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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辆远程启动功能的控制方法，其包

括：由用户端手机APP经车联网系统向无钥匙启

动系统PEPS发出远程启动指令，所述无钥匙启动

系统PEPS对远程启动的控制；所述远程启动的条

件包括且需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档位处于P

档，电子手刹拉起，电子转向管柱锁解锁，燃油不

足报警关闭，发动机故障报警关闭，和变速箱故

障报警关闭，其优化了远程启动的判断和管理，

考虑到车辆是否会因远程启动发生及车辆自身

条件，其通过PEPS不断监测车辆多种状态，来保

护车辆、增加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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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辆远程启动功能的控制方法，其包括：由用户端手机APP经车联网系统向无钥

匙启动系统PEPS发出远程启动指令，其特征在于：

其还包括：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远程启动的控制；

所述远程启动的条件包括且需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档位处于P档，电子手刹拉起，

电子转向管柱锁解锁，燃油不足报警关闭，发动机故障报警关闭，和变速箱故障报警关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启动功能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远程启动的条件成立时，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切换至远程启动模式并发送

启动请求至发动机电控单元，所述发动机电控单元控制启动发动机；

当所述远程启动的条件不成立时，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反馈车辆状态为不满足远

程启动条件。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启动功能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其还包括在远程启动状态下，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自动熄火的控制；

所述自动熄火的条件包括以下任一条件:机油压力过高,发动机水温过高,燃油不足,

发动机故障,变速箱故障,车速＞4km/h,或远程启动时间超过15分钟。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启动功能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自动熄火的条件成立时，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切换至本地模式并发送熄火

指令至发动机电控单元，所述发动机电控单元控制发动机熄火；

当所述自动熄火的条件不成立时，车辆处于远程启动状态下。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启动功能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其还包括在远程启动状态下，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用户接管车辆的控制；

所述用户接管车辆的条件包括以下任一条件：任意门关信号，刹车踏板信号，或档位由

P档变为其他换挡信号。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启动功能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所述用户接管车辆的条件成立时，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钥匙进行认证；

当所述钥匙认证成功后，保持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电源状态并切换至本地模式；

允许用户接管车辆。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启动功能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用户接管车辆的条件为所述任意门关信号或所述刹车踏板信号且成立时，所述

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将先搜索车内智能钥匙并判断感应的所述智能钥匙的合法性；

当所述智能钥匙为合法时，然后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钥匙进行认证；

当所述智能钥匙为违法时，车辆处于远程启动状态下。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启动功能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出现所述档位由P档变为其他换挡信号时，直接进行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钥

匙进行认证；且

当所述钥匙认证失败后，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切换至本地模式并发送熄火指令至

发动机电控单元，所述发动机电控单元控制发动机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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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辆远程启动功能的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关于一种车辆远程启动功能的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车辆远程启动功能作为智能汽车的基本功能之一，目前已在部分带有智能配置的

车型上开始应用。远程启动功能由用户端手机APP、车联网系统、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发动

机电控单元等模块配合工作实现。此功能可以允许车主在远离车辆的近况下，通过手机发

送指令控制车辆发动机进行启动，为车内空调系统制冷、采暖提供动力，以便在严寒或酷暑

天气时提前将车内温度调节到舒适范围，大大提高了使用舒适度。

[0003] 本领域常用术语：

[0004] 远程启动：无需携带钥匙进入汽车，通过手机发送远程指令即可控制车辆发动机

启动或者熄火。

[0005] 用户端手机APP：用户注册登录APP后可以绑定车辆，输入密码后可以发送远程控

制指令到车联网系统。

[0006] 车联网云端：车联网系统分为云端和车机端TBOX。云端作为网络平台，通过手机信

号来中转用户APP指令和来自TBOX的信息。

[0007] 车机端(TBOX)：简称TBOX，是装配在车辆中的车联网系统控制器，负责收集车辆信

息传递给用户，同时接收来自云端的用户指令并传达至车辆中的各功能控制器来控制车

辆。

[0008] 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简称PEPS，通过安装在车内的低频天线来感应智能钥匙、

或者接受车联网TBOX指令实现身份认证，然后在车辆发动机状态、电子手刹状态等满足要

求的情况下向发动机电控单元发送启动或者熄火指令。

[0009] 发动机电控单元：通过安装在发动机上的各个传感器来收集发动机转速、水温等

信息及监测故障；接收无钥匙启动系统的指令来控制发动机启动或熄火。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车辆远程启动功能的控制方法，增加对车辆状态的监

测，同时在保证防盗性的前提下提高用户体验。

[0011]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车辆远程启动功能的控制方法，其包括：由

用户端手机APP经车联网系统向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发出远程启动指令，其还包括：所述无

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远程启动的控制；所述远程启动的条件包括且需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

件：档位处于P档，电子手刹拉起，电子转向管柱锁解锁，燃油不足报警关闭，发动机故障报

警关闭，和变速箱故障报警关闭。

[0012] 本发明优化了远程启动的判断和管理，考虑到车辆是否会因远程启动发生移动导

致交通事故，以及车辆自身条件是否适合发动机，该逻辑通过PEPS不断监测车辆多种状态，

来保护车辆、增加安全性，通过优化用户接管车辆逻辑来提高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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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作为远程启动的控制的进一步的改进，当所述远程启动的条件成立时，所述无钥

匙启动系统PEPS切换至远程启动模式并发送启动请求至发动机电控单元，所述发动机电控

单元控制启动发动机；当所述远程启动的条件不成立时，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反馈车

辆状态为不满足远程启动条件。

[0014] 作为进一步改进，其还包括在远程启动状态下，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自动

熄火的控制；所述自动熄火的条件包括以下任一条件:机油压力过高,发动机水温过高,燃

油不足,发动机故障,变速箱故障,车速＞4km/h,或远程启动时间超过15分钟。

[0015] 作为自动熄火的控制的进一步改进，当所述自动熄火的条件成立时，所述无钥匙

启动系统PEPS切换至本地模式并发送熄火指令至发动机电控单元，所述发动机电控单元控

制发动机熄火；当所述自动熄火的条件不成立时，车辆处于远程启动状态下。

[0016]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其还包括在远程启动状态下，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用

户接管车辆的控制；所述用户接管车辆的条件包括以下任一条件：任意门关信号，刹车踏板

信号，或档位由P档变为其他换挡信号。

[0017] 作为用户接管车辆的控制的进一步改进，当所述所述用户接管车辆的条件成立

时，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钥匙进行认证；当所述钥匙认证成功后，保持所述无钥匙启

动系统PEPS电源状态并切换至本地模式；允许用户接管车辆。

[0018]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当所述用户接管车辆的条件为所述任意门关信号或所述刹车

踏板信号且成立时，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将先搜索车内智能钥匙并判断感应的所述智

能钥匙的合法性；当所述智能钥匙为合法时，然后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钥匙进行认

证；当所述智能钥匙为违法时，车辆处于远程启动状态下。

[0019]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当出现所述档位由P档变为其他换挡信号时，直接进行所述无

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钥匙进行认证；且当所述钥匙认证失败后，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

切换至本地模式并发送熄火指令至发动机电控单元，所述发动机电控单元控制发动机熄

火。

[0020] 本发明的重点在于更加符合车辆状态、驾驶员驾驶行为和驾驶习惯特点，将允许

启动的条件、自动熄火条件和用户接管车辆的条件清晰明了化，增加了部分允许启动条件，

增加了远程启动下自动熄火的条件，并重新设计用户接管车辆逻辑，以尽可能的在保证远

程启动功能安全性、便捷性的同时，优化用户体验。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远程启动流程控制图；

[0022] 图2为自动熄火流程控制图；

[0023] 图3为用户接管车辆流程控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至3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车辆远程启动功能的控制方法，其包括：由用户端

手机APP经车联网系统向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发出远程启动指令，其还包括：所述无钥匙启

动系统PEPS对远程启动的控制；所述远程启动的条件包括且需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档

位处于P档，电子手刹拉起，电子转向管柱锁解锁，燃油不足报警关闭，发动机故障报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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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和变速箱故障报警关闭。

[0025] 本发明优化了远程启动的判断和管理，考虑到车辆是否会因远程启动发生移动导

致交通事故，以及车辆自身条件是否适合发动机，该逻辑通过PEPS不断监测车辆多种状态，

来保护车辆、增加安全性，通过优化用户接管车辆逻辑来提高用户体验。

[0026] 作为远程启动的控制的进一步的改进，当所述远程启动的条件成立时，所述无钥

匙启动系统PEPS切换至远程启动模式并发送启动请求至发动机电控单元，所述发动机电控

单元控制启动发动机；当所述远程启动的条件不成立时，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反馈车

辆状态为不满足远程启动条件。

[0027] 作为进一步改进，其还包括在远程启动状态下，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自动

熄火的控制；所述自动熄火的条件包括以下任一条件:机油压力过高,发动机水温过高,燃

油不足,发动机故障,变速箱故障,车速＞4km/h,或远程启动时间超过15分钟。

[0028] 作为自动熄火的控制的进一步改进，当所述自动熄火的条件成立时，所述无钥匙

启动系统PEPS切换至本地模式并发送熄火指令至发动机电控单元，所述发动机电控单元控

制发动机熄火；当所述自动熄火的条件不成立时，车辆处于远程启动状态下。

[0029]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其还包括在远程启动状态下，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用

户接管车辆的控制；所述用户接管车辆的条件包括以下任一条件：任意门关信号，刹车踏板

信号，或档位由P档变为其他换挡信号。

[0030] 作为用户接管车辆的控制的进一步改进，当所述所述用户接管车辆的条件成立

时，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钥匙进行认证；当所述钥匙认证成功后，保持所述无钥匙启

动系统PEPS电源状态并切换至本地模式；允许用户接管车辆。

[0031]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当所述用户接管车辆的条件为所述任意门关信号或所述刹车

踏板信号且成立时，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将先搜索车内智能钥匙并判断感应的所述智

能钥匙的合法性；当所述智能钥匙为合法时，然后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钥匙进行认

证；当所述智能钥匙为违法时，车辆处于远程启动状态下。

[0032]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当出现所述档位由P档变为其他换挡信号时，直接进行所述无

钥匙启动系统PEPS对钥匙进行认证；且当所述钥匙认证失败后，所述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

切换至本地模式并发送熄火指令至发动机电控单元，所述发动机电控单元控制发动机熄

火。

[0033] 本发明的重点在于更加符合车辆状态、驾驶员驾驶行为和驾驶习惯特点，将允许

启动的条件、自动熄火条件和用户接管车辆的条件清晰明了化，增加了部分允许启动条件，

增加了远程启动下自动熄火的条件，并重新设计用户接管车辆逻辑，以尽可能的在保证远

程启动功能安全性、便捷性的同时，优化用户体验。

[0034] 远程启动功能由用户端手机APP、车联网系统、无钥匙启动系统PEPS、发动机电控

单元等模块配合工作实现。此功能可以允许车主在远离车辆的近况下，通过手机发送指令

控制车辆发动机进行启动，为车内空调系统制冷、采暖提供动力，以便在严寒或酷暑天气时

提前将车内温度调节到舒适范围，同时允许用户在携带合法钥匙的状态下直接接管使用车

辆，大大提高了用户使用车辆的舒适性和便利性。但是由于车辆是在无人的状态下进行启

动，车辆是否会因远程启动发生移动导致交通事故，以及车辆自身条件是否不适合发动机，

就需要有控制模块来进行判断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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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如图1所示，在本发明的远程启动控制方法中，允许执行远程启动条件(需同时满

足)：档位处于P档；电子手刹拉起；电子转向管柱锁解锁；没有燃油不足报警；没有发动机故

障报警；没有变速箱故障报警。

[0036] 如图2所示，在本发明的在远程启动状态下自动熄火控制方法中，在远程启动状态

下，自动熄火条件(任意触发即执行)：机油压力过高；发动机水温过高；燃油不足；发动机故

障；变速箱故障；车速＞4km/h；远程启动时间超过15分钟。

[0037] 在如图3所示，在本发明的在远程启动状态下用户接管车辆方法。车辆处于远程启

动状态时，若检测到任意门关信号或刹车踏板信号时，PEPS搜索车内合法钥匙并记录当前

钥匙有效状态，有效则直接转入本地模式、用户接管车辆，无效不执行任何动作；若检测到

档位从P档变为非P档，立即判断当前钥匙有效状态，若有效则直接转入本地模式、用户接管

车辆，若无效自动熄火。

[0038] 应了解本发明所要保护的范围不限于非限制性实施方案，应了解非限制性实施方

案仅仅作为实例进行说明。本申请所要要求的实质的保护范围更体现于独立权利要求提供

的范围，以及其从属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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