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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轿车

开始普及到千家万户。与此同时，酒后驾车成为人们担

心的最大问题，每天都有因酒后驾车而发生的交通事

故，严重威胁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饮酒后人

体的触觉能力降低，不能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
对外界的声音、光等信号不能做出及时反应，手、脚、眼
之间不能很好地配合，无法判断正确的车距。饮酒后人

体的视觉变得模糊，行驶过程中不能正确辨别交通信

号、标志及标线等，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人体在酒精的刺

激之下，往往高估自己不听从周围人员的劝解，最终力

不从心导致事故的发生。而且饮酒后人体极易疲劳，驾

驶车辆不规律运行，出现空间视觉差等疲劳驾驶行为。
目前，对酒驾的判断和检测，主要靠交警用酒精测

试仪让驾驶人员通过哈气的方式进行检测与判断。这种

方法不仅费事费力，而且测量精度不高，经常存在作弊

行为，很难有效查处与管理酒驾。要得到精确的检测与

判断，就需要到医院进行抽血化验，这种方法耗费的时

间比较长，很难把抽到的每个人都送到医院去做抽血化

验，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行的。因

此，本课题通过查找文献设计了一套测试酒后驾车的控

制器。它安装在驾驶室内，通过检测驾驶室内的酒精浓

度和驾驶人员的心率变化等综合信号，能够在驾驶途中

实时监控驾驶员的身体状态，做出正确的判断，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可靠性。

1 总体方案设计

本课题设计的酒后驾车自动控制器的目标是，能准

确检测酒后驾车，使酒后人员无法驾驶车辆，保证人们

的生命安全。鉴于人饮酒后心率发生变化，加装的心率

传感器考虑到方便性方面，安装在方向盘上，通过测试

手腕的脉搏来测试心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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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车内的空间相对较大和酒精易挥发等特点，饮

酒进入驾驶室后，酒精分子很快扩散到整个空间，从而

加大了测量的难度，测量的精度也难以得到保证。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本课题采用了多点测试的方法。在车内

进行多点测量，然后根据测得的结果进行比较，通过比

较确定酒精浓度高的位置是否为驾驶员的位置，如果是

驾驶员的位置，那么单片机发出切断电源的命令，关闭

汽车的启动装置，使汽车无法启动。
考虑到酒精极易挥发的特性，且驾驶员在驾驶过程

中可能会打开车窗，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检测

系统中增加了相应的检测。即在行驶的过程中，控制器

以车的速度及车窗是否被打开作为判断条件，控制是否

启动驾驶室自封闭装置。若车正在行驶且门窗已经被打

开，驾驶室自封闭启动，由于只对驾驶室进行封闭，能可

靠地检测驾驶员是否饮酒。驾驶室自封闭装置启动后，

对驾驶员进行酒精检测，并将测得的结果反馈给单片

机。若结果显示酒精浓度为零，单片机发出关闭驾驶室

自封闭装置。若检测的结果显示驾驶员已饮酒，报警声

音提示驾驶员把车停靠在路边，几分钟后单片机将发出

切断电源的指令，使其不能继续行驶。在汽车启动后，每

间隔一段时间多点测试检测一次，直至汽车熄火。系统

总体设计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总体设计组成框图

2 系统硬件电路组成

2.1 心率测试调理电路

本文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心率传感器，它的型号是

HKX-08。它使用的方法是检测人皮肤表面产生的生物

电，通过这种生物电可以检测到心脏的搏动，从而进一

步得到电信号，经过比较电路，信号处理等，输出和心脏

跳动相同步调的波动信号[2]。这样就可以在干扰较大的

环境下有效测量到心率信号，从而保证准确性。心率测

试信号硬件电路组成框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心率测试硬件电路组成框图

2.2 多点测试酒精浓度电路

本课题使用了 TP-3A 传感器来进行多点测试酒精

浓度电路的构成，它在测量大气中不高的酒精浓度方面

有较高的灵敏性。它主要是用微处理程序和相关软件来

加工检测到的信号，能够可靠地保证信息采集的可靠

性，将微弱的信号处理成单片机能识别的电信号[3]。通过

单片机内部预设的程序，准确判断出驾驶位置是否为饮

酒人员，可实现无人监控的自动化酒精检测。多点测试

酒精浓度硬件电路结构框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多点测试酒精浓度硬件电路组成框图

2.3 移动过程中自封闭装置启动电路

自封闭装置的功能是在一定条件下将驾驶室单独

隔离来保证测量的精确度和可靠性，只要满足系统的开

启条件，系统根据控制器的指令自动将驾驶室完全罩

起。对驾驶室单独进行酒精浓度测试，坐车的人即使喝

了酒，驾驶室内部的酒精浓度也不会受到影响，使测量

更准确，动作更可靠。信号搜集处理完成后，根据得到的

数据情况，主控制器判断比较后发出指令，关闭自动封

闭系统[4]。若检测信号在合理的范围内，则启动汽车的点

火装置，若收集的数据不合理，则汽车的点火系统被锁

住，无法发动汽车的发动机。启动自封闭装置的硬件电

路结构框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自封闭装置的硬件电路组成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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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酒精检测系统主程序流程图

3 软件设计

在多点酒精测试的电路中，每个酒精传感器都有唯

一二进制编码地址，根据传感器采集的信号，控制器通

过比较来判断是否为驾驶位置。若是驾驶位置则警装置

响起，控制继电器切断汽车点火装置电源，使其不能启

动，从而起到电子钥匙的作用。在自封闭装置启动测试

电路中，把速度和车窗的开闭状态作为主要条件，速度

不为零时，启动自封闭装置，对驾驶员进行单独酒精测

试[5]。对驾驶员进行酒精测试后，自封闭装置关闭。将采

集的信息送到主控制器中，判断是否属于酒驾。酒精检

测系统主程序流程图如图 5 所示。

基于单片机酒驾控制器的研究

4 总结

目前对酒驾的查处力度虽然很大、频率很高，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酒驾，避免了一些交通事故。但是通常

需要大量交警采用蹲点的方法，这种方法既费时又费

力，同时存在人为因素。另外，一些车辆不途径检查站

点，很难保证执法的力度。本课题设计的防酒驾控制器

安装在车内，能够实时监控整个驾车过程，使酒精检测

变得方便快捷，根据检测结果能够控制汽车的点火装

置，从而使酒后驾驶的可能性减少，同时可以避免因酒

后驾车造成的交通事故，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能够得

到较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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