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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及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

及其方法，属于汽车技术领域。它解决了现有的

技术检测不够准确的问题。本儿童留车安全保护

系统包括控制单元以及与控制单元连接的声音

传感器、运动探测器、空调控制器、发动机ECU和

车门锁传感器，控制单元还连接有车窗升降机

构；本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包括在车辆停放状

态下检测车内动静并判断车内是否有儿童，在判

断有儿童时，通过发动机ECU控制发动机点火启

动并控制变速器挡位锁止在P挡或空挡，通过空

调控制器控制空调进行制冷或制热，同时在预设

时间值内未接收到车门解锁信号时通过车窗升

降机构控制车窗下降预设高度。本保护系统及其

方法能够在车内遗忘有儿童时保护儿童的生命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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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包括控制单元(1)、声音传感器(4)、运动探测器(5)、空

调控制器(2)以及用于检测车门锁止信号或解锁信号的车门锁传感器(6)，所述声音传感器

(4)、运动探测器(5)和车门锁传感器(6)均与控制单元(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单元(1)

的输出端还连接有用于控制车窗升降高度的车窗升降机构(7)，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系统

还包括用于控制发动机启动并锁止变速器挡位的发动机ECU(3)，所述空调控制器(2)和发

动机ECU(3)均与控制单元(1)的输出端连接；所述保护系统还包括用于检测车门把手拉动

信号的触动开关(12)，所述触动开关(12)与控制单元(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单元(1)

接收到车内有儿童的信号后，在预设时间值内若车门锁传感器(6)仍未检测到车门解锁的

信号，在路人发现情况拉动车把手时，触动开关(12)将检测到的信号发送给控制单元(1)，

控制单元(1)控制车门解锁，确保儿童在有大人救助下才进行车门解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系统还包

括用于采集车内氧气浓度的氧气浓度传感器(8)，所述氧气浓度传感器(8)与控制单元(1)

的输入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调控制

器(2)还连接有用于检测车内温度信号的温度传感器(9)，所述空调控制器(2)用于根据温

度传感器(9)输送的车内温度信号控制空调进行制冷或制热以确保车内温度维持在预设温

度值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系统

还包括报警器(10)和用于在车内有儿童时向数据终端发送求救信息的GPS系统(11)，所述

报警器(10)和GPS系统(11)均与控制单元(1)的输出端连接。

5.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方法包括：在车辆停放状态下，

检测车内动静并判断车内是否有儿童，在判断有儿童时，通过控制单元(1)发出相应控制信

号给发动机ECU(3)和空调控制器(2)，通过发动机ECU(3)控制发动机点火启动并控制变速

器挡位锁止在P挡或者空挡，通过空调控制器(2)控制空调进行制冷或制热以维持车内温度

在预设温度值内，同时控制单元(1)在预设时间值内判断车门是否解锁打开，在预设时间值

内未接收到车门解锁信号时通过车窗升降机构(7)控制车窗下降预设高度，并在路人发现

情况拉动车把手时，触动开关(12)将检测到的信号发送给控制单元(1)，控制单元(1)控制

车门解锁，确保儿童在有大人救助下才进行车门解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方法还包

括通过声音传感器(4)和运动探测器(5)对车内环境进行持续检测，在检测到儿童哭声和运

动情况时判断车内有儿童，进而通过控制单元(1)发出相应控制信号进行儿童保护；在通过

声音传感器(4)和运动探测器(5)检测的信号判断车内无儿童时，通过氧气浓度传感器(8)

对车内的氧气浓度进行持续检测，在检测到氧气浓度变化时判断车内有儿童，进而通过控

制单元(1)发出相应控制信号进行儿童保护。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方法

还包括在发动机启动后通过GPS系统(11)向车主拨打电话或发送紧急信息，在预设时间值

内未接收到车门解锁打开信号时通过GPS系统(11)向报警中心拨打报警电话。

8.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方法

还包括在预设时间值内未接收到车门解锁打开信号时通过报警器(10)进行警报，在通过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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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开关(12)检测到有人拉动车门把手时控制单元(1)控制车门解锁外，同时还控制发动机

熄火、控制空调关闭以及解锁变速器挡位。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方法还包

括在第二预设时间值内，若触动开关(12)未接收到触动信号，控制单元(1)对氧气浓度传感

器(8)实时检测的车内氧气浓度进行判断，在检测的氧气浓度小于预设的氧气浓度临界值

时判断车内存在缺氧现象，控制单元(1)发出控制信号控制车窗全部下降并解锁车门、关闭

发动机、关闭空调以及解锁变速器挡位，同时通过GPS系统(11)向车主以及报警中心再次拨

打报警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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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汽车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私家车，然而，在

我国汽车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汽车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各大新闻都曾报到过

关于家长在夏天将小孩遗忘在车内，被车内不断攀升的气温活活热死事件，而且由于汽车

的密封性较高，即便儿童在车内哭闹，路过的行人也不易觉察到车内情况，最终造成悲剧的

发生。如果能有一种设备能够保护被遗忘在车内的小孩，那就会让此类令人痛楚的事件彻

底杜绝掉。

[0003]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现有的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儿童滞留车内智能救护系

统【申请号：CN201511026201.X】，包括信息采集系统、监测识别系统、控制系统、生命探测设

备及执行系统，信息采集系统用于采集发动机及车门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控制系统，控制系

统根据信息采集系统采集的信息判断汽车已经熄火且车门已经关闭后启动监测识别系统，

监测识别系统用于监控车内动静并将采集到的信息传递给控制系统，当控制系统根据监测

识别系统传来的信号判断车内可能滞留有儿童后，激活生命探测设备运转，当控制系统根

据生命探测设备采集的信息确认车内有生命体存在后，启动执行系统，由执行系统向外发

出求救信息。该智能救护系统虽然可以在车内有儿童滞留时及时作出判断，向外发出求救

信息，保障救援及时进行，但是该智能救护系统仍存在以下不足：

[0004] 1、安全保护可靠性不强，为了引起车外人员的注意并达到及时施救，通过报警系

统很难达到想要的效果，因为车外人员很难判断车辆的报警情况，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很难

进行及时施救。

[0005] 2、空调系统虽然能起到降温或升温的效果，但是在密闭的环境下，很容易导致缺

氧或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发生，安全性不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

统及其方法，该保护系统及其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车内遗忘有儿童时保护儿童

的生命安全。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包括声

音传感器、运动探测器和空调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系统还包括控制单元、用于控

制发动机启动并锁止变速器挡位的发动机ECU以及用于检测车门锁止信号或解锁信号的车

门锁传感器，所述声音传感器、运动探测器和车门锁传感器均与控制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

述空调控制器和发动机ECU均与控制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控制单元的输出端还连接有

用于控制车窗升降高度的车窗升降机构。

[0008] 本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的工作原理为：在车门锁传感器检测到车门锁止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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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车辆处于停放状态下时，车内安装的声音传感器和运动探测器对车内环境进行持续检

测，如果遇到车内有儿童的情况，声音传感器和运动探测器同时触发并向控制单元发送车

内有儿童的信号，控制单元接收到车内有儿童的信号后发出控制信号给发动机ECU和空调

控制器，通过发动机ECU控制发动机点火启动并控制变速器挡位锁止在P挡或者空挡，避免

儿童推动挡位造成不必要的安全事故，在发动机启动后，空调控制器控制空调进行制冷或

制热，以控制车内温度维持在舒适温度，保证儿童的生命安全；在预设时间值内若车门锁传

感器仍未检测到车门解锁的信号，即控制单元未接收到车门开启信号时，控制单元控制车

窗升降机构工作，以使车窗降低到预设高度，在保证儿童安全的同时也能保证车内的空气

流通，避免在空调作用下造成缺氧或一氧化碳中毒现象，同时也能使路过的行人易觉察到

车内情况，并及时对儿童进行救助，提高了滞留车内儿童的安全性。

[0009] 在上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中，所述保护系统还包括用于采集车内氧气

浓度的氧气浓度传感器，所述氧气浓度传感器与控制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氧气浓度传感器

的设置能够在儿童处于睡眠状态时，及时检测到车内有滞留儿童的情况，有效保证了儿童

的安全性。

[0010] 在上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中，所述空调控制器还连接有用于检测车内

温度信号的温度传感器，所述空调控制器用于根据温度传感器输送的车内温度信号控制空

调进行制冷或制热以确保车内温度维持在预设温度值内。温度传感器的设置能够保证车内

温度维持在舒适范围内，保证儿童的生命安全。

[0011] 在上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中，所述保护系统还包括报警器和用于在车

内有儿童时向数据终端发送求救信息的GPS系统，所述报警器和GPS系统均与控制单元的输

出端连接。在车窗开启的情况下，再经过报警器的报警能更快引起车外人员的注意并及时

获得施救，通过GPS系统向外发送救助信息，能够通知相关人员及时施救，保障车内儿童的

安全。

[0012] 在上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中，所述保护系统还包括用于检测车门把手

拉动信号的触动开关，所述触动开关与控制单元的输入端连接。在触动开关检测到车把手

被拉动的信号后，控制单元控制车门解锁，确保儿童在有大人救助下才进行车门解锁，避免

儿童乱走造成不必要的危险，提高了儿童的生命安全。

[0013] 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方法包括：在车辆停放状态

下，检测车内动静并判断车内是否有儿童，在判断有儿童时，通过控制单元发出相应控制信

号给发动机ECU和空调控制器，通过发动机ECU控制发动机点火启动并控制变速器挡位锁止

在P挡或者空挡，通过空调控制器控制空调进行制冷或制热以维持车内温度在预设温度值

内，同时控制单元在预设时间值内判断车门是否解锁打开，在预设时间值内未接收到车门

解锁信号时通过车窗升降机构控制车窗下降预设高度。

[0014] 本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的工作原理为：在车辆处于停放状态时实时检测车内动

静，进而及时判断车内是否有儿童，在有儿童时，控制发动机启动并锁止变速器挡位，避免

儿童不小心触碰到挡位杆而造成不必要的安全隐患，在发动机启动后空调开启使车内温度

能够维持在舒适温度值内，以保证儿童的生命安全，随后在预设时间值内判断车门锁是否

解锁，若解锁，则不进行操作，若未解锁，则控制车窗打开预设高度，在保证车内空气流通的

同时，也可以保证儿童的生命安全，使车外人员能够发现车内情况并进行及时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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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在上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中，所述保护方法还包括通过声音传感器和

运动探测器对车内环境进行持续检测，在检测到儿童哭声和运动情况时判断车内有儿童，

进而通过控制单元发出相应控制信号进行儿童保护。通过声音传感器和运动探测器进行共

同检测，能够提高检测的准确性，提高保护儿童生命安全的概率。

[0016] 在上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中，所述保护方法还包括在通过声音传感器

和运动探测器检测的信号判断车内无儿童时，通过氧气浓度传感器对车内的氧气浓度进行

持续检测，在检测到氧气浓度变化时判断车内有儿童，进而通过控制单元发出相应控制信

号进行儿童保护。增加氧气浓度传感器对车内情况进行检测，可避免儿童在睡着的情况下

无法及时检测到车内有儿童的情况，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儿童的生命安全。

[0017] 在上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中，所述保护方法还包括通过温度传感器检

测的车内温度，所述空调控制器根据温度传感器检测的温度信号来控制空调进行制冷或者

制热以确保车内温度维持在预设温度值内。温度传感器的使用，能够更精确的调整车内温

度，保证车内儿童的生命安全。

[0018] 在上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中，所述保护方法还包括在发动机启动后通

过GPS系统向车主拨打电话或发送紧急信息，在预设时间值内未接收到车门解锁打开信号

时通过GPS系统向报警中心拨打报警电话。在判断车内有儿童时，及时向车主提供相关信

息，能够更有效保证车内儿童的安全，在预设时间值后向报警中心报警，能够使儿童的安全

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0019] 在上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中，所述保护方法还包括在预设时间值内未

接收到车门解锁打开信号时通过报警器进行警报提示，在通过触动开关检测到有人拉动门

把手时控制单元控制车门解锁，同时控制发动机熄火、控制空调关闭以及解锁变速器挡位。

报警器报警能够使车内儿童及时获得救助，在检测到有人拉动车门把时再进行车门解锁，

能更有效保证儿童安全，避免儿童乱走而发生不必要危险。

[0020] 在上述的一种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中，所述保护方法还包括在第二预设时间值

内，若触动开关未接收到触动信号，控制单元对氧气浓度传感器实时检测的车内氧气浓度

进行判断，在检测的氧气浓度小于氧气浓度临界值时判断车内存在缺氧现象，控制单元发

出控制信号控制车窗全部下降并解锁车门、关闭发动机、关闭空调以及解锁变速器挡位，同

时通过GPS系统向车主以及报警中心再次拨打报警电话。在第二预设时间值内，未有人营救

时，对车内环境进行进一步检测，以确保车内有足够的生存条件，在不满足时进行进一步的

安全保护操作，能够为儿童提供最佳的安全保障，安全可靠性更好。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及其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0022] 1、本发明在检测到车内有儿童时，通过空调进行初步施救，在发送紧急信息给车

主后未得到车门解锁信号时，控制车窗玻璃下降预设高度，在保证车内空气流通的同时，也

保证儿童的生命安全。

[0023] 2、本发明能够在保证儿童生命安全的同时，能够更有效、更安全的寻求救助，避免

儿童发生不必要的生命危险。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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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2是本发明的控制流程图。

[0026] 图中，1、控制单元；2、空调控制器；3、发动机ECU；4、声音传感器；5、运动探测器；6、

车门锁传感器；7、车窗升降机构；8、氧气浓度传感器；9、温度传感器；10、报警器；11、GPS系

统；12、触动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8] 如图1所示，本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包括声音传感器4、运动探测器5、空调控制

器2、控制单元1、用于控制发动机启动并锁止变速器挡位的发动机ECU3以及用于检测车门

锁止信号或解锁信号的车门锁传感器6，其中，声音传感器4、运动探测器5和车门锁传感器6

均与控制单元1的输入端连接，空调控制器2和发动机ECU3均与控制单元1的输出端连接，控

制单元1的输出端还连接有用于控制车窗升降高度的车窗升降机构7。

[0029] 其中，作为优选，保护系统还包括用于采集车内氧气浓度的氧气浓度传感器8，氧

气浓度传感器8与控制单元1的输入端连接。氧气浓度传感器8的设置能够在儿童处于睡眠

状态时，及时检测到车内有滞留儿童的情况，有效保证了儿童的安全性。

[0030] 作为优选，空调控制器2还连接有用于检测车内温度信号的温度传感器9，空调控

制器2用于根据温度传感器9输送的车内温度信号控制空调进行制冷或制热以确保车内温

度维持在预设温度值内。温度传感器9的设置能够保证车内温度维持在舒适范围内，保证儿

童的生命安全。

[0031] 作为优选，保护系统还包括报警器10和用于在车内有儿童时向数据终端发送求救

信息的GPS系统11，报警器10和GPS系统11均与控制单元1的输出端连接。其中报警器10包括

喇叭鸣笛、双闪灯启动。在车窗开启的情况下，再经过报警器10的报警能更快引起车外人员

的注意并及时获得施救，通过GPS系统11向外发送救助信息，能够通知相关人员及时施救，

保障车内儿童的安全。

[0032] 作为优选，保护系统还包括用于检测车门把手拉动信号的触动开关12，触动开关

12与控制单元1的输入端连接。在触动开关12检测到车把手被拉动的信号后，控制单元1控

制车门解锁，确保儿童在有大人救助下才进行车门解锁，避免儿童乱走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提高了儿童的生命安全。

[0033] 本儿童留车安全保护系统的工作原理为：在车门锁传感器6检测到车门锁止信号，

即车辆处于停放状态下时，车内安装的声音传感器4和运动探测器5对车内环境进行持续检

测，在车内有哭声和挣扎时，声音传感器4和运动探测器5能够及时检测到相关信号，在车内

有儿童的情况下，声音传感器4和运动探测器5同时触发并向控制单元1发送车内有儿童的

信号，在判断车内无儿童哭声和挣扎情况时通过氧气浓度传感器8对车内的氧气浓度进行

持续检测，在检测到氧气浓度变化时向控制单元1发送车内有儿童的信号；控制单元1接收

到车内有儿童的信号后发出控制信号给发动机ECU3和空调控制器2，通过发动机ECU3控制

发动机点火启动并控制变速器挡位锁止在P挡或者空挡，避免儿童推动挡位造成不必要的

安全事故，在发动机启动后，空调控制器2根据温度传感器9检测的温度信号控制空调进行

制冷或制热，以控制车内温度维持在预设温度值内，保证车内有个舒适的环境，给儿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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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救助；与此同时，控制单元1发送控制信号给GPS系统11，通过GPS系统11向车主拨打

电话或发送紧急信息，在预设时间值内，预设时间值设定为25-40分钟，最优为30分钟，若车

门锁传感器6仍未检测到车门解锁的信号，即控制单元1未接收到车门开启信号时，控制单

元1控制车窗升降机构7工作，以使车窗降低到预设高度，其预设高度可设定为车窗实际高

度的三分之二，避免儿童将头伸出窗外，造成危险，同时，在保证儿童安全的同时也能保证

车内的空气流通，避免在空调作用下造成缺氧或一氧化碳中毒现象，在车窗下降的同时，提

醒器进行警报提醒并通过GPS系向报警中心拨打报警电话，保证路过的行人易觉察到车内

情况，并及时对儿童进行救助，提高了滞留车内儿童的安全性；在路人或警察发现情况拉动

车把手时，触动开关12将检测到的信号发送给控制单元1，控制单元1控制车门解锁，解锁后

控制发动机关闭、空调关闭以及变速器解锁，进一步保障了儿童的生命安全，避免儿童自己

走出车外，造成的不必要危险。除此之外，本保护系统还包括用于关停所有安全保护和信号

操作的开关按键，在预设时间值内，开关按键按下后，发动机关闭，空调关闭，变速器解锁，

恢复传感器扫描状态，继续感知车内状态。

[0034] 如图2所示，本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包括：在车辆停放状态下，检测车内动静并

判断车内是否有儿童，其中，通过声音传感器4和运动探测器5对车内环境进行持续检测，在

检测到儿童哭声和挣扎情况时判断车内有儿童；在判断车内无儿童哭声和挣扎情况时通过

氧气浓度传感器8对车内的氧气浓度进行持续检测，在检测到氧气浓度变化时判断车内有

儿童；在判断有儿童时，通过控制单元1发出相应控制信号给发动机ECU3和空调控制器2，通

过发动机ECU3控制发动机点火启动并控制变速器挡位锁止在P挡或者空挡，通过空调控制

器2控制空调进行制冷或制热以维持车内温度在预设温度值内，同时控制单元1在预设时间

值内判断车门是否解锁打开，在预设时间值内未接收到车门解锁信号时通过车窗升降机构

7控制车窗下降预设高度。

[0035] 作为优选，保护方法还包括通过温度传感器9检测的车内温度，空调控制器2根据

温度传感器9检测的温度信号来控制空调进行制冷或者制热以确保车内温度维持在预设温

度值内。温度传感器9的使用，能够更精确的调整车内温度，保证车内儿童的生命安全。

[0036] 作为优选，保护方法还包括在发动机启动后通过GPS系统11向车主拨打电话或发

送紧急信息，在预设时间值内未接收到车门解锁打开信号时通过GPS系统11向报警中心拨

打报警电话。在判断车内有儿童时，及时向车主提供相关信息，能够更有效保证车内儿童的

安全，在预设时间值后向报警中心报警，能够使儿童的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0037] 作为优选，保护方法还包括在预设时间值内未接收到车门解锁打开信号时通过报

警器10进行警报提示，在通过触动开关12检索到有人拉动门把手时控制单元1控制车门解

锁，同时控制发动机熄火、控制空调关闭以及解锁变速器挡位。报警器10报警能够使车内儿

童及时获得救助，在检测到有人拉动车门把时再进行车门解锁，能更有效保证儿童安全，避

免儿童乱走而发生不必要危险。

[0038] 作为优选，保护方法还包括在第二预设时间值内，若触动开关12未接收到触动信

号，控制单元1对氧气浓度传感器8实时检测的车内氧气浓度进行判断，在检测的氧气浓度

小于氧气浓度临界值时判断车内存在缺氧现象，控制单元1发出控制信号控制车窗全部下

降并解锁车门、关闭发动机、关闭空调以及解锁变速器挡位，同时通过GPS系统11向车主以

及报警中心再次拨打报警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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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本儿童留车安全保护方法的工作原理为：在车辆处于停放状态时，通过车门锁传

感器6将车门锁止信号发送给控制单元1，控制单元1接收到该信号后实时检测车内动静，其

中，通过声音传感器4和运动探测器5对车内环境进行持续检测，在检测到儿童哭声和挣扎

情况时，即在两者都检测信号时判断车内有儿童；在判断车内无儿童哭声和挣扎情况时通

过氧气浓度传感器8对车内的氧气浓度进行持续检测，在检测到氧气浓度变化时判断车内

有儿童；在有儿童时，发动机ECU3控制发动机启动并锁止变速器挡位，避免儿童不小心触碰

到挡位杆而造成不必要的安全隐患，在发动机启动后空调控制器2控制空调开启，并根据温

度传感器9检测到的温度信号控制空调进行制冷或制热以及空调风力大小，以使车内温度

能够维持在预设温度值内，对儿童进行初步施救，保证儿童的生命安全，同时通过GPS系统

11拨打车主电话或者发送紧急短信，随后在预设时间值内判断车门锁是否解锁，控制单元1

通过车门锁传感器6检测到的信号判断车门是否解锁，若解锁，则不进行操作，通过设置在

车内的开关按键关闭发动机、关闭空调以及解锁变速器，若未解锁，则控制车窗打开预设高

度并控制报警器10进行警报，在保证车内空气流通的同时，也可以保证儿童的生命安全，使

车外人员能够发现车内情况并进行及时施救，以及通过GPS系统11拨打报警电话，为儿童的

安全提供进一步的保障；在有人员进行搭救时，一般都会拉动车把手，此时触动开关12将检

测该信号并发送给控制单元1，控制单元1在接收到该信号后控制车门解锁，进而发出控制

信号控制发动机关闭、空调关闭以及变速器挡位解锁；在第二预设时间值内未有人员上前

搭救，即触动开关12未接收到相关信号时，氧气浓度传感器8实时检测车内氧气浓度并输送

给控制单元1，控制单元1根据氧气浓度传感器8输送的信号判断车内是否存在缺氧，此外，

可以增加一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检测车内是否存在一氧化碳浓度过高，在车内存在缺氧现象

或者一氧化碳浓度过高时控制车窗全部下降并解锁车门、关闭发动机、关闭空调以及解锁

变速器挡位，同时通过GPS系统11再次拨打报警电话，进一步提高滞留车内儿童的生命安

全。

[0040]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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