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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

统,属于智能看护技术领域。系统包括智能监控

装置，以及分别连接智能监控装置的图像采集

器、身体指标监测装置、看护端；智能监控装置包

括人脸检测模块、面部表情识别模块、头部姿态

识别模块、人体姿态识别模块、活动评估模块、监

控决策模块；监控决策模块用于根据面部表情识

别模块识别出的面部表情信息或头部姿态识别

模块识别出的头部姿态信息，判断是否发送看护

指令给看护端；还根据面部表情信息、头部姿态

信息、活动数据、生理数据和生命体征数据，综合

评估病患状况并依据病患状况发送综合护理指

令给看护端。本发明可对患者进行实时监护、分

析评估，提高医护人员的及时干预能力，减少护

理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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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统,包括图像采集器、智能监控装置、身体

指标监测装置、看护端；所述图像采集器用于采集ICU内视频数据；所述身体指标监测装置

用于监测病患的生理数据和生命体征数据；所述智能监控装置分别连接图像采集器、身体

指标监测装置、看护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监控装置包括：

人脸检测模块，用于从视频数据中识别出人脸位置区域，并获得该人脸位置区域内的

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

面部表情识别模块，用于基于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和面部表情对照向量，识别面

部表情信息；

头部姿态识别模块，用于将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转化为三维坐标，并利用随机抽

样一致算法识别头部姿态信息；

人体姿态识别模块，用于从视频数据中识别人体位置区域，并获得该人体位置区域内

的若干关节向量，还基于若干关节向量和人体姿态对照条件，识别人体姿态信息；

活动评估模块，用于对在监测周期内获得的人体姿态信息进行病患活动情况评估，获

得活动数据；

监控决策模块，用于根据面部表情信息或头部姿态信息，判断是否发送看护指令给看

护端；还根据面部表情信息、头部姿态信息、活动数据、生理数据和生命体征数据，综合评估

病患状况并依据病患状况发送综合护理指令给看护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人脸检测模块包括：

人脸识别单元，用于利用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从视频数据中识别出人脸位置区

域；

特征点识别单元，用于根据标准人脸模型识别人脸位置区域的若干面部特征点，并确

定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

其中，标准人脸模型包含基于标准人脸轮廓设定的若干标准面部特征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面部表情识别模块包括：

面部动作提取单元，用于从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中提取面部各个部位的面部动作

参数向量；其中，面部动作参数向量包括眉毛动作参数向量、眼动作参数向量、面颊动作参

数向量、嘴动作参数向量、鼻子动作参数向量、上颚动作参数向量；

面部表情识别单元，用于将面部动作参数向量对照面部表情判断条件，识别面部各个

部位的面部表情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头部姿态识别模块包括：

三维建模单元，用于将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转化为三维世界坐标系中的三维坐标

和图像采集器坐标系中的三维坐标，并求解图像坐标和世界坐标的关系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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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获得旋转矩阵R和平移矩阵T；

其中 ， 是三维世界坐标系中的面部特征点P i的三维坐标 ，

是面部特征点Pi在图像采集器坐标系中的三维坐标； 为面部特

征点Pi在成像平面上的物理坐标， 为面部特征点Pi在成像平面上的像素坐标，i

为自然数；所述旋转矩阵R表示人脸的三个方向的角度，包括抬头低头角度、摇头角度和水

平偏转角度；

头部姿态识别单元，用于利用随机抽样一致算法拟合获得最佳的角度估计值，并识别

出头部姿态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人体姿态识别模块包括：

人体关节识别单元，用于从视频数据中识别人体位置区域，并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识别出人体位置区域内关节和四肢的关键特征点；

人体姿态识别单元，用于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获取人体的若干关节向量，并计算关

节向量的弯曲角度，将弯曲角度与人体姿态对照条件相对比，识别出人体姿态信息；其中，

人体姿态对照条件包括躺在床上的人体姿态对照条件、坐在床上的人体姿态对照条件、站

立的人体姿态对照条件、坐在椅子上的人体姿态对照条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活动评估模块包括：

活动量评估单元，用于监测病患保持所识别出的人体姿态的统计时间，并监测病患在

一定时期内从一个人体姿态变换为另一个人体姿态所移动的移动量；

活动能力评估单元，用于基于统计时间、移动量和生理数据中的心率数据，判断病患的

活动能力。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监控决策模块包括：

疼痛看护单元，用于将面部各个部位的面部表情信息对照疼痛表情判断条件，识别病

患是否存在疼痛表情；若否，则不发送看护指令给看护端；若是：则还需识别该疼痛表情出

现的时间是否大于疼痛阈值时间，或者还需识别该疼痛表情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频率是否

大于疼痛阈值频率时，若满足大于条件，则发送看护指令给看护端，否则，不发送；

权　利　要　求　书 2/3 页

3

CN 113257440 A

3



摇头看护单元，用于识别头部姿态信息中摇头姿态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频率是否大于

摇头阈值频率，若是，发送看护指令给看护端，否则，不发送；

综合决策单元，用于根据面部表情信息、头部姿态信息、活动数据、生理数据和生命体

征数据，综合评估病患状况并依据病患状况发送综合护理指令给看护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统，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设于ICU内的光源发射器，用于提供光源，以辅助图像采集器在黑暗环境下工作。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统，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数据库，用于存储对应病患的面部表情信息、头部姿态信息、活动数据、生理数据和生

命体征数据。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统，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若干穿戴在病患关节处的加速度计，用于检测病患肢体动作，所述监控决策模块还包

括危险看护单元，用于识别关节活动角度，当关节活动角度大于安全活动角度阈值时，判断

病患摔倒或剧烈运动，则发送看护指令给看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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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看护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许多重症监护指标不是自动捕获的，而是由护士反复评估得到，这样不但给

医护人员带来大量的高强度工作负荷，同时也很难保证对重症患者尤其是无意识重症病人

的服务质量。在美国，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是美国医疗系统中开销最大

的一部分。大约每天有55000个病人在ICU中被照顾，每天成本在30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

间。累计成本每年超过800亿美元。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阶段，ICU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今天，在美国的ICU里，超过一半的病人都是65岁以上的。中国也有相同的趋势，这产生了一

个世界性的难题。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急性护理需求，培训更多的重症监护专家是其中一

个解决方案，但采用人工智能也是如此。

[0003] 有严重呼吸疾病的患者会佩戴上机械呼吸机辅助进行呼吸。这些机器把空气推入

到患者肺部时呼吸节奏可能与患者自然呼吸频率不一致（大部分时候该患者的自然呼吸频

率是随生理状态改变），会导致患者实际在和呼吸机抗争，这个时候通常要有经验的护理人

员来进行调整，如果调整不及时，或者有紧急状况发生，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智能控制

系统可以检测患者的表情，并实施识别患者呼吸困难的情况。一旦患者表情上出现痛苦可

以及时的向医务人员报警。

[0004] 发明专利申请CN108234956A公开了医护监控方法，方法包括接收监控视频采集端

发送的当前视频帧；对所述当前视频帧进行分析，获得目标对象的身份信息；对所述当前视

频帧进行分析，获得所述目标对象的状态信息；当根据所述状态信息判定所述目标对象的

状态异常时，根据所述身份信息和所述状态  信息生成状态异常通知；将所述状态异常通知

发送至处理端，以使所述处理端根据所述状态异常通知进行相应的预警。所述对所述当前

视频帧进行分析，获得所述目标对象的状态信息，具体包括：采用预设的动作分析模型，对

所述当前视频帧进行动作识别，获得所述目标对象的动作信息；和/或，采用预设的表情分

析模型，对所述当前视频帧进行表情识别，获得所述目标对象的面部表情信息；和/或，采用

预设的语义分析模型，对所述当前视频帧中的音频信息进行语义识别，获得所述目标对象

的语义信息；和/或，采用预设的情感分析模型，对所述当前视频帧中的音频信息进行情感

分析，获得所述目标对象的情感信息。该发明利用预设的动作分析模型、表情分析模型、语

义分析模型、情感分析模型对目标对象进行多方面的监测，监测是否存在跌倒、痛苦表情、

难受语言、痛苦情绪，继而通知医护人员进行及时看护。该方案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有看

护不及时的问题，并能实时监测病患状态。但是，该发明仅通过视频识别进行病患状态监

测，并未结合医疗装置监测数据进行综合监测评估，仅对异常进行紧急看护，而未形成长期

特定性看护方案。其中，关于动作监测仅局限于病患出现大动作异常的监测，未对病患进行

其他动作监测，无法了解病患的恢复活动能力；而表情和情绪分析存在重复分析，两者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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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视频的图像信息分析获得，并且情绪分析存在一定主观判断，监测可靠性不高，可能存

在多次错误告警医护人员的情况发生；语义分析与表情分析也存在重复分析，虽然前者通

过音频信息分析，后者通过图像信息分析，但均是对痛苦病症进行监测，表情分析和语义分

析结果可能会存在差异，这个差异会导致多次告警医护人员，而导致出现差异的可能情况

是表情分析和语义分析中某一个分析存在错误。

[0005] 发明专利申请CN104506809B公开了一种基于智能视频的重症病患监控系统，并具

体公开了系统包括两图像采集模块、医护人员识别模块、病患监测模块、人机交互模块、报

警模块、数据存储模块。病患监测模块计算病患当前时刻的状态的方法为：(1)、病患监测模

块每间隔时间T对采集的图像进行1次处理；(2)、对像素点矩阵进行灰度均衡化处理，补偿

光线强弱对像素点坐标值的影响，得到灰度均衡图像像素点像素值矩阵；(3)、对像素点像

素值矩阵进行前后帧求差；(4)、将差分灰度均衡图像矩阵中的像素值求平方和，得到标量

函数f(k)；(5)、对f(k)进行高斯低通滤波，得到低通滤波后的标量函数fLP(k)；(6)、将fLP

(k)与预设的经验阈值a、b进行比较，且a＜b；如果fLP(k)＜a，则表明病患出现轻微动作或状

态正常；如果a＜fLP(k)＜b，则表明病患出现幅度偏大动作，此时再通过模式识别的方法判

断病患是否有危险动作，如果病患没有危险动作，则继续检测；如果患者存在危险动作，则

病患监测模块开始计时，如在T1时间内，始终保持a＜fLP(k)＜b，则生成报警信息并发送给

报警模块；如果fLP(k)＞b，则表明病患出现剧烈动作，并立即生成报警信息发送给报警模

块。该发明虽然也公开了利用视频进行智能监测的系统，但仅仅对病患肢体出现的危险动

作进行检测，并未考虑病患脸部监测、病患活动量监测、身体指标检测，甚至未对全面的监

测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得到合适地看护方案。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

系统，通过计算机视觉从视频中对患者的面部表情进行识别，四肢运动进行检测，以提高患

者活动的自主检测率，并可通过与实时生命体征数据和生理数据的融合，对患者进行全面

自动化监测，提高医护人员的及时干预能力，减少护理工作量。

[0007]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统,包括图像采集器、智能监控装置、身

体指标监测装置、看护端；所述图像采集器用于采集ICU内视频数据；所述身体指标监测装

置用于监测病患的生理数据和生命体征数据；所述智能监控装置分别连接图像采集器、身

体指标监测装置、看护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监控装置包括：

人脸检测模块，用于从视频数据中识别出人脸位置区域，并获得该人脸位置区域

内的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

面部表情识别模块，用于基于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和面部表情对照向量，识

别面部表情信息；

头部姿态识别模块，用于将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转化为三维坐标，并利用随

机抽样一致算法识别头部姿态信息；

人体姿态识别模块，用于从视频数据中识别人体位置区域，并获得该人体位置区

域内的若干关节向量，还基于若干关节向量和人体姿态对照条件，识别人体姿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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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评估模块，用于对在监测周期内获得的人体姿态信息进行病患活动情况评

估，获得活动数据；

监控决策模块，用于根据面部表情信息或头部姿态信息，判断是否发送看护指令

给看护端；还根据面部表情信息、头部姿态信息、活动数据、生理数据和生命体征数据，综合

评估病患状况并依据病患状况发送综合护理指令给看护端。

[0008] 该发明利用图像采集器（如摄像机）采集视频数据，实时监测重症监护室内情况。

基于视频数据，进行人脸面部特征点识别，以识别面部表情信息、头部姿态信息，对病患进

行面部状况监测。还基于视频数据，对人体姿态以及姿态变化情况进行识别，对病患进行四

肢状况监测。面部状况监测和四肢状况监测实现了病患全身监测，并融合生理数据和生命

体征数据可对病患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并给出综合护理方案，以实现紧急救护以及病患自重

症状态逐渐恢复至轻症/康复状态的日常监控。

[0009] 该智能监护系统能在紧急状态下，提示医护人员进行及时干预救治，也能对医护

人员日常护理进行合理安排，提供医护管理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护理工作量，为病患提供针

对性合理的看护。

[0010] 作为优选，所述人脸检测模块包括：

人脸识别单元，用于利用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从视频数据中识别出人脸位

置区域；

特征点识别单元，用于根据标准人脸模型识别人脸位置区域的若干面部特征点，

并确定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

其中，标准人脸模型包含基于标准人脸轮廓设定的若干标准面部特征点。

[0011] 作为优选，所述面部表情识别模块包括：

面部动作提取单元，用于从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中提取面部各个部位的面部

动作参数向量；其中，面部动作参数向量包括眉毛动作参数向量、眼动作参数向量、面颊动

作参数向量、嘴动作参数向量、鼻子动作参数向量、上颚动作参数向量；

面部表情识别单元，用于将面部动作参数向量对照面部表情判断条件，识别面部

各个部位的面部表情信息。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头部姿态识别模块包括：

三维建模单元，用于将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转化为三维世界坐标系中的三维

坐标和图像采集器坐标系中的三维坐标，并求解图像坐标和世界坐标的关系公式：

，

以获得旋转矩阵R和平移矩阵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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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三维世界坐标系中的面部特征点P i的三维坐标，

是面部特征点Pi在图像采集器坐标系中的三维坐标； 为面部特

征点Pi在成像平面上的物理坐标， 为面部特征点Pi在成像平面上的像素坐标，i

为自然数；所述旋转矩阵R表示人脸的三个方向的角度，包括抬头低头角度、摇头角度和水

平偏转角度；

头部姿态识别单元，用于利用随机抽样一致算法拟合获得最佳的角度估计值，并

识别出头部姿态信息。

[0013] 作为优选，所述人体姿态识别模块包括：

人体关节识别单元，用于从视频数据中识别人体位置区域，并利用深度卷积神经

网络识别出人体位置区域内关节和四肢的关键特征点；

人体姿态识别单元，用于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获取人体的若干关节向量，并计

算关节向量的弯曲角度，将弯曲角度与人体姿态对照条件相对比，识别出人体姿态信息；其

中，人体姿态对照条件包括躺在床上的人体姿态对照条件、坐在床上的人体姿态对照条件、

站立的人体姿态对照条件、坐在椅子上的人体姿态对照条件。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活动评估模块包括：

活动量评估单元，用于监测病患保持所识别出的人体姿态的统计时间，并监测病

患在一定时期内从一个人体姿态变换为另一个人体姿态所移动的移动量；

活动能力评估单元，用于基于统计时间、移动量和生理数据中的心率数据，判断病

患的活动能力。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监控决策模块包括：

疼痛看护单元，用于将面部各个部位的面部表情信息对照疼痛表情判断条件，识

别病患是否存在疼痛表情；若否，则不发送看护指令给看护端；若是：则还需识别该疼痛表

情出现的时间是否大于疼痛阈值时间，或者还需识别该疼痛表情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频率

是否大于疼痛阈值频率时，若满足大于条件，则发送看护指令给看护端，否则，不发送；

摇头看护单元，用于识别头部姿态信息中摇头姿态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频率是否

大于摇头阈值频率，若是，发送看护指令给看护端，否则，不发送；

综合决策单元，用于根据面部表情信息、头部姿态信息、活动数据、生理数据和生

命体征数据，综合评估病患状况并依据病患状况发送综合护理指令给看护端。

[0016] 作为优选，系统还包括设于ICU内的光源发射器，用于提供光源，以辅助图像采集

器在黑暗环境下工作。

[0017] 作为优选，系统还包括数据库，用于存储对应病患的面部表情信息、头部姿态信

息、活动数据、生理数据和生命体征数据。

[0018] 作为优选，系统还包括若干穿戴在病患关节处的加速度计，用于检测病患肢体动

作。所述监控决策模块还包括危险看护单元，用于识别关节活动角度，当关节活动角度大于

安全活动角度阈值时，判断病患摔倒或剧烈运动，则发送看护指令给看护端。

[0019]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公开了通过视频识别病患的面部表情以及肢体姿态，对病患表情和病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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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动识别的人工智能系统（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该技术旨在提供一些预警性

的和细致入微的护理，通过对病患动作的准确和精确量化，来提供有关病患状况的更全面

的数据，就像一位专家每时每刻都陪在病人身边一样，仔细校准治疗。本发明通过与实时生

命体征数据和生理数据的结合，对患者进行全面自动化监测，系统可以缓解重症监护室员

工负担过重的压力，帮助实时管理重复的病患评估，并可实现更准确的突发事件预测和检

测。更重要的是，如果这项技术应用于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将能为重

症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减少其痛苦，提高生命安全。本发明并非取代人工，而是可以成

为医疗系统的一部分，让医生和护士在他们最被需要的时候发挥他们的技能，提高医疗资

源的利用率。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统的结构框图；

图2为人脸检测模块识别人脸位置区域及面部特征点所采用的卷积神经网络示

例；

图3为标准人脸模型的示意图，图中标识了68个标准面部特征点；

图4为面部表情的示意图，图中以痛苦表情为例；

图5为人体姿态识别的深度卷积网络结构图；

图6为人体处于站立状态下，双手高举伸挺在两耳侧时的整个身体特征点标识示

意图；图中的点为关节和四肢的关键点，连线将各个关节、四肢相关联在一起构成当前状态

下的身体架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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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如图1，一种基于病患视频识别的ICU智能看护系统,，包括图像采集器、智能监控

装置、身体指标监测装置、看护端。所述图像采集器用于采集ICU内视频数据，设置于ICU内

正对病床，如采用高分辨率和宽视场摄像机。所述身体指标监测装置用于监测病患的生理

数据和生命体征数据，所述生理数据包括血压、红细胞数、血脂、优球蛋白等数据，所述生命

体征数据包括心电、动脉血压数据。所述身体指标监测装置为实现上述数据监测的医疗器

械，如心率监测仪等。所述智能监控装置分别连接图像采集器、身体指标监测装置、看护端。

图像采集器采集视频数据输入给智能监控装置，身体指标监测装置用于将监测到的生理数

据和生命体征数据输入给智能监控装置。智能监控装置执行监测、分析、判断，对需要监测

的情况发送监测指令给看护端，医护人员根据收到的监测指令执行看护动作。

[0023] 所述智能监控装置包括人脸检测模块、面部表情识别模块、头部姿态识别模块、人

体姿态识别模块、活动评估模块、监控决策模块。所述人脸检测模块用于从视频数据中识别

出人脸位置区域，并获得该人脸位置区域内的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所述面部表情识

别模块用于基于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和面部表情对照向量，识别面部表情信息。所述

头部姿态识别模块，用于将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转化为三维坐标，并利用随机抽样一

致算法识别头部姿态信息。所述人体姿态识别模块，用于从视频数据中识别人体位置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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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得该人体位置区域内的若干关节向量，还基于若干关节向量和人体姿态对照条件，识

别人体姿态信息。所述活动评估模块，用于对在监测周期内获得的人体姿态信息进行病患

活动情况评估，获得活动数据。所述监控决策模块，用于根据面部表情信息或头部姿态信

息，判断是否发送看护指令给看护端；还根据面部表情信息、头部姿态信息、活动数据、生理

数据和生命体征数据，综合评估病患状况并依据病患状况发送综合护理指令给看护端。

[0024] 具体地，所述人脸检测模块包括人脸识别单元、特征点识别单元。所述人脸识别单

元，用于利用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从视频数据中识别出人脸位置区域。所述特征点

识别单元，用于根据标准人脸模型识别人脸位置区域的若干面部特征点，并确定若干面部

特征点位置向量。其中，标准人脸模型包含基于标准人脸轮廓设定的若干标准面部特征点。

例如，参见图2，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的多任务卷积神经网络检测法，完成人脸检测和人脸特

征点提取。对第一层和第二层卷积神经网络的输出结果按照人脸大小排序，根据人脸大致

像素值快速获取人脸区域。第三层卷积神经网络输出若干面部特征点（一般输出68个，也可

根据需要输出更多个）。68个特征点为标准人脸模型所确定的特征点，参见图3。68个特征点

包括脸颊轮廓处的17个特征点、眉毛处的5*2个特征点、眼睛处的6*2个特征点、鼻梁处的4

个特征点、鼻头处的5个特征点、嘴巴处的20个特征点。基于输出的面部特征点，获取面部特

征点位置向量。

[0025] 具体地，所述面部表情识别模块包括面部动作提取单元、面部表情识别单元。所述

面部动作提取单元，用于从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中提取面部各个部位的面部动作参数

向量。其中，面部动作参数向量包括眉毛动作参数向量、眼动作参数向量、面颊动作参数向

量、嘴动作参数向量、鼻子动作参数向量、上颚动作参数向量。例如，每条眉毛设有5个特征

点，基于该5个特征点，获取眉毛整体形态的动作参数向量，如包含若干个相邻特征点之间

的向量，第18个特征点与第19个特征点之间的向量，第19个和第20个特征点之间的向量，第

20个和第21个特征点之间的向量，第21个和第22个特征点之间的向量。嘴巴设有20个特征

点，其中上嘴唇设有10个特征点，下嘴唇设有10个特征点，获取上下嘴唇各自上弧面和下弧

面整体形态的动作参数向量，如包含若干个相邻特征点之间的向量，以上嘴唇为例，包含第

49个和第50个特征点之间的向量，第50个和第51个特征点之间的向量，第51个和第52个特

征点之间的向量，第52个和第53个特征点之间的向量，第53个和第54个特征点之间的向量，

第61个和第62个特征点之间的向量，第62个和第63个特征点之间的向量，第63个和第64个

特征点之间的向量，第64个和第65个特征点之间的向量；鼻子设有9个特征点，获取鼻梁处

整体形态的动作参数向量以及鼻头处整体形态的动作向量，如包含若干个相邻特征点之间

的向量。其他部位，也基于特征点形成的轮廓来确定该部位整体形态的动作参数向量（具体

参见图3中的编号，在同一部位处的连续编号的特征点连线能大致形成该部位轮廓）。

[0026] 所述面部表情识别单元，用于将面部动作参数向量对照面部表情判断条件，识别

面部各个部位的面部表情信息。所述面部表情判断条件也是基于标准人脸模型所设定的若

干个标准面部特征点确定的，例如，眉毛处的5个特征点，在表示眉毛上扬状态时，有其特定

的标准动作参数向量；在表示眉毛下垂状态（参见图4中的111）时，也有其特定的标准动作

参数向量；在表示眉毛弯曲或折皱状态时，亦有其特定的标准动作参数向量，通过对病患实

时识别的动作向量与标准动作参数向量对照，当满足实时识别的动作向量与标准动作参数

向量大致匹配时，则确定面部表情信息中包含眉毛上扬或眉毛下垂或眉毛弯曲或眉毛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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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或者，面部表情判断条件可采用多个向量形态判断条件，如判断若干个向量之间的位置

关系符合两边低中间高的条件时，则确定面部表情信息中包含眉毛弯曲；判断若干个向量

之间的位置关系符合靠近鼻梁处一侧高，靠近耳朵处一侧低的条件时，则确定面部表情信

息中包含眉毛下垂；判断若干个向量之间的位置关系符合靠近鼻梁处一侧低，靠近耳朵处

一侧高的条件时，则确定面部表情信息中包含眉毛上扬；判断若干个向量之间的位置关系

符合差不多一致且眉毛两端的特征点之间的距离缩短，或者出现高高低低的位置关系时，

则确定面部表情信息中包含眉毛折皱。又例如，嘴唇处的20个特征点，在表示嘴唇太高（参

见图4中的114）、嘴唇紧闭、撇嘴（参见图4中117）、嘴角上扬等状态时，有其特定的标准动作

参数向量，通过对病患实时识别的动作向量与标准动作参数向量对照，当满足实时识别的

动作向量与标准动作参数向量大致匹配时，则确定面部表情信息中包含嘴唇太高、嘴唇紧

闭、撇嘴、嘴角上扬。或者，判断若干个向量的位置比标准嘴唇开合状态下的若干个向量的

位置要高，则确定面部表情信息中包含嘴唇抬高；判断上嘴唇上下弧面上的向量之间距离

比嘴唇开合状态下的上嘴唇上下弧面上的向量之间的距离短，则确定面部表情信息中包含

嘴唇紧闭；判断上嘴唇上弧面上的向量之间的位置关系呈现低、高、低、高、低类似关系时，

则确定面部表情信息中包含撇嘴；判断嘴唇两侧向量的位置高于中间向量的位置时，则确

定面部表情信息中包含嘴角上扬。又例如，鼻子处的9个特征点，在表示鼻子皱起、鼻孔张开

等状态时，尤其特定的标准动作参数向量，通过对病患实时识别的动作向量与标准动作参

数向量对照，当满足实时识别的动作向量与标准动作参数向量大致匹配时，则确定面部表

情信息中包含鼻子皱起（参见图4中的116）、鼻孔张开。或者，判断鼻梁处的向量距离相比于

标准鼻子正常状态下鼻梁处的向量距离短时，则确定面部表情信息中包含鼻子皱起；判断

鼻头处的向量距离大于标准鼻子正常状态下鼻头处的向量距离时，则确定面部表情信息中

包含鼻孔张开。

[0027] 除了上述描述到的面部表情外，对于眼处，还包括眼睛闭合（参见图4中的112）、眼

皮锁紧（参见图4中的115）、眼睛张开等；对于面颊处，还包括面颊抬高（参见图4中的113）、

上颚抬起（参见图4中的116）、下颚回收等。上述表情识别可参照前述方式实现，如通过将实

时识别的动作向量与标准动作参数向量比对判断，也可通过对实时识别的动作向量进行位

置、距离、长短关系等条件进行判断。

[0028] 具体地，所述头部姿态识别模块包括三维建模单元、头部姿态识别单元。所述三维

建模单元，用于将若干面部特征点位置向量转化为三维世界坐标系中的三维坐标和图像采

集器坐标系中的三维坐标，构建三维公式（1）。

[0029] 公式（1）

并求解图像坐标和世界坐标的关系公式, 以获得旋转矩阵R和平移矩阵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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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2）

其中， 是三维世界坐标系中的面部特征点P i的三维坐标，

是面部特征点Pi在图像采集器坐标系中的三维坐标； 为面部特

征点Pi在成像平面上的物理坐标， 为面部特征点Pi在成像平面上的像素坐标，i

为自然数；所述旋转矩阵R表示人脸的三个方向的角度，包括抬头低头角度、摇头角度和水

平偏转角度。

[0030] 所述头部姿态识别单元，用于利用随机抽样一致RANSAC算法拟合获得最佳的角度

估计值，并识别出头部姿态信息。

[0031] 具体地，所述人体姿态识别模块包括人体关节识别单元、人体姿态识别单元。所述

人体关节识别单元，用于从视频数据中识别人体位置区域，并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识别

出人体位置区域内关节和四肢的关键特征点。本发明先通过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识别出人体

位置区域，之后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实时人体3D姿势识别出该区域内关节和四肢的关

键特征点。图5为采用MobileNet姿态识别网络结构，图6中的点为骨架点，即标识了关节和

四肢的关键特征点。图6中有18个骨架点。利用多层卷积网络，对输入的视频图像进行处理、

输出识别结果。所述人体姿态识别单元，用于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获取人体的若干关节

向量，并计算关节向量的弯曲角度，将弯曲角度与人体姿态对照条件相对比，识别出人体姿

态信息；其中，人体姿态对照条件包括躺在床上的人体姿态对照条件、坐在床上的人体姿态

对照条件、站立的人体姿态对照条件、坐在椅子上的人体姿态对照条件。

[0032] 以图6为例，对人体姿态识别进行具体说明。以床的长度边缘方向画一条直线，结

合图6，以床的长人为的画一条直线 ，以腰间点121为原点，脖子上的骨架点120与膝盖的

点122的夹角为 ，以膝盖的点122为原点，腰间点121与脚部点123的夹角为 ，脖子上的

点120与脚部点123构成的直线与直线 的夹角为 。躺在床上 为  =180°± ，且  

=0°±  ；站立 为  =180°±   ，且   =90°±2*  ；坐在床上 为  =90°±   ，

且  =180°±   ；坐在椅子上 为  =90°±  ，且   =90°±  ，其中 为允许

偏差角度，  可以为15°。由此可知，上述角度范围条件就是躺在床上的人体姿态对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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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床上的人体姿态对照条件、站立的人体姿态对照条件、坐在椅子上的人体姿态对照条

件。通过实时计算出对应 、 、 的角度值，分别对照上述角度范围条件，即可判断人

体姿态。

[0033] 具体地，所述活动评估模块包括活动量评估单元、活动能力评估单元。所述活动量

评估单元，用于监测病患保持所识别出的人体姿态的统计时间，并监测病患在一定时期内

从一个人体姿态变换为另一个人体姿态所移动的移动量。根据前述人体姿态识别模块识别

出的人体姿态信息，可确认某一时期病患的姿态，以及下一时期病患的姿态。根据姿态变换

确定移动量，如从躺在床上到坐在床上，则认为移动量约为0.4米；如从坐在床上到站立，则

认为移动量约为0.8米；如从站立到坐在椅子上，则认为移动量约为1米。病患在ICU的移动

轨迹一般遵循躺在床上、坐在床上、站立、坐在椅子上，当完成多个移动动作时，则基于上述

移动量进行叠加获得总计移动量。所述活动能力评估单元，用于基于统计时间、移动量和生

理数据中的心率数据，判断病患的活动能力。例如，在统计时间内，统计总共的移动量，获得

总移动量，并结合该时间内的心率数据的均值，确定病患是否在该移动量内保持正常心率

水平，若是，则病患的活动能力良好，不需要额外告警提示，若否，则需要告警提示看护端进

行看护，或者利用系统内的提示装置（声音或显示器）进行告警提示病患暂停。

[0034] 具体地，所述监控决策模块包括疼痛看护单元、摇头看护单元、综合决策单元。所

述疼痛看护单元，用于将面部各个部位的面部表情信息对照疼痛表情判断条件，识别病患

是否存在疼痛表情；若否，则不发送看护指令给看护端；若是：则还需识别该疼痛表情出现

的时间是否大于疼痛阈值时间，或者还需识别该疼痛表情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频率是否大

于疼痛阈值频率时，若满足大于条件，则发送看护指令给看护端，否则，不发送。图4示出了

疼痛表情的示意图。在发生疼痛时，面部表情一般呈现眉毛下垂、眼睛闭上、面颊抬高、嘴唇

太高、眼皮锁紧、鼻子皱起、撇嘴状态。例如，将疼痛表情判断条件设置为面部表情信息存在

眉毛下垂、眼睛闭上、眼皮锁紧、撇嘴四个状态时，则识别病患存在疼痛表情。或者，也可将

疼痛表情判断条件设置为存在图4中的任意一个状态，则识别为疼痛表情。但此识别太单

一，存在误识别的可能。可根据需要设置疼痛表情判断条件，以能够识别到且识别状态不限

于一个来进行设置。所述摇头看护单元，用于识别头部姿态信息中摇头姿态在一定时期内

出现的频率是否大于摇头阈值频率，若是，发送看护指令给看护端，否则，不发送。通过获得

头部姿态信息中的摇头角度确定病患存在摇头姿态，并在一定时期内统计识别到所有姿态

的次数，并计算实际摇头姿态的频率。若以一分钟为统计时间，摇头阈值频率设置为2hz，当

超过该频率时，则需要医护人员紧急看护。所述综合决策单元，用于根据面部表情信息、头

部姿态信息、活动数据、生理数据和生命体征数据，综合评估病患状况并依据病患状况发送

综合护理指令给看护端。该综合决策单元可利用两层卷积神经网络实现，将面部表情信息、

头部姿态信息、活动数据、生理数据和生命体征数据作为输入参数输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

该网络包含3*3*2和3*3*4的卷积层，全连接层采用1*1*4，最后采用Softmax层输出病患状

况概率等级。根据概率最高者得到该病患状况。患者的状况可以用0表示为健康、1表示为轻

度、2表示为中度、3表示为病危。对于健康病患，则综合护理指令为每天进行常规护理；对于

轻度病患，则综合护理指令为每天进行轻度护理；对于中度病患，则综合护理指令为每天进

行中度护理；对于病危病患，则综合护理指令为每天进行病患护理，如每隔30分钟~1小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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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巡检等。上述护理原则遵照医院ICU内看护原则。

[0035] 本发明系统还包括设于ICU内的光源发射器，用于提供光源，以辅助图像采集器在

黑暗环境下工作。光源发射器可采用人眼不可见的红外光，当夜间需要把灯光调暗或关闭

时，图像采集器仍能正常采集ICU内视频数据。

[0036] 本发明系统还包括数据库，用于存储对应病患的面部表情信息、头部姿态信息、活

动数据、生理数据和生命体征数据。病患的个人信息可利用所在ICU房号和病历编号确定。

将在ICU期间监测的数据与该病患进行捆绑存储，以便后续诊疗查询医疗记录。或者，可利

用人脸检测模块进行人脸识别记忆，记录该人脸形态，并比对数据库内存储的病患照片，识

别出病患个人信息。之后将在ICU期间监测的数据与该病患进行捆绑存储，以便后续诊疗查

询医疗记录。

[0037] 本发明系统还包括若干穿戴在病患关节处的加速度计，用于检测病患肢体动作。

所述加速度计一般设置4个，如手腕处2个，脚腕处2个，另外也可根据需要设置其他关节处。

所述监控决策模块还包括危险看护单元，用于识别关节活动角度，当关节活动角度大于安

全活动角度阈值时，判断病患摔倒或剧烈运动，则发送看护指令给看护端。医护人员在第一

时间赶至ICU内进行紧急救治。

[0038]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理解，上述描述及附图中所示的本发明的实施例只作为举例

而并不限制本发明。本发明的目的已经完整有效地实现。本发明的功能及结构原理已在实

施例中展示和说明，在没有背离所述原理下，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可以有任何变形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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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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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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