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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智能后视镜到底有没有用？
■ 本报记者 刘畅

如今各种带有智能特性的车
载产品层出不穷，让很多开了多年
老款汽车的老司机们心里也是痒
痒的。 后视镜是人们在开车时必须
要看的驾驶辅助设备，而将智能行
车特性融入到智能后视镜上，是将
智能车载系统融入到日常驾驶中
最好的方式。

什么是智能后视镜
对于很多人来说，智能后视镜也许并
不熟悉，人们大多熟悉的都是后视镜款式
的行车记录仪。 那么，智能后视镜到底与
后视镜型行车记录仪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智能后视镜是
以后视镜型行车记录仪为基础， 加入安
卓系统和各种智能化功能的智能设备，
还可通过智能系统以及第三方 App 实
现各种不同的功能。
目前， 市面上大部分智能后视镜都
具有如下功能：
防眩光。 首先是最基本的后视镜功
能， 相信绝大多数老款车的后视镜使用
的都是普通玻璃，并没有防眩光功能，而
后装智能后视镜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防
眩光设计， 一次再也不怕晚上后车开远
光灯时“晃瞎”自己的眼睛了。 不过需要
注意的是， 由于后装后视镜的防眩光镜
面同时还要兼顾显示屏的功能， 因此与
单纯的后视镜相比， 在瞭望效果上反而
有一点退步。
ADAS 辅 助 驾 驶 。 由于智能后视镜
配备了摄像头组件， 因此高端产品整合
了 ADAS 辅助驾驶功能。 而智能后视镜
的 ADAS 辅助驾驶在功能和体验上与后
装 ADAS 系统比较类似，包括车道保持、
前方车距提醒等功能。 并且能够在第一
时间通过屏幕以及声音等方式提醒。 得
益于智能后视镜的安装位置在驾驶前排
头顶的中央， 因此非常有利于通过后装
智能后视镜的摄像头对 ADAS 功能进行
各项追踪， 摄像头不会被遮挡视线。 在
ADAS 辅助驾驶功能中， 智能后视镜能

够比较灵敏的识别道路上的标线标示。
当驾驶员想要变道的时候， 如果侧后方
有来车， 那么在后视镜的屏幕上就会有
图标和声音提醒， 并且提醒警示音的间
隔也会根据车辆距离的不同而呈现不同
的紧迫感。 整体的反应比较迅速，误报率
比较低，体验良好。
语音控制。 开车最讲究的就是安全，
而智能后视镜这种产品无疑也需要解决
安全问题，毕竟开车的时候如果抬手在后
视镜上点来点去，不仅影响视线，而且分
散注意力，相当危险。 因此语音控制就成
为了一种比较主流的方式。 在进行导航、
播放音乐以及微信等第三方应用操作的
时候，智能后视镜的语音命令识别功能准
确率还算不错。 比如在开始导航之前，进
入到导航应用后，只要说出目的地的名称
就可以自动搜索地点， 然后确定开始导
航，整个过程比较顺利。在行车过程中，也
可以随时通过 “下一首”、“暂停”、“播
放”等语音命令操作音乐。 一些智能后视
镜支持 4G LTE 模块，因此还支持在线搜
索音乐的功能。用语音命令说出歌手名或
者歌曲名，就能比较顺利的出现想要的结
果，然后说一句“播放”，就能开始听到想
听的音乐。 此外，另外还有打电话和发微
信这样的功能。当智能手机通过蓝牙与后
装智能后视镜配对并且连接之后，有电话
进入，就能直接在后装智能后视镜的屏幕
上显示来电号码，然后说出“接听”命令，
就可以开始通话了。
倒车影像。 配合倒车摄像头使用，智能
后视镜的屏幕还可以作为倒车影像使用。
行车记录仪。 在行车记录仪功能上，
智能后视镜基本上符合人们对一款行车
记录仪产品的预期。
操作界面。 操作界面好不好看、使用
方便不方便， 就得看各个厂商的设计功
底了。 毕竟大部分后装智能后视镜的系
统都是基于安卓系统改造， 因此整体的
设计思路都比较类似， 而在基本的待机
界面上，能够显示出时间、导航信息、天
气以及可用内存等信息。
方向盘控制器。 智能后视镜都支持
触控操作， 但是开车的时候对后视镜点
来点去很危险， 因此许多厂商都选择了

语音控制的方式辅助。 但是语音控制并
没有 100%的准确性， 并且有时如果有
方言的时候准确率更低。 因此在一些高
端后装智能后视镜上， 还配备了无线方
向盘控制器。 方向盘控制器通过蓝牙的
方式与后装智能后视镜连接， 然后有专
门的固定支架固定在方向盘上。 这样在
开车的时候就能通过按键来操作后装智
能后视镜了。 这种体验有点类似于原车
搭配的多功能方向盘， 不仅提高操作准
确度，而且还更安全。

网络了，如语音等功能变鸡肋了。 如今大
多智能后视镜产品都会包一年、两年、
甚至 3 年的流量， 那么流量用完以后
呢？ 如果没有再续流量，有些功能也就
无法使用，尤其是在线语音，这个对于
很多人来说用得十分频繁的功能，使
用频率一下子就直线下降。 另外，在导
航时，也无法查看实时路况，而且地图
的在线升级也需要手机热点作为支
持。 所以，如果流量用完了，你是否会
续费？

智能后视镜是鸡肋？

老旧款车型的好设备

智能后视镜自诞生之初就一直有人
说其鸡肋，可尽管如此，但却无法否认后
视镜在过去两年里发展的是非常火爆。其
实稍加思考就不难发现，作为行车记录仪
的衍生产品， 智能后视镜的兴起绝非偶
然。 尤其是当“记录功能”已被当做刚需
时，那么仅多加一点钱就能买到多功能集
合型产品，确实是有诱惑力的。可是，当使
用一段时间之后，又该对这类产品做出怎
样的评价？ 是实用，还是真鸡肋？
记者发现， 智能后视镜确实有着一
些问题。 比如，虽然功能确实很多，不过
使用一段时间后系统不太稳定。 多功能
集合算是智能后视镜刚兴起时的利器，
在国内主流智能后视镜产品中， 除了记
录仪、导航、音乐这几个标配功能外，大
多都向车联网概念的方向在发展， 比如
智能语音、微信交互、远程监控、行车辅
助、网络服务等。 但是有车主在用了一年
后表示，安卓系统的反应下降了，有时候
连接手机端还会经常连接不上， 不知道
产品后台还有没有人维护。
后视镜在刚刚火爆之时， 由于进入
门槛并不高， 所以业内一下子蹦出了不
少厂家， 可能一些车主买的就是这些小
厂的产品，一旦行情不好，这些小厂就有
脱身的可能， 那么先前的后台没有人维
护也并非没有可能。 另外，由于是功能集
成型产品， 大多智能后视镜的行车记录
仪拍摄情况会比单一记录仪产品要稍微
差一点。
此外，智能后视镜需要网络支持，没

毋庸置疑，智能后视镜有着丰富的功
能，且对于那些不愿意改装车的朋友来说
确实是有需求的。 只是，在智能后视镜发
展初期，它所面临的困难和所要面对的压
力同样巨大， 也由于产品形态的受限，能
否整合出最符合后视镜安全需求的产品
都是具有想象空间的。 只是目前来看，做
后视镜功能堆砌的厂家还有很多，而这些
功能当中却是有很多都不适用于驾驶途
中的，更多的是为了增加卖点，内置了一
些不能增加驾驶安全或者效率的功能，看
起来很美好，实质是鸡肋。
不过， 在业内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替
代物时， 智能后视镜还将作为一种过渡
性产品， 这多少对于很多车型来说是种
补充。 尤其是对于老旧车车主来说，智能
后视镜是几种后装车载产品中最值得选
择的产品，不仅不破坏原车风貌，而且使
用起来比较方便，而且功能丰富，能让我
们体验到科技给开车带来的改变。
当然，这些功能其实通过智能手机也
都可以完成，因此装不装后装智能后视镜，
还得看的具体情况。 如果已经有了行车记
录仪、原车还配备了倒车影像，那么后装智
能后视镜剩余的功能还是交给智能手机
完成吧，毕竟除了能省点钱，还不操心。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或许智能后视镜在
诞生之初就没想过要彻底替代掉原车的后视
镜，而只是作为一种补充产品出现，甚至可以
理解为它就是行车记录仪的衍生产品， 未来
将被谁代替还不得而知，但存在即合理，至少
在目前阶段，也还是有车主需要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