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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测温度，守护生命
车舱内配备超宽带雷达，确保车内没有滞留人员
恩智浦半导体MARC ROBASZKIEWICZ

车舱内超宽带雷达

目录

停放的汽车会吸收热量  ..................................................................... 2

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 2

汽车厂商在行动  ................................................................................. 2

舱内雷达的作用 ................................................................................. 2

超宽带雷达的独特特性 ..................................................................... 3

超宽带的其他汽车用例  ..................................................................... 3

恩智浦舱内超宽带雷达  ..................................................................... 3

对安全性产生深远影响 ..................................................................... 4

后续行动 .............................................................................................. 4

参考文献 ............................................................................................. 4

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配备了超宽带，汽车厂商正在研究如何将超宽带纳入后座乘员警报
（ROA）系统，避免弱势乘客在停放的汽车中产生热应激并造成严重后果。超宽带可以在车舱
内寻找生命迹象，如果有人滞留就会发出警报。



www.nxp.com.cn 2

停放的汽车会吸收热量

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舱内雷达的作用

白皮书 车舱内超宽带雷达

停放的汽车类似烤箱。汽车由金属制成，配有硬质塑料控
制台和由合成材料或皮革制成的座椅，很容易吸收并保存
热量。车舱内的温度会迅速升高，给车内滞留人员带来
危险。

对于儿童来说，中暑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身
体更易受到高温的影响。婴幼儿和幼童无法有效调节自己
的体温，更易脱水并遭受热应激等不良影响。儿童的体温
达到104ºF/40ºC时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癫痫、

在非营利组织和消费者权益团体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意识到这一危险。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统计数据最为
详细，KidsandCars.org和NoHeatStroke.org对车辆热死事
故进行了跟踪，KidsandCars.org报告了与车辆相关的儿童
伤害，NoHeatStroke.org隶属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afety Council）。他们的综合发现为清楚显示
了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具体情况：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避免安全气囊造成的伤害，越
来越多的儿童开始坐在后排座位上。自那时起，美国至
少有955起车内热死事件，同期儿童前排乘客安全气囊致
死事件约有186起。

在美国，每年大约有38名儿童死于车内中暑，构成了14
岁及以下儿童在车内死亡（不包括车祸）的主要原因。

高温致死的儿童85%以上年龄不超过3岁。这个年龄段的
孩子通常会被扣在专门设计的后向安全座椅上，从车舱
前部很难看到。

肾衰竭等。在体温达到
107ºF/41.7ºC时，儿童
甚至可能死亡。

危险来得很快。即使在
温和多云的天气，汽车
内温度也会两小时左右
上 升 到 危 及 生 命 的 程
度。在炎热的仲夏，即
使汽车停在阴凉处，如
果车窗关闭，只需几分
钟，车内便会达到致命
的温度。

检测到停放的汽车中有
生命迹象后，后座乘员
警报（ROA）系统可以
向集群发送消息，在司
机 离 开 汽 车 前 进 行 提
醒。如果驾驶座车门在
通知解除之前关闭，雷
达系统可以在预定时间
内（例如10秒）继续扫
描后座或货舱。如果在
此 期 间 检 测 到 生 命 迹
象，表明有人滞留在车
内 ， 系 统 将 通 过 警 报
声、应急灯或短信通知
驾驶员。解锁汽车可以
消除警报音。

当 外 部 平 均 温 度 为
61F/16.1C时，汽车停放
一小时，内部温度可达
105 ºF/40.5 ºC以上。

[信息来源：
2021年《消费者报告》
汽车测试赛道（Con-
sumer Reports Auto Test 
Track）]

自2022年起，汽车厂
商如在标配中纳入儿
童存在检测，将受到
Euro NCAP的奖励。

[信息来源：
2025年Euro NCAP发
展路线图]

有些孩子是在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爬进
了一辆没有上锁的车里，但大多数孩子被意外滞留。仅仅
因为沟通有误、意外事件，甚至是在智能“自动驾驶仪”
上执行熟悉的例行程序，均可能导致司机离开汽车时没有
意识到车内有睡着的婴儿或幼童。

在法律法规尚未覆盖的地方，一些政府机构正在努力培训驾
驶员。例如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敦
促每个人“锁车前要进行检查”，敦促司机养成在离开汽车
前检查后座的习惯。

汽车厂商在行动

汽车厂商也在通过技术帮助检查和保护弱势乘客。为了鼓励
推进这项工作，欧洲新车评估计划（俗称Euro NCAP）更新
了其对安全等级的要求。从2022年开始，Euro NCAP将开始
为儿童存在检测功能评分，该功能定义为能够“检测出独自
留在车内的儿童，并提醒车主和/或应急服务机构，避免因中
暑造成死亡。”

Euro NCAP评级体系深受消费者的推崇和信赖，汽车厂商在设
计时会遵守Euro NCAP的要求。因此，更新后的Euro NCAP 对
儿童存在检测的要求有望提高此类机制的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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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宽带雷达两个特性共同探测生命迹象：
飞行时间——超宽带模块发出的脉冲到达一个
物体后被反射回模块，可以根据脉冲的往返时
间计算距离。

多普勒效应——移动的物体会反射电磁波，并
对电磁波施加频移，可以根据频移计算速度。

白皮书 车舱内超宽带雷达

部分早期ROA系统使用超声波扫描车舱，车顶控制台或B
柱（车的前门和后门之间的位置）上安装了3D超声传感
器。传感器通过发出声波脉冲，使用数字信号处理分析车
内物体反射声波的方式，可以确定车内有多少活着的生
物。而该计算模式会受到外部振动和噪声干扰，很难获得
准确读数。

相比之下，雷达使用电磁波而不是声波来确定物体的存
在，不易受到外部振动和噪声的影响。与基于超声波的
ROA系统类似，基于雷达的ROA系统使用复杂信号处理
功能来检测物体、识别运动模式、跟踪运动变化及去除
噪声。

基于最近发布的超宽带（UWB）无线规范的雷达已经问
世，尤其适用于汽车应用，并正被考虑用于儿童存在
检测。

例如，超宽带逐步将智能手机转变为安全先进的遥控钥
匙。用户的手机放在口袋或包里就能打开并启动汽车，并
通过智能手机远程安全停车。汽车超宽带还可用于自动拖
车挂接装置激活、自动代客泊车、脱手泊车、进入停车场
和快速支付。

恩智浦舱内超宽带雷达
恩智浦大力支持超宽带技术，并率先在汽车超宽带领域进
行创新。我们是FiRa联盟（FiRa Consortium）的创始成员，
FiRa联盟是旨在发展超宽带技术生态合作体系的行业合作组
织，我们还是车联网联盟（Car Connectivity Consortium）
理事会的成员，车联网联盟是致力于智能手机-汽车连接解
决方案技术发展的跨行业组织。在技术解决方案方面，恩
智浦Trimension™产品系列包括一系列丰富的超宽带选
项，可跨汽车、移动设备和物联网（IoT）应用实现安全的
精密测距和传感。

为了支持ROA用例，恩智浦将提供超宽带雷达集成电路解
决方案，以实现精确、快速的集成和经济高效的部署。这
些解决方案将结合高运动灵敏度和手势识别，因此也可以
用作脚踢传感器（kick sensor）来轻松开启后备箱。

在完整评估套件和样本应用的支持下，汽车超宽带雷达系
统还与汽车基于超宽带的智能接入系统兼容，从而最大限
度地利用对超宽带的投资，使其易于扩展功能并降低OEM
的系统成本。

超宽带雷达作为儿童存在检测和ROA系统的潜在选项而备
受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

稳健性
超宽带雷达的工作频率相对较低（在6至8 GHz范围内），
可以穿透汽车内部的固体材料，如金属屏障、汽车座椅
甚至婴儿毯。具有穿透坚硬表面的能力意味着超宽带
雷达不仅可以用于扫描后座，还可用于扫描货舱或后
备箱。

高精度
超宽带雷达可提供高度精确的位置、距离和速度读数，
是探测生命迹象的绝佳选择。超宽带雷达甚至可以精确
检测到非常小的运动，如婴儿呼吸时胸部的微小起伏。
搜救队将超宽用于寻找墙后或被埋在废墟中的人员，医
务人员则将其用于非接触式生命体征监测，包括心率和
呼吸频率。

超宽带在汽车上的其他用例
超宽带是一种新兴的汽车应用技术。它开启了空间意识，
可以感知物体和人员在汽车中的位置，从而产生了许多新
颖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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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超宽带雷达儿童存在检测

对安全性产生深远影响

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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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基于超宽带雷达的ROA系统，汽车厂商不仅可以满足Euro NCAP的五星级安全等级，还能通过检测弱势乘客和确认生命迹象
来进一步提高安全性。

此外，汽车厂商还可以基于儿童存在检测功能进行构建，利用舱内超宽带雷达创建其他救生功能，以及更广泛的健康监测系统。

了解更多关于超宽带雷达及其如何帮助防止儿童在停放的汽车中中暑，请访问www.nxp.com.cn 或联系恩智浦当地销售代表。

白皮书 车舱内超宽带雷达

检测到乘客生命体征

乘客有危险

www.nx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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