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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警示系统及其工作方法提供了一

种自动识别车内生物，并能向相关人员发出提示

信号的智能警示系统及其工作方法。包括视频成

像模块、主控模块、通信模块和车身控制模块，所

述视频成像模块包括车内摄像头和车外摄像头，

所述车内摄像头为红外热成像摄像头；所述主控

模块处理和分析所述视频成像模块采集的视频

数据，并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向所述车身控制模块

发送信号；所述通信模块用于所述主控模块和所

述车身控制模块之间的信号传输；所述车身控制

模块接收主控模块发出的报警信号进行报警。本

系统一旦发现有人或动物被遗留在车内，将发出

警示提醒离开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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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警示系统的工作方法，智能警示系统包括视频成像模块、主控模块、通信模

块和车身控制模块，所述视频成像模块包括车内摄像头和车外摄像头，所述车内摄像头为

红外热成像摄像头，用于采集车内的生物信号并输送给所述主控模块进行处理，所述车外

摄像头用于采集车外的景象；

所述主控模块处理和分析所述视频成像模块采集的视频数据，并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向

所述车身控制模块发送信号；所述通信模块用于所述主控模块和所述车身控制模块之间的

信号传输；所述车身控制模块接收主控模块发出的报警信号进行报警；

还包括拨号模块，所述拨号模块与所述主控模块通过通信模块进行信号传输，所述拨

号模块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向所述主控模块存储电话号码，所述主控模块通过通信模块向拨

号模块发出拨号信号；

还包括温度传感器，监测车内温度并将结果发送给主控模块；

还包括加速度传感器，所述加速度传感器安装车内前后座椅或脚垫下，用于监测加速

度信号，并将结果发送给主控模块；

还包括时钟，所述时钟连接所述主控模块，定时启动本系统；

还包括GPS模块，所述GPS模块用于车辆定位；

所述车身控制模块在主控模块的控制下发出闪光或报警声；

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为小型车，所述工作方法为：

1）、当主控模块检测到车辆发动机关闭、电子锁上锁，系统开始工作；

2）、车内摄像头和加速度传感器采集车内生物信号，检测车内是否有人或动物，如果没

有，系统关闭；如果有，主控模块根据红外图像处理结果判断车内是否有大人；

3a）、如果车内至少有一名大人，则判断大人的状态；

3a.1）、如果大人处于活动状态，则根据日期及车内外温度决定季节模式，如果处于春、

秋、冬季，鸣笛、闪灯15秒；如果处于夏季，鸣笛、闪灯15秒的同时，将车窗下降1cm；

3a.2）、如果大人处于静止状态，则根据日期及车内外温度决定季节模式，如果处于春、

秋、冬季，鸣笛、闪灯15秒，通过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车主未接或接通15分钟内车门未解

锁，则110通知警方并定位；如果处于夏季，鸣笛、闪灯15秒车窗下拉1cm，通过拨号模块电话

通知车主，车主未接或接通15分钟内车门未解锁，则110通知警方并定位；

3b）、如果车内无大人并至少有一个小孩，则判断车内小孩的状况；

3b.1）、如果小孩均处于活动状态，则根据日期及车内外温度决定季节模式，如果处于

春、秋、冬季，鸣笛、闪灯15秒，通过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车主未接或接通15分钟内车门

未解锁，则110通知警方并定位；如果处于夏季，鸣笛、闪灯15秒车窗下降1cm，通过拨号模块

电话通知车主，车主未接或接通15分钟内车门未解锁，则110通知警方并定位；

3b.2）、如果有至少一人静止，则根据日期及车内外温度决定季节模式，如果处于春、

秋、冬季，鸣笛、闪灯15秒，通过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并110通知警方并定位；如果处于夏

季，鸣笛、闪灯15秒，车窗下降1cm，通过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并110通知警方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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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警示系统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车内生物识别系统，尤其涉及一种车内生物识别的智能警示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社会，私家车越来越普及，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也越来越喜欢开车外出游

玩、办事。私家车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同时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7月份

国内至少发生9起被媒体报道的“儿童被留车内”事件，而上半年，类似事件在全国至少发生

了13起，其中至少有5名孩子死亡。大部分事情的经过总是相似的：晴朗的一天，司机因为琐

事而分心，然后被转移了注意力，将孩子长久地留在了车内。上海市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

程师的一份研究报告《幼儿园校车闷死小孩事件与气温条件》曾指出，一旦气温超过26℃，

独自留在车内的儿童就可能遭遇致命的车内热射病，即因体内热量过度积蓄而引发神经器

官受损，直至死亡。报告介绍，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当气温达到35℃时，阳光照射15分钟，封

闭车厢里温度就能升至65℃，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上半小时就能致命。

[0003] 发生这类事故的主要原因除了大人的疏忽，儿童自救能力差也是很大的一方面。

为了减少甚至避免此类悲剧，除了要培养孩子的自救能力外，开发一种能对车内生物进行

自动识别并智能警示大人的系统，显得非常必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以上问题，提供了一种自动识别车内生物，并能向相关人员发出提示

信号的智能警示系统。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智能警示系统，包括视频成像模块、主控模块、通信模块和车身控制模块，所

述视频成像模块包括车内摄像头和车外摄像头，所述车内摄像头为红外热成像摄像头，用

于采集车内的生物信号并输送给所述主控模块进行处理，所述车外摄像头用于采集车外的

景象；

[0007] 所述主控模块处理和分析所述视频成像模块采集的视频数据，并通过所述通信模

块向所述车身控制模块发送信号；

[0008] 所述通信模块用于所述主控模块和所述车身控制模块之间的信号传输；

[0009] 所述车身控制模块接收主控模块发出的报警信号进行报警。

[0010] 还包括拨号模块，所述拨号模块与所述主控模块通过通信模块进行信号传输，所

述拨号模块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向所述主控模块存储电话号码，所述主控模块通过通信模块

向拨号模块发出拨号信号。

[0011] 还包括温度传感器，监测车内温度并将结果发送给主控模块。

[0012] 还包括加速度传感器，所述加速度传感器安装车内前后座椅或脚垫下，用于监测

加速度信号，并将结果发送给主控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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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还包括时钟，所述时钟连接所述主控模块，定时启动本系统。

[0014] 还包括GPS模块，所述GPS模块用于车辆定位。

[0015] 所述车身控制模块在主控模块的控制下发出闪光或报警声。

[0016] 一种智能警示系统的工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7] 1）、当主控模块检测到车辆发动机关闭、电子锁上锁，系统开启；

[0018] 2）、车内摄像头采集车内生物信号，检测车内是否有人或动物，如果没有，系统关

闭；如果有，主控模块控制车身控制模块发出警报：闪灯、鸣笛10~20秒；

[0019] 3）、判断车门是否解锁，如果解锁，系统工作结束，如果没有解锁，进入步骤4）；

[0020] 4）、车外摄像头结合GPS模块采集车辆的位置信息，由主控模块判断车辆是否处于

安全区域，如果处于安全区域，则进入步骤5），如果处于非安全区域，则进入步骤6）；

[0021] 5）、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12~18分钟内车门仍未解锁，拨号模块则110通知警

方，警方通过短信回复打开车门；

[0022] 6）、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12~18分钟内车门仍未解锁，拨号模块则110通知警

方；

[0023] 7）、温度传感器持续监测车内温度，如果温度超过危险温度，主控模块将控制车身

控制模块将车窗下降1~5cm。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系统通过视频成像模块检测当发动机关闭、电子锁上锁

后车内是否有人或动物，一旦发现有人或动物被遗留在车内，将发出警示提醒离开的人员；

如果离开的人员未关注到警示信号，本系统将通过拨号模块向相关人员发送语音提醒，直

至车门解锁。本发明可有效提醒相关人员避免儿童或宠物被遗留在车内，保护其生命安全。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系统结构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的工作流程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的第一种实施例的工作流程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的第二种实施例的工作流程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的第二种实施例步骤3a的工作流程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的第二种实施例步骤3b的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具体说明。

[0032]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一种智能警示系统，包括视频成像模块、主控模块MCU、通信

模块和车身控制模块BCM，所述视频成像模块包括车内摄像头和车外摄像头，所述车内摄像

头为红外热成像摄像头，用于采集车内的生物信号并输送给所述主控模块进行处理，红外

热成像摄像头通过接收物体发出的红外线，据温度的微小差异来找出温度的异常点，并将

温差转换成实时视频图像显示出来，主控模块根据红外图像处理结果判断车内是否有人或

动物；

[0033] 所述车外摄像头用于采集车外的景象；

[0034] 所述主控模块处理和分析所述视频成像模块采集的视频数据，并通过所述通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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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向所述车身控制模块BCM发送指令信号；

[0035] 所述通信模块用于所述主控模块和所述车身控制模块之间的信号传输，具体地，

所述通信模块采用的是控制器局域网络CAN，它能进行大量数据的高速通信；

[0036] 所述车身控制模块接收主控模块发出的指令信号并进行报警，发出闪光（闪灯）或

报警声（鸣笛）10~20秒。

[0037] 本发明还包括拨号模块，所述拨号模块与所述主控模块通过通信模块进行信号传

输，所述拨号模块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向所述主控模块存储电话号码，所述主控模块通过通

信模块向拨号模块发出拨号信号。具体地，所述拨号模块我们采用行车记录仪来实现拨号

功能，随着技术的发展，行车记录仪已经不是单纯的摄像机、视频存储器了，人们对其增加

了众多新的功能，如GPS语音导航、MAP地图、WIFI网络、蓝牙等，而本发明用到的就是行车记

录仪的蓝牙拨号功能，将电话号码（包括110报警电话）存入行车记录仪中，在必要时，主控

模块MCU控制其向预先存入的电话号码进行拨号。

[0038] 还包括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车内温度并将结果发送给主控模块；我们可以事先

在主控模块中设置危险温度，如30~50℃，当车内温度超过危险温度时，主控模块将控制车

身控制模块将车窗下降，使车内通风透气，以避免车内人员缺氧、中暑等。

[0039] 还包括加速度传感器，所述加速度传感器为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安装在车内前后

座椅或脚垫下，用于监测加速度信号，加速度传感器将加速度信号发送给主控模块，配合车

内摄像头判断车内是否有人或动物，防止误判。

[0040] 本发明还包括GPS模块，所述GPS模块用于车辆定位，配合车内摄像头，主控模块可

以判断车辆处于非安全区域（道路上）还是安全区域（如停车场、小区）。

[0041] 进一步地，本发明还包括时钟，所述时钟连接所述主控模块，对系统进行定时启动

（如30秒~3分钟启动一次），以节约电能。

[0042] 图2是本发明的工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3] 1）、当主控模块检测到车辆发动机关闭、电子锁上锁，系统开启；

[0044] 2）、车内摄像头和加速度传感器采集车内生物信号，检测车内是否有人或动物，如

果没有，系统关闭；如果有，主控模块控制车身控制模块发出警报：闪灯、鸣笛10~20秒；

[0045] 3）、判断车门是否解锁，如果解锁，系统工作结束，如果没有解锁，进入步骤4）；

[0046] 4）、车外摄像头结合GPS模块采集车辆的位置信息，由主控模块判断车辆是否处于

安全区域，如果处于安全区域，则进入步骤5），如果处于非安全区域，则进入步骤6）；

[0047] 5）、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12~18分钟内车门仍未解锁，拨号模块则110通知警

方，警方通过短信回复打开车门；

[0048] 6）、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12~18分钟内车门仍未解锁，拨号模块则110通知警

方；

[0049] 7）、温度传感器持续监测车内温度，如果温度超过危险温度，主控模块将控制车身

控制模块将车窗下降1~5cm。

[0050] 图3是本发明用在大型车如校车、旅游车的场合，工作流程为：

[0051] 1）、当主控模块检测到车辆发动机关闭、电子锁上锁，系统开始工作；

[0052] 2）、车内摄像头和加速度传感器采集车内生物信号，检测车内是否有人或动物，如

果没有，系统关闭；如果有，主控模块根据红外图像处理结果判断车内生物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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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3a）、如果车内生物均处于活动状态，判断车是在停车场等安全区域还是路边等非

安全区域：

[0054] 3a.1）、如果在安全区域，则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15分钟内车锁无动作则110通

知警方，警方可通过短信回复打开车门；

[0055] 3a.2）、如果在非安全区域，则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15分钟内车锁无动作则110

通知警方；

[0056] 3b）、如果车内至少有一人静止，判断车是在停车场等安全区域还是路边等非安全

区域：

[0057] 3b.1）、如果在安全区域，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并同时通知警方，警方可通过短

信回复打开车门；

[0058] 3b.2)、如果在非安全区域，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并同时通知警方。

[0059] 图4-6是本发明用在家用轿车等小型车的场合，工作流程为：

[0060] 1）、当主控模块检测到车辆发动机关闭、电子锁上锁，系统开始工作；

[0061] 2）、车内摄像头和加速度传感器采集车内生物信号，检测车内是否有人或动物（如

果有孩童、动物在锁在车内，孩童会发出较为强烈的蹦跳、挣扎动作，进而触发加速度传感

器），如果没有，系统关闭；如果有，主控模块根据红外图像处理结果判断车内是否有大人；

[0062] 3a）、如果车内至少有一名大人，则判断大人的状态；

[0063] 3a .1）、如果大人处于活动状态，则根据日期及车内外温度决定季节模式，如果处

于春、秋、冬季，鸣笛、闪灯15秒；如果处于夏季，鸣笛、闪灯15秒的同时，将车窗下降1cm；

[0064] 3a .2）、如果大人处于静止状态，则根据日期及车内外温度决定季节模式，如果处

于春、秋、冬季，鸣笛、闪灯15秒，通过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车主未接或接通15分钟内车

门未解锁，则110通知警方并定位；如果处于夏季，鸣笛、闪灯15秒车窗下拉1cm，通过拨号模

块电话通知车主，车主未接或接通15分钟内车门未解锁，则110通知警方并定位；

[0065] 3b）、如果车内无大人并至少有一个小孩，则判断车内小孩的状况；

[0066] 3b.1）、如果小孩均处于活动状态，则根据日期及车内外温度决定季节模式，如果

处于春、秋、冬季，鸣笛、闪灯15秒，通过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车主未接或接通15分钟内

车门未解锁，则110通知警方并定位；如果处于夏季，鸣笛、闪灯15秒车窗下降1cm，通过拨号

模块电话通知车主，车主未接或接通15分钟内车门未解锁，则110通知警方并定位；

[0067] 3b.2）、如果有至少一人静止，则根据日期及车内外温度决定季节模式，如果处于

春、秋、冬季，鸣笛、闪灯15秒，通过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并110通知警方并定位；如果处于

夏季，鸣笛、闪灯15秒，车窗下降1cm，通过拨号模块电话通知车主并110通知警方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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