锥桶的直线距离，算出该

焦距下图像传感器的视场角。 

5）在不同焦距下， 依次进行以上四步 

（4）测试结果及定量化分析 

镜头焦距 5mm 8mm 12mm 

视场角 103.78° 85.54° 41.12° 

测试图 

   

分析：不同焦距的镜头视场角不同，焦距越大，视场角越小。5mm 镜头拥有

较大的视场角；12mm 镜头可视距离更远，但是车辆近处无法看到，盲区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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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畸变率 

（1）测试目的 

畸变率会对图像造成影响，它会改变轴外物点在理想面上的成像位置，使成

像的形状产生失真。在自动驾驶任务中，如果选用的相机成像存在畸变就需要额

外进行图像的畸变矫正。畸变一般和所采用的镜头焦距相关，本测试将去探究典

型镜头中多大的镜头会产生畸变及其畸变程度。 

（2）测试指标 

畸变是指光学系统对物体所成的像相对于物体本身而言的失真程度，光学畸

变是指光学理论上计算所得到的变形度。画面中央垂直方向上完整棋盘格长度为

𝑦，水平方向上完整棋盘格长度为𝑥，畸变率𝑏 = (𝑥 2⁄ − 𝑦)/𝑦 

（3）测试方法 

1)  研究前首先要对图像传感器的自动曝光，帧率，白平衡，增益等参数进

行设置。 

2) 使用棋盘格测试卡测试，调整传感器的位置，然后打开进行视频拍摄。 

3) 将视频导入电脑，抽取视频中不同时刻的图片，在软件中用工具测出边

缘四周完整的边线的距离。 

4) 使用得到的距离信息，通过计算就可以得到图像传感器的畸变率。 

5）在不同焦距下， 依次进行以上四步。 

（4）测试结果及定量化分析 

镜头焦距 5mm 8mm 12mm 

畸变率 0.67% 0.88% 0.25% 

测试图 

   

分析：随着镜头焦距的不断加大，畸变率逐渐变小，镜头产生的畸变效果减

轻，8mm 镜头没有明显畸变。 

2.3 观测距离 

（1）测试目的 

在图像中，物体距离相机越远，在画面中所占像素比例越小。而对于自动驾

驶来说，小目标的准确感知是有困难的，需要知道不同大小焦距的相机有效距离

是多少。有效距离为一定焦距的相机可以清晰观测到目标物体的最远距离，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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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动驾驶系统能准确感知该目标即可认为是清晰观测。 

（2）测试指标 

 不同距离下测试人员在图像中所占像素比例𝑐。图像总像素个数为𝑦，测试人

员在图像中所占像素为𝑥，𝑐 = 𝑥
𝑦⁄ 。本测试中目标人物的身高 1.75 米、体重 85

千克。 

（3）测试方法 

1)  研究前首先要对图像传感器的自动曝光，帧率，白平衡，增益等参数进

行设置。 

2)  相机水平放置安装，将目标物体置于画面中央，移动目标物体，使其到

达相机图像中肉眼主观可以观测到目标物体的最远距离。 

（4）测试结果及分析 

镜头焦距 5mm    

观测距离 5m 10m 20m 30m 

目标占比 1.79% 0.37% 0.09% 0.05% 

测试图 

    
镜头焦距 8mm    

观测距离 5m 10m 20m 30m 

目标占比 4.06% 1.28% 0.37% 0.09% 

测试图 

    
镜头焦距 12mm    

观测距离 5m 10m 20m 30m 

目标占比 9.14% 2.03% 0.53% 0.26% 

测试图 

    
分析：在相同的距离上，随着镜头焦距的增大，测试人员所占像素在图像上

的比例也不断增大。大焦距镜头可以更好的观测远处目标，但是对较近距离的目

标会有较大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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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道路动态测试 

3.1 帧率 

（1）测试目的 

在自动驾驶中需实时处理所采集的数据并作出决策，数据的采集频率应与车

速匹配。防止在车速较快时，数据的采集速度较慢，造成环境数据的丢失。帧率

一般为单位时间所记录或者播放的图片数量。 

在自动驾驶感知模块中，图像传感器获取图像的帧率应该伴随车速的变化而

改变，提高车载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因此要测试研究相机帧率的合适范围。 

（2）测试指标 

主观判断不同车速下相机对同一目标的观测效果。 

（3）测试方法 

1)  研究前首先要对图像传感器的自动曝光，帧率，白平衡，增益等参数进

行设置。 

2)  在不同的车速下，调整图像传感器获取图像的帧率，计算经过路旁一辆

完整车辆采集照片的数量。 

3) 根据任务完成效果，记录效果优良时帧率的范围。 

（4）测试结果及分析 

车速 20km/h 40km/h 80km/h 

采集帧率 10 20 30 10 20 30 10 20 30 

采集图像

次数 

12 30 57 8 17 23 5 11 15 

采集场景 

、  

分析：车速相同时，随着采集帧率提高，经过同一目标（黑色车辆）采集图

像的次数越多；采集帧率固定时，随着车速的提高，经过同一目标（黑色车辆）

采集图像的次数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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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环境适应性 

4.1 固定曝光模式 

（1）测试目的 

自动驾驶中对于图像传感器的环境适应性要求很高，比如在不同光照环境下

的图像传感器成像质量，本实验重点对图像传感器在不同光照下的性能表现进行

测试。 

（2）测试指标 

 不同光照强度下合适的曝光值。 

（3）测试方法 

1)  研究前首先要对图像传感器的帧率，白平衡，增益等参数进行设置。 

2)  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光照强度），调整相机曝光强度值，使相机成像质量

在主观视觉上达到最佳。 

3) 分析数据，判断图像传感器在不同光照强度下合适的曝光强度。 

（4）测试结果及分析 

光强 10000LUX（晴天，14 时左右） 

光圈 F5.6 

爆光时间 2500 微秒 5000 微秒 10000 微秒 20000 微秒 

图像     

光强 4000LUX（雾霾天，17 时左右） 

光圈 F5.6 

爆光时间 5000 微秒 10000 微秒 30000 微秒 50000 微秒 

图像     

光强 50LUX（夜晚无路灯，21 时左右） 

光圈 F5.6 

爆光时间 10000 微秒 30000 微秒 50000 微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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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光强 10LUX（雨雪夜，22 时左右） 

光圈 F5.6 

爆光时间 20000 微秒 50000 微秒 100000 微秒  

图像     

分析：相机图像效果直接受光强大小的影响，光强越小相机要获得较好成像

效果需要的曝光时间就越多，导致相机在光线较暗时容易出现卡顿现象。 

4.2 自动曝光模式 

（1）测试目的 

探究真实道路场景下相机自动曝光的效果及需求。 

（2）测试指标 

 相机视频有无明显拖影现象、相机图像清晰度。 

（3）测试方法 

1)  研究前首先要将图像传感器设置为自动曝光模式，帧率 20，同时对白平

衡，增益等参数进行设置。 

2)  在不同交通场景下驾驶车辆采集图像数据，车速 30-40km/h。 

（4）测试结果及分析 

城市支路

（白天） 

  

合适的曝光值： 

10000 微秒~30000 微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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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支路

（夜晚） 

  

合适的曝光值： 

30000 微秒~50000 微

秒 

城市快速

路（白天） 

  

合适的曝光值： 

5000 微秒~30000 微

秒 

城市路口 

（白天） 

  

合适的曝光值： 

5000 微秒~30000 微

秒 

城市路口 

（夜晚） 

 

 合适的曝光值： 

30000 微秒~50000 微

秒 

隧道 

 

 合适的曝光值： 

50000 微秒~100000

微秒 

分析：经过不同交通场景下对图像传感器的实地测试，获得在不同场景下合

适的曝光值取值范围：在较为空旷的路况下，为防止图像过曝，曝光值取值范围

较低；在夜晚、隧道、高楼之间，为获得较高的图像质量，曝光值取值范围要有

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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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定量化结论 

目前图像传感器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是其性能仍然难以保证在全天

候全场景的道路环境下有很好的成像效果。 

5.1 硬件实测性能 

 

5.2 产品使用感受 

 

 

 

5.3 更新 

需要更多更详细的测试报告及测试原始数据请联系我们，期待一起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