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265335.1

(22)申请日 2020.04.07

(71)申请人 来邦养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42400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经济开

发区来邦科技园

(72)发明人 潘晓亭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市越秀区哲力专利商标

事务所(普通合伙) 44288

代理人 齐则琳

(51)Int.Cl.

A61B 5/11(2006.01)

A61B 5/021(2006.01)

G01C 21/16(2006.01)

G01C 21/18(2006.01)

G01S 5/02(2010.01)

 

(54)发明名称

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和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

和方法，所述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包括多个定

位信标、监护手表和监护设备；所述多个定位信

标分别与所述监护手表蓝牙连接，所述监护手表

通过网络与所述监护设备连接；其中，所述多个

定位信标用于标记老人的位置信息，所述监护手

表用于通过所述多个定位信标获取老人的位置

信息，所述监护设备用于获取所述监护手表传送

的老人的位置信息并对所述老人的位置信息进

行分析处理以得到老人的活动状态。同时提供了

老人活动状态监测方法。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

案，实现老人活动状态的监测和及时掌握，从而

在发生意外时能够及时施救，避免严重后果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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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包括多个定

位信标、监护手表和监护设备；所述多个定位信标分别与所述监护手表蓝牙连接，所述监护

手表通过网络与所述监护设备连接；其中，所述多个定位信标用于标记老人的位置信息，所

述监护手表用于通过所述多个定位信标获取老人的位置信息，所述监护设备用于获取所述

监护手表传送的老人的位置信息并对所述老人的位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以得到老人的活

动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监护设备上定义

所述定位信标的位置信息，并在部署所述定位信标时对其进行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护设备对所述老

人的位置信息的分析处理包括根据所述老人的位置信息生成老人活动轨迹、基于老人的活

动轨迹判断老人的活动状态、及基于老人的活动状态生成事件报警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老人活动状态监测

系统还包括接收设备，所述接收设备通过网络与所述监护设备连接，所述接收设备用于接

收由所述监护设备发送的老人的活动状态信息和/或事件报警信息。

5.一种老人活动状态监测方法，应用于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老人活动状态监

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步骤S10：设置活动阈值；

步骤S20：实时获取老人的位置信息；

步骤S30：根据连续的所述老人的位置信息生成老人的活动轨迹；

步骤S40：基于所述活动阈值对老人的活动轨迹进行判断，以得到老人的活动状态；

步骤S50：分析所述老人的活动状态，以得到事件报警信息，并将所述老人活动状态的

数据和/或事件报警信息发送给接收设备。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老人活动状态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阈值包括在家

阈值、离家阈值、入厕阈值、离厕阈值、上床阈值、离床阈值、进入危险区域阈值和离开危险

区域阈值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老人活动状态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老人的活动状态包

括在家状态、离家状态、入厕状态、离厕状态、上床状态、离床状态、进入危险区域状态和离

开危险区域状态。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老人活动状态监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老人活动状态监测

方法还包括：将所述老人活动轨迹与往日习惯轨迹进行对比，生成差异报告，并对差异报告

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形成相应的生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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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老人活动状态监测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和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老人容易发生意外，例如跌倒、走失或突发疾病，对于老人的活动状态特别是对孤

居老人的活动状态需要实时关注，当老人出现跌倒或其他紧急事故时，能够快速响应和快

速施救，避免严重事故发生。但目前老人的活动状态的监测，特别是在室内的居家老人，一

是定位依靠手机定位或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定位不够准确，

特别是室内当手机信号或GPS信号弱时，很难准确判断；二是对老人的活动状态监测也多是

通过摄像头或者上门巡查的方式，无法及时判断老人的活动状态，当出现意外情况时无法

及时处理，容易引发严重后果；同时，在老人的日常活动中，是否离家、是否进入易滑倒的危

险区域、是否昏迷等情况单靠视频或人力监控，容易造成遗漏和误报，也造成人力浪费，当

发生意外时也容易使施救错失良机，造成严重后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和方法，旨在解决老人的活动状态的监测

问题，以及时掌握老人的活动状态，从而在发生意外时能够及时施救，避免严重后果发生。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包括多个定位信标、监护

手表和监护设备；所述多个定位信标分别与所述监护手表蓝牙连接，所述监护手表通过网

络与所述监护设备连接；其中，所述多个定位信标用于标记老人的位置信息，所述监护手表

用于通过所述多个定位信标获取老人的位置信息，所述监护设备用于获取所述监护手表传

送的老人的位置信息并对所述老人的位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以得到老人的活动状态。

[0005] 优选地，在所述监护设备上定义所述定位信标的位置信息，并在部署所述定位信

标时对其进行设置。

[0006] 优选地，所述监护设备对所述老人的位置信息的分析处理包括根据所述老人的位

置信息生成老人活动轨迹、基于老人的活动轨迹判断老人的活动状态、及基于老人的活动

状态生成事件报警信息。

[0007] 优选地，所述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还包括接收设备，所述接收设备通过网络与

所述监护设备连接，所述接收设备用于接收由所述监护设备发送的老人的活动状态信息

和/或事件报警信息。

[000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老人活动状态监测方法，应用于上述的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

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0009] 步骤S10：设置活动阈值；

[0010] 步骤S20：实时获取老人的位置信息；

[0011] 步骤S30：根据连续的所述老人的位置信息生成老人的活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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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步骤S40：基于所述活动阈值对老人的活动轨迹进行判断，以得到老人的活动状

态；

[0013] 步骤S50：分析所述老人的活动状态，以得到事件报警信息，并将所述老人活动状

态的数据和/或事件报警信息发送给接收设备。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活动阈值包括在家阈值、离家阈值、入厕阈值、离厕阈值、上床阈

值、离床阈值、进入危险区域阈值和离开危险区域阈值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

[0015] 进一步地，所述老人的活动状态包括在家状态、离家状态、入厕状态、离厕状态、上

床状态、离床状态、进入危险区域状态和离开危险区域状态。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老人活动状态监测方法还包括：将所述老人活动轨迹与往日习惯

轨迹进行对比，生成差异报告，并对差异报告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形成相应的生理评

估。

[0017] 本发明提供一种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和方法，通过定位信标实现精确定位老人

的位置，基于老人的活动轨迹使用活动阈值的分析，实现老人活动状态的监测和及时掌握，

从而在发生意外时能够及时施救，避免严重后果发生。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老人活动监测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定位信标的部署平面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老人活动监测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老人在家与离家监测的流程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老人上床与离床监测的流程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老人入厕与离厕监测的流程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老人进入危险区域与离开危险区域的监测的流程示

意图；

[0025]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老人进入园区和离开园区监测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

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请参阅图1，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一种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所述老人活动状态

监测系统包括多个定位信标10、监护手表20、监护设备30和接收设备40；所述多个定位信标

10分别与所述监护手表20蓝牙连接，所述监护手表20通过网络100与所述监护设备30连接，

所述接收设备40通过网络100与所述监护设备30连接，所述接收设备40也可以通过网络100

直接与监护手表20连接；其中，所述多个定位信标10用于获取老人的位置信息，所述监护手

表20用于通过所述多个定位信标10获取老人的位置信息，所述监护设备30用于获取所述监

护手表20传送的老人的位置信息并对所述老人的位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以得到老人的活

动状态，所述接收设备40用于接收由所述监护设备30发送的老人的活动状态信息和/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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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报警信息，所述接收设备40也可以直接从监护手表20中接收老人的位置信息。

[0028] 具体地，在所述监护设备30上定义所述多个定位信标10的位置信息，并在部署所

述多个定位信标10时对其进行设置。请结合参阅图1和图2，具体在实施例一中，居家老人的

住处包括卧室1、厕所2、沙发3、厨房4和门口5，为了实现老人位置的精确定位，分别部署多

个定位信标在不同的位置用于标识老人的具体位置，所述多个定位信标包括卧室定位信标

11、厕所定位信标12、客厅定位信标13、厨房定位信标14和门口定位信标15，具体地，卧室定

位信标11部署在卧室1，厕所定位信标12部署在厕所2，客厅定位信标13部署在沙发3，厨房

定位信标14部署在厨房4，门口定位信标15部署在门口5，并在所述监护设备30上预先设置

每一定位信标的位置信息。老人佩带监护手表20，所述监护手表20内置血压心率检测仪和

六轴陀螺仪；所述老人人体数据包括使用所述血压心率检测仪检测的血压心率数据，以及

使用所述六轴陀螺仪检测的老人活动状态数据；因此，老人是否佩带监护手表20，可以作为

判断老人当前位置的前提条件。当老人佩带监护手表20时，所述监护手表20实时将老人的

位置信息发送给监护设备30，所述监护设备30对所述老人的位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具体

地，所述老人的位置信息的分析处理包括根据所述老人的位置信息生成老人活动轨迹、基

于老人的活动轨迹判断老人的活动状态、及基于老人的活动状态生成事件报警信息。

[0029] 具体地，监护设备30可以是社区监护服务器、医院监护主机、养老院监护设备、老

人监护云服务器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所述接收设备40可以是社区的监护终端、医院监护

终端、养老院监护终端、子女的智能终端或智能手机和亲人的智能终端中的任意一种或多

种。

[0030] 请参阅图3，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老人活动状态监测方法，应用于上述的老人活动状

态监测系统，所述老人活动状态监测方法包括：

[0031] 步骤S10：设置活动阈值；所述活动阈值包括在家阈值、离家阈值、入厕阈值、离厕

阈值、上床阈值、离床阈值、进入危险区域阈值和离开危险区域阈值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

[0032] 步骤S20：实时获取老人的位置信息。

[0033] 步骤S30：根据连续的所述老人的位置信息生成老人的活动轨迹。

[0034] 步骤S40：基于所述活动阈值对老人的活动轨迹进行判断，以得到老人的活动状

态；所述老人的活动状态包括在家状态、离家状态、入厕状态、离厕状态、上床状态、离床状

态、进入危险区域状态和离开危险区域状态。

[0035] 步骤S50：分析所述老人的活动状态，以得到事件报警信息，并将所述老人活动状

态的数据和/或事件报警信息发送给接收设备。

[0036] 所述老人活动状态监测方法还包括：将所述老人活动轨迹与往日习惯轨迹进行对

比，生成差异报告，并对差异报告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形成相应的生理评估。

[0037] 请结合参阅图2和图4，具体在实施例一中，老人在家与离家监测的流程如下：

[0038] 步骤A1：检测到门口定位信标15的位置信号次数是否达到在家阈值，所述在家阈

值大于等于1；当达到在家阈值时，执行步骤A2，否则执行步骤A3；

[0039] 步骤A2：标记老人当前的位置为在家，并清零时间重新开始计时，结束；

[0040] 步骤A3：是否检测到家中除门口定位信标外的其他任意定位信标的位置信号，当

检测到位置信号时，执行步骤A2，否则执行步骤A4；

[0041] 步骤A4：判断检测时间是否超过一分钟，当超过一分钟时，执行步骤A5；否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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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A6；

[0042] 步骤A5：判断在5分钟内有三次达到离家阈值，所述离家阈值为检测到任意定位信

标的位置信号为0，如果是则执行步骤A7，否则结束；

[0043] 步骤A6：累加离家阈值加1并结束；

[0044] 步骤A7：产生离家事件，并清零时间重新开始计时，结束。

[0045] 请结合参阅图2和图5，具体在实施例一中，老人上床与离床监测的流程如下：

[0046] 步骤B1：判断是否存在离家事件，当存在离家事件时，执行步骤B2，否则执行步骤

B3；

[0047] 步骤B2：产生离床事件并结束；

[0048] 步骤B3：检测到卧室定位信标11的位置信号次数是否达到上床阈值，所述上床阈

值是大于等于1；当达到上床阈值时，执行步骤B4，否则执行步骤B6；

[0049] 步骤B4：判断卧室定位信标11检测到的位置信号是否连续三次大于上床阈值，如

果是则执行步骤B5，否则结束；

[0050] 步骤B5：产生上床事件；

[0051] 步骤B6：检测到卧室定位信标11的信号是否为前六次有五次计步信号；如果是则

执行步骤B2，否则执行步骤B7；

[0052] 步骤B7：检测到卧室定位信标11的位置信号是否连续六次小于离床阈值，所述离

床阈值为十秒；如果是则执行B2，否则执行步骤B8；

[0053] 步骤B8：判断连续六次信号中是否有两次为计步信号，如果是则执行B2，否则执行

B9；

[0054] 步骤B9：判断是否检测到的位置信号连续10次都小于上床阈值；如果是则执行B2，

否则执行步骤B10；

[0055] 步骤B10：判断是否达到离床阈值，如果是则执行步骤B2，否则结束。

[0056] 请结合参阅图2和图6，具体在实施例一中，老人入厕与离厕监测的流程如下：

[0057] 步骤C1：判断是否存在离家事件，当存在离家事件时，执行步骤C2，否则执行步骤

C3；

[0058] 步骤C2：产生离厕事件并结束；

[0059] 步骤C3：检测到厕所定位信标12的位置信号次数是否达到入厕阈值，所述入厕阈

值大于等于1；当达到入厕阈值时，执行步骤C4，否则执行步骤C7；

[0060] 步骤C4：判断厕所定位信标12检测到的位置信号是否连续三次大于入厕阈值，如

果是则执行步骤C5，否则结束；

[0061] 步骤C5：判断前5-10秒间有一次达到入厕阈值，如果是则执行步骤C6，否则结束；

[0062] 步骤C6：产生入厕事件并结束；

[0063] 步骤C7：检测到厕所定位信标12的信号是否为连续六次小于离厕阈值；如果是则

执行步骤C8，否则执行步骤C2；

[0064] 步骤C8：判断是否前面5次至少有两次为记步信号，如果是则执行步骤C2，否则执

行步骤C9；

[0065] 步骤C9：检测到厕所定位信标12的信号是否连续十次小于离厕阈值并且前5-10秒

间有两次达到离厕活动阈值，所述离厕阈值为十秒；如果是则执行C2，否则执行步骤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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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步骤C10：判断是否达到离厕阈值，如果是则产生离厕事件，否则结束。

[0067] 请结合参阅图2和图7，具体在实施例一中，假设厨房为危险区域，则老人进入危险

区域与离开危险区域的监测的流程如下：

[0068] 步骤D1：厨房定位信标的位置信号次数是否达到进入危险区域阈值，所述危险区

域阈值大于等于1，如果是则执行步骤D2，否则执行步骤D4；

[0069] 步骤D2：检测到厨房定位信标的位置信号是否四次有三次都大于进入危险区域阈

值，如果是则执行步骤D3，否则结束。

[0070] 步骤D3：产生进入危险区域事件并结束；

[0071] 步骤D4：检测到厨房定位信标的信号是否连续四次小于离开危险区域阈值；如果

是则执行步骤D5，否则执行步骤D7；

[0072] 步骤D5：检测到厨房定位信标的信号是否4次中有2次为计步信号，如果是则执行

步骤D6，否则执行步骤D7；

[0073] 步骤D6：产生离开危险区域事件并结束；

[0074] 步骤D7：判断检测到的信号是否连续6次小于离开危险区域阈值，如果是则执行步

骤D6，否则结束。

[0075] 此外，请参阅图8，在本发明提供的实施例二中，在园区类型的医院或者养老院中

部署定位信标，由于相对于居家住宅，园区面积较大，特别是在出入园区的大门处，需要增

加大门内定位信标和大门外定位信标，以精确判断老人进入园区和离开园区的活动状态。

老人进入园区和离开园区具体的监测流程如下：

[0076] 步骤E1：检测大门外定位信标的位置信号是否大于进入园区阈值，如果是则执行

步骤E2，否则执行步骤E3；

[0077] 步骤E2：启动m秒倒计时；具体在本实施例中为30秒倒计时；

[0078] 步骤E3：在m秒倒计时内的前三次定位信息达到进入园区阈值，如果是则执行步骤

E4，否则执行步骤E5；

[0079] 步骤E4：产生进入园区事件；

[0080] 步骤E5：启动n秒倒计时；具体在本实施例中为20秒倒计时；

[0081] 步骤E6：n秒倒计时是否结束；如果未结束则执行步骤E7，否则结束；

[0082] 步骤E7：收到大门内定位信标和大门外定位信标的位置信号；

[0083] 步骤E8：检测大门内定位信标和大门外定位信标的位置信号是否连续不增长三

次，如果是则执行步骤E9，否则执行步骤E4；

[0084] 步骤E9：大门内定位信标前三次是否出现过大于等于进入园区阈值；如果否则执

行步骤E10，是则结束；

[0085] 步骤E10：产生离开园区事件，n秒倒计时清零并结束。

[0086] 在其他的实施例中，例如医院、养老院、社区、不同的居家住所等，用于对老人活动

的监测流程类似，在此不再赘述。通过监护手表根据定位标签的位置信息实时获取老人的

位置信息，并通过连续的所述老人的位置信息得到老人的活动轨迹；进而基于所述活动阈

值对老人的活动轨迹进行分析处理，得到老人的活动状态；将所述老人活动轨迹与往日习

惯轨迹进行对比，生成差异报告，并对差异报告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形成相应的生理评

估。在上述的实施例中，可以获得老人的在家状态、离家状态、入厕状态、离厕状态、上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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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离床状态、进入危险区域状态和离开危险区域状态等。当老人的活动状态出现异常时，

例如睡眠时间过长、出门太久、入厕时间过长、长时间未上床休息等，则自动产生对应的事

件报警信息，事件报警信息通过监护设备自动发送给接收设备，则管理护理人员、老人家

属、护士护工等照顾老人的人员在第一时间获取到老人的状态，当发生意外时及时进行救

助，避免进一步发生严重事故。

[008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一种老人活动状态监测系统和方法，通过定位信标

实现精确定位老人的位置，基于老人的活动轨迹使用活动阈值的分析，实现老人活动状态

的监测和及时掌握，从而在发生意外时能够及时施救，避免严重后果发生。

[0088]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在此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改进，但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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