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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

全保护装置，包括依次相连的探测模块、ZigBee

通信模块、报警模块。其中ZigBee通信模块包括

一个ZigBee协调器节点、n个ZigBee终端节点，探

测模块包括n个红外传感器和n个距离传感器，报

警模块包括n+1个蜂鸣器LED灯模块；ZigBee协调

器节点与n+1个蜂鸣器LED灯模块中的其中一个

蜂鸣器LED灯模块相连，每一个ZigBee终端节点

均与一个探测模块、一个蜂鸣器LED灯模块相连。

本发明能够实现提前预警，及时保护儿童安全，

装置的成本低、可靠性高、体积小方便携带、安装

简单，适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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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相连的探测模块、

ZigBee通信模块、报警模块；所述ZigBee通信模块包括一个ZigBee协调器节点、n个ZigBee

终端节点，探测模块包括n个红外传感器和n个距离传感器，报警模块包括n+1个蜂鸣器LED

灯模块；所述ZigBee协调器节点与n+1个蜂鸣器LED灯模块中的其中一个蜂鸣器LED灯模块

相连，每一个ZigBee终端节点均与一个探测模块、一个蜂鸣器LED灯模块相连；

所述探测模块，用于探测是否有人体靠近ZigBee通信模块中的ZigBee终端节点，以及

探测人体与该ZigBee终端节点的距离，并将探测到的信号传送至其对应的ZigBee终端节

点；

所述ZigBee通信模块，用于无线信号的传输，并控制蜂鸣器LED灯模块进行报警；其中，

所述ZigBee终端节点将其接收到的对应的探测模块输出的信号传输至ZigBee协调器节点，

ZigBee终端节点和ZigBee协调器节点分别控制其对应的蜂鸣器LED灯模块进行报警；

所述报警模块，用于进行报警提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ZigBee

通信模块采用CC2530芯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传

感器为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热释电

红外传感器采用RE200B。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距离传

感器为红外测距传感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测

距传感器采用KTR-GP2D1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ZigBee

模块采用星型或树形或网状形拓扑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每个

ZigBee终端节点对应的蜂鸣器LED灯模块中的蜂鸣器的发声频率、音调高低根据人体距离

该终端节点的距离发生变化，距离越近，发声频率、音调越高；距离越远，发声频率、音调越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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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儿童安全防护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儿童的问题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方面，孩子的家长工作非

常繁忙，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在照顾小孩方面很多时候显得时间不够；另一方面，原来社会

那种三代同堂，父母上班，爷爷奶奶带孙女的家庭也越来越少，甚至有的爷爷奶奶还要上

班，更多的家庭是请保姆照顾小孩，而这又带来了更多的担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

发展，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都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并且会精装修和购置较多的家具家电，这

又有了更多的安全隐患：如电冰箱、马桶盖、抽屉与衣柜门、桌椅和茶几等的边角、电源插座

等等。而这些伤害原本是可以预防的，但大多数的儿童发生意外的原因是由于看护人看护

不当所造成，大部分父母在看护儿童时并不能做到将百分之百的注意力放在看护上面，一

旦疏忽，就会导致不可挽救的后果。

[0003] 目前市场上的儿童防护产品主要集中在儿童安全座椅、儿童安全包装、儿童安全

锁等，此类儿童防护产品，大多集中于被动的防护，没有提前的预警机制；同时防护产品体

积巨大，不方便安装与随身携带，往往由于本身所带来的设计缺陷在会在保护儿童的过程

中不能发挥完全的保护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

[0005]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解决方案为：一种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包

括依次相连的探测模块、ZigBee通信模块、报警模块；ZigBee通信模块包括一个ZigBee协调

器节点、n个ZigBee终端节点，探测模块包括n个红外传感器和n个距离传感器，报警模块包

括n+1个蜂鸣器LED灯模块；ZigBee协调器节点与n+1个蜂鸣器LED灯模块中的其中一个蜂鸣

器LED灯模块相连，每一个ZigBee终端节点均与一个探测模块、一个蜂鸣器LED灯模块相连；

[0006] 所述探测模块，用于探测是否有人体靠近ZigBee通信模块中的ZigBee终端节点，

以及探测人体与该ZigBee终端节点的距离，并将探测到的信号传送至其对应的ZigBee终端

节点；

[0007] 所述ZigBee通信模块，用于无线信号的传输，并控制蜂鸣器LED灯模块进行报警；

其中，所述ZigBee终端节点将其接收到的对应的探测模块输出的信号传输至ZigBee协调器

节点，ZigBee终端节点和ZigBee协调器节点分别控制其对应的蜂鸣器LED灯模块进行报警；

[0008] 所述报警模块，用于进行报警提醒。

[000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显著优点为：1)本发明中热释电红外传感器、距离传感

器的结合能够提前探测儿童是否接近危险物品，之后通过ZigBee通信模块控制蜂鸣器LED

灯模块进行报警，实现提前预警机制；2)本发明成本低，可靠性高，适用范围广；3)本发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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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小巧，方便携带，安装简单，何时何地均可以随时安装。

[001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设计示意图。

[0012] 图2是本发明儿童安全保护装置的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工作流程图。

[0013] 图3是本发明儿童安全保护装置的ZigBee协调器节点处蜂鸣器LED灯工作流程图。

[0014] 图4是本发明儿童安全保护装置的ZigBee终端节点处蜂鸣器LED灯工作流程图。

[0015]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设计示意图。

[0016]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监测视角图，其中(a)为传感器俯视图，

(b)为X轴探测角度图，(c)为Y轴探测角度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结合图1，本发明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包括依次相连的探测模块、

ZigBee通信模块、报警模块；ZigBee通信模块包括一个ZigBee协调器节点、n个ZigBee终端

节点，探测模块包括n个红外传感器和n个距离传感器，报警模块包括n+1个蜂鸣器LED灯模

块；ZigBee协调器节点与n+1个蜂鸣器LED灯模块中的其中一个蜂鸣器LED灯模块相连，每一

个ZigBee终端节点均与一个探测模块、一个蜂鸣器LED灯模块相连。

[0018] 探测模块，用于探测是否有人体靠近ZigBee通信模块中的ZigBee终端节点，以及

探测人体与该ZigBee终端节点的距离，并将探测到的信号传送至其对应的ZigBee终端节

点；

[0019] ZigBee通信模块，用于无线信号的传输，并控制蜂鸣器LED灯模块进行报警；其中，

ZigBee终端节点将其接收到的对应的探测模块输出的信号传输至ZigBee协调器节点，

ZigBee终端节点和ZigBee协调器节点分别控制其对应的蜂鸣器LED灯模块进行报警；

[0020] 报警模块，用于进行报警提醒。

[0021] 进一步地，红外传感器为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为了仅仅对人体的红外辐射敏感，在

它的辐射照面通常覆盖有特殊的菲涅尔滤光片，使环境的干扰受到明显的控制作用。被动

红外探头，其传感器包含两个互相串联或并联的热释电元。而且制成的两个电极化方向正

好相反，环境背景辐射对两个热释元件几乎具有相同的作用，使其产生释电效应相互抵消，

于是探测器无信号输出。结合图2，一旦人侵入探测区域内，人体红外辐射通过部分镜面聚

焦，并被热释电元接收，但是两片热释电元接收到的热量不同，热释电也不同，不能抵消，经

信号处理后将信息置为有人的信号，发给与之相连的ZigBee终端节点；为应对不小心闯入

危险区域而后退出的状况，设置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循环工作，若未断电，则不断检测并更新

信号。

[0022] 进一步地，距离传感器采用红外测距传感器。根据传感器到被测物体之间的距离

不同，输出相应的电压，通过相应的换算值来得到距离数据。

[0023] 进一步地，ZigBee模块采用星型或树形或网状形拓扑结构，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

景。其中星型网络结构简单，易于扩展，故障诊断和隔离容易，适用于面积较小的场景；树形

拓扑包括一个协调器以及一系列的路由器和终端节点，协调器连接一系列的路由器和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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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子节点的路由器也可以连接一系列的路由器和终端节点，可重复多个层级；网状拓扑

包含一个协调器和一系列路由器和终端节点。网状网络拓扑具有更加灵活的信息路由规

则，信息的通讯更有效率，而且一旦一个路由路径出现了问题，信息可以自动的沿着其他的

路由路径进行传输，该拓扑结构还可以组成极为复杂的网络；网络还具备自组织、自愈功

能。树形和网状性网络适用于结构复杂、面积相对较大的场景。

[0024] 进一步地，每个ZigBee终端节点对应的蜂鸣器LED灯模块中的蜂鸣器的发声频率、

音调高低根据人体距离终端节点的距离发生变化，距离越近，发声频率、音调越高，达到紧

急报警的效果；距离越远，发声频率、音调越低。

[0025] 结合图3、图4，ZigBee协调器节点处、ZigBee终端节点处蜂鸣器LED灯工作原理如

下：分别使用ZigBee协调器节点、终端节点控制蜂鸣器、LED，三极管驱动起开关作用，其基

极的高电平使三极管饱和导通，使蜂鸣器发声；而基极低电平则使三极管关闭，蜂鸣器停止

发声，保证了声音强度和高亮LED的亮度。此蜂鸣器采用PWM输出口直接驱动。利用微处理器

发出的信号输出一定的方波来直接驱动蜂鸣器。只要打开PWM输出，PWM输出口就能输出该

频率的方波，利用该波形驱动蜂鸣器。对于ZigBee协调器处的蜂鸣器LED灯模块，在其接收

到ZigBee协调器的控制信号后，三极管驱动蜂鸣器发声，LED灯发亮，直到家长找到儿童所

在位置后手动关闭该模块；对于ZigBee终端节点处的蜂鸣器LED灯模块，根据其接收到的

ZigBee终端节点传来的实时控制信号后，控制蜂鸣器LED灯的工作状态，来应对不小心闯入

危险区域而后退出的状况。

[0026] 在使用时，ZigBee终端节点同探测模块与报警模块相连，安置在对于儿童来说易

发生危险的地方，比如窗户、电源插座、锅炉等地方，用于监测是否有儿童靠近，一经靠近，

则终端发出报警声警告儿童远离；同时，ZigBee协调器节点同报警模块相连，安放在家长

端，当ZigBee终端节点发出报警声时，为防止此刻家长距离该报警处距离太远而听不到，

ZigBee协调器节点处的报警器也会发声，提醒家长立刻赶往报警处，查看儿童安全。根据不

同的适用场景，终端节点与协调器节点间的通信可采用不同的拓扑结构。

[0027] 当儿童进入危险区域时，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人闯入，向终端节点发送信

号，终端节点判断为有人信号后，驱动终端处蜂鸣器LED等模块报警，发送信号给协调器节

点；同时红外测距传感器检测儿童距离该装置的距离，根据距离的远近改变蜂鸣器LED灯模

块的发声频率与音调高低，距离越近，声音越急促，起到紧急的作用；协调器节点接收到有

人信号后，驱动协调器端蜂鸣器LED灯报警，通知家长儿童进入危险区域，直到家长赶到该

危险区域确认孩子无危险后，方可手动关闭报警装置，否则在此期间报警器一直发声。若儿

童又退出危险区域，则传感器不断检测同时更新状态，发送给终端节点，终端节点判断为无

人后，则驱动蜂鸣器LED灯模块停止报警，但是一旦ZigBee终端节点发送有人信号，协调器

接收到信号后便控制对应的蜂鸣器LED灯模块开始报警，无论是儿童进入危险区域还是进

入后又退出的情况，协调器处报警装置都会报警，直到家长去查看情况确认安全才可手动

关闭协调器处报警装置。

[002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9] 实施例

[0030] 结合图5，本实施例中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包括依次相连的探测模

块、ZigBee通信模块、报警模块。ZigBee通信模块包括一个ZigBee协调器节点、2个ZigBee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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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节点，探测模块包括2个红外传感器和2个距离传感器，报警模块包括3个蜂鸣器LED灯模

块；ZigBee协调器节点与3个蜂鸣器LED灯模块中的其中一个蜂鸣器LED灯模块相连，每一个

ZigBee终端节点均与一个探测模块、一个蜂鸣器LED灯模块相连。

[0031] 在本实施例中，热释电红外传感器采用RE200B，其技术参数为：基片厚度0.5mm；工

作波长7-14μm；平均透过率>75％；输出信号>2.5V(1Hz调制频率，0.3-3.0Hz带宽，72.5db增

益)；噪声<200mV(mVp-p)(25℃)；平衡度<20％；工作电压2.2-15V；工作电流8.5-24μA；(VD

＝10V,Rs＝47kΩ,25℃)；源极电压0.4-1.1V(VD＝10V,Rs＝47kΩ,25℃)；工作温度-20℃-

+70℃；保存温度-35℃-+80℃；视场139°×126°如图6所示；使用外部中断模式接口。

[0032] 红外测距传感器采用KTR-GP2D12，其工作参数为：电源输入：9～24V；输入电流：<

50mA；测量距离1～5m；工作温度：0℃-+60℃；保存温度-40℃-+70℃。

[0033] 报警模块采用多晶片集成电路(SOT塑封装)，此集成电路采用金丝球焊接，性能稳

定；电压：4--8VDC；最大电流：<30MA/5VDC；最小声压：>85db/10cm；谐振频率2500+--300HZ；

工作温度：-20～70度；重量：2g。

[0034] ZigBee通信模块采用CC2530芯片，该芯片集成8051处理器，工作频段为868/915MH

及2.4GHz，传输距离为10m-75m，传输速率为40kbit-250Kbit，最多支持节点数65535个，工

作时最大功耗为1-3mw。

[0035] 本实施例中，2个ZigBee终端节点分别安装在窗户、电源插座，ZigBee协调器节点

由家长随身携带。当儿童自由玩耍靠近窗户时，安装在窗户的ZigBee终端节点对应的蜂鸣

器LED灯模块会发出报警，儿童靠近窗户越近，报警声越急促，与此同时，处于家长端的蜂鸣

器LED灯模块同时报警，直至家长赶到危险区域并手动关闭ZigBee协调器节点对应的蜂鸣

器LED灯模块为止。当儿童自由玩耍靠近电源插座时，安装在电源插座的ZigBee终端节点对

应的蜂鸣器LED灯模块会发出报警，儿童靠近电源插座越近，报警声越急促，与此同时，处于

家长端的蜂鸣器LED灯模块同时报警，直至家长赶到危险区域并手动关闭ZigBee协调器节

点对应的蜂鸣器LED灯模块为止。

[0036] 本发明的基于红外探测的儿童安全保护装置可以实现对儿童接近危险区域进行

提前预警，并通知其监护人，辅助监护人看护儿童安全。本发明相对于目前市面上的其他保

护产品，易安装、体积小方便携带，适用于多种场合，且成本低，适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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