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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停车安全控制方法、
系统
及车载终端，
该方法为：
车辆熄火时 ,车载终端发
出停车安全信息提示;车辆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
长时 ,采集车内环境信息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
根据所述车内环境信息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判
断停车是否安全 ,若不安全 ,则确定不安全因素;
将所述不安全因素通过第一密钥加密发送至智
能移动终端;智能移动终端对加密的不安全因素
进行解密 ,并给予对应的危险报警提示。本发明
技术方案有效解决了停车时出现的忘记拉手刹、
车门车窗未关及儿童遗忘车内等安全问题，
同时
有效防止车辆信息外泄，
保障了停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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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停车安全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S1:车辆熄火时 ,车载终端发出停车安全信息提示;
S2:车辆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采集车内环境信息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
根据所述
车内环境信息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判断停车是否安全 ,若不安全 ,则确定不安全因素;
S3:将所述不安全因素通过第一密钥加密发送至智能移动终端;
S4:智能移动终端对加密的不安全因素进行解密 ,并给予对应的危险报警提示。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停车安全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停车安全信息提示包括
手刹制动语音提示、
关闭车灯语音提示、
车门上锁提示、
关闭车窗及后备箱语音提示和儿童
安全语音提示。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停车安全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2具体包括：
S21:车辆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通过车载终端的视频采集模块采集车辆的车内环
境信息，
判断是否存在人员；
S22:若存在人员，
则采集人员图像信息，
将人员图像信息与车辆行驶中采集并存储的
人员信息进行匹配，
判断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根据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判断停车是否安
全，
若不安全，
确定不安全因素 ,其中 ,所述身份类别包括车主、
预存成人、
预存儿童和陌生
人；
S23:若不存在人员，
通过车载终端采集车辆的车辆状态参数信息，
根据车辆状态参数
信息判断停车是否安全 ,若不安全 ,则确定所述车辆状态参数信息中的不安全因素，
其中，
所述车辆状态参数信息包括车门开关状态、
车窗开关状态、后备箱开关状态、
手刹制动状态
及车灯状态。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停车安全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3还包括：
确定所
述车辆状态参数信息中的安全因素和车辆位置信息，
将所述车辆位置信息经第二密钥加密
后与所述安全因素打包压缩发送至智能移动终端。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停车安全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根据车内人员的身份类
别判断停车是否安全具体为:
若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包括车主时 ,判断为停车安全;
若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不包括车主 ,但包括预存成人时 ,判断为停车安全;
若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为仅包括预存儿童和/或陌生人时 ,判断为停车不安全。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停车安全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4还包括：
根据获
取的车辆位置信息计算智能移动终端与车辆之间的距离，
判断智能移动终端是否在所述车
辆预设安全距离范围之内，
若不在，
智能移动终端执行危险报警提示。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停车安全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
通过智能移动终端
远程控制车载终端执行动作以消除车辆状态参数信息中的不安全因素。
8 .一种停车安全控制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
车载终端和智能移动终端，
所述车载终
端与智能移动终端之间无线通信连接；
所述车载终端用于在车辆熄火时发出停车安全信息提示；
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采集车内环境信息及车辆状态参数信息，
并根据车内环境信息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判断停
车是否安全，
以及确定不安全因素，
并将不安全因素通过第一密钥加密后发送至智能移动
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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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智能移动终端用于接收车载终端发送的不安全因素的加密信息并进行解密，
并执
行不安全因素对应的危险报警提示。
9 .一种车载终端，
其特征在于，
包括：
安全提示模块，
用于在车辆熄火时生成停车安全信息提示；
环境采集模块，
用于在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采集车内环境信息；
状态采集模块，
用于在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采集车辆状态参数信息；
安全判断模块，
用于根据车内环境信息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判断停车是否安全；
确定模块，
用于确定不安全因素；
加密模块，
用于对不安全因素通过第一密钥进行加密；
第一通信模块，
用于将加密的不安全因素发送至智能移动终端。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车载终端，
其特征在于，
所述状态采集模块包括车门状态采
集单元、车窗状态采集单元、后备箱状态采集单元、手刹状态采集单元和车灯状态采集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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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停车安全控制方法、系统及车载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停车安全控制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停车安全控制方法、系统及车
载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的使用安全不仅包括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的驾驶安全，
而且包括汽车在停止行
驶后汽车的安全性。如：
汽车停止状态下经常存在车辆手刹未拉起导致车辆溜坡而引起交
通事故；
车辆车主忘记关闭车门、车窗导致车内物品遗失或者天气下雨导致车内进水等事
故；
又如：
车内遗留儿童导致儿童缺氧、
中暑等安全问题；
由此可见，
车辆停止状态下的安全
问题也急需解决。
发明内容
[0003]
第一方便，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停车安全控制方法，
包括：
S1:车辆熄火时 ,车载终端发出停车安全信息提示;
S2:车辆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采集车内环境信息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
根据所述
车内环境信息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判断停车是否安全 ,若不安全 ,则确定不安全因素;
S3:将所述不安全因素通过第一密钥加密发送至智能移动终端;
S4:智能移动终端对加密的不安全因素进行解密 ,并给予对应的危险报警提示。
[0004] 进一步地，
所述停车安全信息提示包括手刹制动语音提示、
关闭车灯语音提示、
车
门上锁提示、
关闭车窗及后备箱语音提示和儿童安全语音提示。
[0005] 进一步地，
所述步骤S2具体包括：
S21:车辆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通过车载终端的视频采集模块采集车辆的车内环
境信息，
判断是否存在人员；
S22:若存在人员，
则采集人员图像信息，
将人员图像信息与车辆行驶中采集并存储的
人员信息进行匹配，
判断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根据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判断停车是否安
全，
若不安全，
确定不安全因素 ,其中 ,所述身份类别包括车主、
预存成人、
预存儿童和陌生
人；
S23:若不存在人员，
通过车载终端采集车辆的车辆状态参数信息，
根据车辆状态参数
信息判断停车是否安全 ,若不安全 ,则确定所述车辆状态参数信息中的不安全因素 ,其中，
所述车辆状态参数信息包括车门开关状态、
车窗开关状态、后备箱开关状态、
手刹制动状态
及车灯状态。
[0006] 进一步地，
所述步骤S3还包括：
确定所述车辆状态参数信息中的安全因素和车辆
位置信息，
将所述车辆位置信息经第二密钥加密后与所述安全因素打包压缩发送至智能移
动终端。
[0007] 进一步地，
所述根据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判断停车是否安全具体为:
若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包括车主时 ,判断为停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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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不包括车主 ,但包括预存成人时 ,判断为停车安全;
若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为仅包括预存儿童和/或陌生人时 ,判断为停车不安全。
[0008] 进一步地，
所述步骤S4还包括：
根据获取的车辆位置信息计算智能移动终端与车
辆之间的距离，
判断智能移动终端是否在所述车辆预设安全距离范围之内，
若不在，
智能移
动终端执行危险报警提示。
[0009] 进一步地，
还包括：
通过智能移动终端远程控制车载终端执行动作以消除车辆状
态参数信息中的不安全因素。
[0010] 第二方面，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停车安全控制系统，
包括：
车载终端和智能移动终
端，
所述车载终端与智能移动终端之间无线通信连接；
所述车载终端用于在车辆熄火时发出停车安全信息提示；
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采集车内环境信息及车辆状态参数信息，
并根据车内环境信息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判断停
车是否安全，
以及确定不安全因素，
并将不安全因素通过第一密钥加密后发送至智能移动
终端;
所述智能移动终端用于接收车载终端发送的不安全因素的加密信息并进行解密，
并执
行不安全因素对应的危险报警提示。
[0011] 第三方面，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车载终端，
包括：
安全提示模块，
用于在车辆熄火时生成停车安全信息提示；
环境采集模块，
用于在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采集车内环境信息；
状态采集模块，
用于在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采集车辆状态参数信息；
安全判断模块，
用于根据车内环境信息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判断停车是否安全；
确定模块，
用于确定不安全因素；
加密模块，
用于对不安全因素通过第一密钥进行加密；
第一通信模块，
用于将加密的不安全因素发送至智能移动终端;
进一步地，
所述状态采集模块包括车门状态采集单元、
车窗状态采集单元、
后备箱状态
采集单元、
手刹状态采集单元和车灯状态采集单元。
[0012] 本发明技术有益效果：
本发明的停车安全控制方法，
在车辆熄火停车时，
通过车载
终端进行相关安全信息提示，
提醒驾驶员做好停车安全操作，
降低了车辆停车安全事故的
发生率；
为防止驾驶员遗忘相关安全操作，
本发明在当停车熄火达到预设时长时，
进一步通
过车载终端检测车内环境信息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
判断检验是否停车安全，
若不安全，
则
通过车主或驾驶员的智能移动终端进行针对不安全因素的危险信息提示，
再次降低了停车
安全隐患；
同时，
对不安全因素通过第一密钥加密传输给智能移动终端，
有效防止了不安全
因素被轻易破解外泄而给车辆带来盗窃危险；
此外，
本发明将车辆位置信息通过第二密钥
进行加密发送至智能移动终端，
使得车辆位置信息与不安全因素分开独立加密，
加大了不
法分子同时获取车辆的不安全因素和车辆位置的难度，
无法近距离实施盗窃或其他犯罪，
保障了车内儿童及物品财产安全。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一种停车安全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种停车安全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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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为本发明一种车载终端的结构组成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本发明技术方案，
现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技术方
案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5] 图1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停车安全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
该停车安全控制方
法包括：
S1:车辆熄火时 ,车载终端发出停车安全信息提示;
本发明实施例中 ,所述停车安全信息提示包括手刹制动语音提示、
关闭车灯语音提示、
车门上锁提示、
关闭车窗及后备箱语音提示和儿童安全语音提示。如当车载终端检测到车
辆熄火时，
通过车载终端的安全提示模块进行语音提示，
语音提示的内容可以包括“请拉起
手刹、
关闭车灯、记得关闭车门、
车窗和后备箱，
不要遗忘儿童”的语音提示，
当然还可以包
括其他类似的语音提示。
[0016] S2:车辆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采集车内环境信息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
根据
所述车内环境信息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判断停车是否安全 ,若不安全 ,则确定不安全因素;
本发明实施例中，
上述步骤S2具体包括：
S21:车辆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通过车载终端的视频采集模块采集车辆的车内环
境信息，
判断是否存在人员；
其中，
预设时长为预先设置并存储在车载终端内，
预设时长可
以为3分钟或其他时长；
车载终端包括视频采集模块，
视频采集模块优选为朝向车内方向设
置的全景摄像头。
[0017] S22:若存在人员，
则采集人员图像信息，
将人员图像信息与车辆行驶中采集并存
储的人员信息进行匹配，
判断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根据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判断停车是
否安全，
若不安全，
确定不安全因素 ,其中 ,所述身份类别包括车主、
预存成人、
预存儿童和
陌生人；其中，
车载终端永久性存储车主的身份识别信息，
身份识别信息为头像信息，
当然
也可以在车主授权情况下存储其他永久性的身份识别信息，
如车主的家人等，
这些永久性
的身份识别信息为安全的身份类别；
没有被预先设置存储的身份识别信息可以由车载终端
在每次车辆启动时自动获取，
在车主在场的情形下，
车载终端自动采集获取车内所有人员
的头像信息进行存储并分类为预存成人和预存儿童，
预存成人和预存儿童为合法安全的身
份识别信息。
[0018] 上述技术方案中，
根据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判断停车是否安全具体为:若车内人
员的身份类别包括车主时 ,判断为停车安全;若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不包括车主 ,但包括预
存成人时 ,判断为停车安全;若车内人员的身份类别为仅包括预存儿童和/或陌生人时 ,判
断为停车不安全；
即确定不安全因素为预存儿童单独存在车内、
陌生人单独存在车内、
预存
儿童和陌生人同时存在车内的信息。该判断方法适用于车辆日常行驶中，
车主停车完成后
依然在车内停留或者车主随行成年人员在车内停留的情形，
此种情况依然判断为车辆为停
车安全；
当车内留有儿童时，
由于儿童存在安全意识差、
容易缺氧等问题判断车辆为停车不
安全；
假如车门忘记关闭，
陌生人容易入车行窃或盗车，
同样检测到陌生人时判断为停车不
安全；
通过此种判断方法能够有效对车辆停车后的车内人员滞留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分析，
保障车辆停车安全；
同时作为车载终端是否执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检测的筛选条件，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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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避免车内存在安全人员看护时，
仍然进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采集并通知车主所带来的
车载终端的不必要检测和能源浪费。
[0019]
S23:若不存在人员，
通过车载终端采集车辆的车辆状态参数信息，
根据车辆状态
参数信息判断停车是否安全 ,若不安全 ,则确定所述车辆状态参数信息中的不安全因素 ,其
中，
所述车辆状态参数信息包括车门开关状态、
车窗开关状态、后备箱开关状态、手刹制动
状态及车灯状态。
车辆的状态参数信息为配置在车载终端上的各类传感器所获取的。
[0020] S3:将所述不安全因素通过第一密钥加密发送至智能移动终端;
由于车辆的不安全因素和车辆位置信息是保障车辆不被他人发现车辆存在安全漏洞
并到达车辆位置执行盗窃或其他行为的主要信息，
且车主又需要知道车辆的位置以最快找
到车辆，
上述步骤S3还包括：
确定所述车辆状态参数信息中的安全因素和车辆位置信息，
将
所述车辆位置信息经第二密钥加密后与所述安全因素打包压缩发送至智能移动终端，
本发
明技术方案中，
第一密钥和第二密钥均预存储在车载终端内；
假如车辆的不安全因素被他
人获取，
如车辆的车门或车窗，
没有关闭的消息被他人获取，
但并未获取车辆位置信息，
犯
罪分子便不能实施盗窃或其他行为，
保障了车辆的停车安全的同时，
又能确保车主获得车
辆信息的完整性；
作为优选，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安全因素并未进行加密，
减少了智能移动终
端进行解密处理的数据量，
降低了对智能移动终端的处理能力要求。
[0021] S4:智能移动终端对加密的不安全因素进行解密 ,并给予对应的危险报警提示。
[0022] 本发明实施例中，
例如在停车状态下车内没有人员，
车载终端检测获取的车辆的
不安全因素为车窗没有关闭，
车载终端将车辆没有关闭的信息通过第一密钥加密后发送至
智能移动终端，
智能移动终端解密获取车辆没有关闭的信息，
并发出“车辆没有关闭”的语
音报警提示或发出警铃等提示车主查看。
[0023] 由于存在车主下车并未远离车辆，
如在车辆边装卸货物或打电话等其他行为，
为
减少智能移动终端发出不必要的危险报警提示而打扰车主，
步骤S4还包括：
根据获取的车
辆位置信息计算智能移动终端与车辆之间的距离，
判断智能移动终端是否在所述车辆预设
安全距离范围之内，
若不在，
智能移动终端执行危险报警提示，
车辆预设安全距离范围可以
为30m，
当然也可以设置为在车主视线范围内的其他距离，
保障了车辆安全的同时减少了智
能移动终端的不必要危险报警提示。
[0024] 为方便车主远程控制车辆，
尽快消除安全隐患，
本发明技术方案还包括：
通过智能
移动终端远程控制车载终端执行动作以消除车辆状态参数信息中的不安全因素，
智能移动
终端内置车辆控制操作APP程序可以查看车辆状态并对车辆进行远程控制，
如车门上锁、
关
闭车窗等操作。
[0025] 如图2所示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停车安全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该系统包括：
车
载终端1和智能移动终端2，
所述车载终端1与智能移动终端2之间无线通信连接；
所述车载
终端1用于在车辆熄火时发出停车安全信息提示，
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采集车内环境
信息及车辆状态参数信息，
并根据车内环境信息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判断停车是否安全，
以及确定不安全因素，
并将不安全因素通过第一密钥加密后发送至智能移动终端；
所述智
能移动终端2用于接收车载终端1发送的不安全因素的加密信息并进行解密，
并执行不安全
因素对应的危险报警提示。
[0026] 如图3所示，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车载终端1，
包括：
安全提示模块101，
用于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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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火时生成停车安全信息提示；
环境采集模块102，用于在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采集
车内环境信息；
状态采集模块103，用于在熄火时间达到预设时长时，
采集车辆状态参数信
息；
所述状态采集模块103包括车门状态采集单元、
车窗状态采集单元、后备箱状态采集单
元、手刹状态采集单元和车灯状态采集单元；
安全判断模块104，用于根据车内环境信息和
车辆状态参数信息判断停车是否安全；
确定模块105，用于确定不安全因素；
加密模块106，
用于对不安全因素通过第一密钥进行加密；
第一通信模块107，
用于将加密的不安全因素发
送至智能移动终端。
[0027] 本发明技术方案，
在车辆熄火停车时，
首先通过车载终端进行相关安全信息提示，
提醒驾驶员或车主做好停车安全操作，
降低了车辆停车安全事故；
为防止驾驶员遗忘相关
安全操作，
本发明在当停车熄火达到预设时长时，
进一步通过车载终端检测车内环境信息
和车辆状态参数信息，
判断检验是否停车安全，
若不安全，
则将不安全因素通过第一密钥加
密后发送至车主或驾驶员的智能移动终端，
并进行针对不安全因素的危险信息提示，
以提
醒驾驶员或车主进行相应的应对处理解决停车安全隐患；
同时，
通过第一密钥加密有效避
免不安全因素被轻易破解外泄而给车辆带来盗窃或其他危险；
此外，
本发明将车辆位置信
息通过第二密钥进行加密发送至智能移动终端，
使得车辆位置信息与不安全因素分开独立
加密，
加大了不法分子同时获取车辆的不安全因素和车辆位置的难度，
进而无法近距离实
施盗窃或其他犯罪，
保障了车内儿童及物品财产安全。
[0028] 本发明技术方案在上面结合附图对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
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
并不受上述方式的限制，
只要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改
进，
或未经改进将发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
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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