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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轴加速度计的穿戴式睡眠监测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三轴加速度计的穿

戴式睡眠监测设备，其特征是：以穿戴设备为本

体，在穿戴设备上设置三轴加速度计，使得穿戴

设备在穿戴状态下，三轴加速度计所在位置对应

于人体的颈部、胸部和/或躯干，根据三轴加速度

计输出的数据监测人的睡眠状态，人的睡眠状态

包括左侧睡体位、右侧睡体位、仰睡体位、俯睡体

位、起床和打鼾。本发明能够应用在医疗场所，更

能作为日用器具为广大的普通人群常规使用，以

提高睡眠质量实现健康睡眠，避免因不良睡姿给

人的身体健康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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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三轴加速度计的穿戴式睡眠监测设备，其特征是：以穿戴设备为本体，在所述穿

戴设备上设置三轴加速度计，使得所述穿戴设备在穿戴状态下，三轴加速度计所在位置对

应于人体的颈部、胸部和/或躯干，根据三轴加速度计输出的数据监测人的睡眠状态，所述

人的睡眠状态包括左侧睡体位、右侧睡体位、仰睡体位、俯睡体位、起床和打鼾；将人体的三

维坐标轴分别设定为U轴、V轴和W轴，针对人体呈直立状态，V轴为竖直方向，且上向为V轴正

向，下向为V轴负向；人体手臂左右平展为U轴，且左臂一侧为U轴正向，右臂一侧为U轴负向；

W轴沿人体前后向，且前向为W轴正，后向为W轴负向；设置所述三轴加速度计的X轴、Y轴和Z

轴与人体的U轴、V轴和W轴一一对应、平行设置，且各轴正负方向一致；设置三轴加速度计中

X、Y和Z轴的三轴输出一一对应为x、y和z，设置各轴的数据输出范围为(-N，N)；按如下方式

判断人的睡眠状态：

若有：-N1﹤y﹤N1，且x≤-N2，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左侧睡体位；

若有：-N1﹤y﹤N1，且x≥N2，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右侧睡体位；

若有：-N1﹤x﹤N1，且z﹥0，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仰睡体位；

若有：-N1﹤x﹤N1，且z﹤0，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俯睡体位；

若有：y≥N1，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起床；

Δx为x的增量，若有：Δx形成一次不小于N3的波动，判断人的睡眠状态发生一次体动；

从一个体位到另一个体位的体位变换的体动为翻身；所述体位包括：左侧睡体位、右侧睡体

位、仰睡体位和俯睡体位；

其中，N的值不小于8，N1＝(40％-70％)N，N2＝(70％-90％)N，N3＝(5％-20％)N；

设置三轴加速度计中X、Y和Z轴的三轴输出一一对应为x、y和z，设置各轴的数据输出范

围为(-N，N)，三轴输出数据之和M为：M＝x+y+z；ΔM为M的增量；按如下方式进行打鼾监测：

定义：周期A的时长为T，时长T分为两个时段，分别是第一时段(t1,t2)和第二时段(t2，t3)；

在第一时段(t1,t2)中，增量ΔM大于N4不少于连续3次，且相邻两次增量ΔM之间的时间间

隔不大于k；在第二时段(t2，t3)中，增量ΔM小于N5；若有连续三个周期与周期A相同，则判

断人的睡眠状态为打鼾；所述三个周期与周期A相同是指：任意两个周期的时长相差不超过

30％；其中，k在0～2秒之间取值，且k值不为0，N的值不小于8；N4＝(3％-10％)N，N5＝(2％

～10％)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三轴加速度计的穿戴式睡眠监测设备，其特征是：在打鼾监

测时使得所述穿戴设备在穿戴状态下，所述三轴加速度计所在位置对应于人体的颈部和/

或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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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轴加速度计的穿戴式睡眠监测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睡眠用具，更具体地说是睡眠监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睡眠研究中对睡眠体位、翻身与睡眠质量的研究几乎为零，睡姿对人体健康的影

响研究众说纷纭，臆想猜测推的多，很多人根据自己的臆想推断睡姿的好坏，比如有的人

说：“左侧睡压迫心脏不好”，但是又有人说：“心脏因为保护在胸廓之中，所以左侧卧位并不

会受到很大的压迫”，据国外医学调查统计发现，习惯左侧卧位的人群，患心脏疾病的发病

率比习惯右侧卧位的人群要低70％以上，医生解释说，这是因为轻度压迫使心脏功能受到

锻炼，更不易患病，这些林林总总的只能是解释，都是管中窥豹，或者说就是臆想推测。

[0003] 侧睡仅限于个案数据及调查所得，尤其是调查睡姿习惯可靠性根本不高，因为人

入睡后是在无意识下睡眠，到底自己什么睡姿被调查者自己都不清楚，那么调查的结果只

是清醒下的睡姿，即入睡前或睡醒后的睡姿，可靠性是没有保障的。

[0004] 究其原因是没有监测正常人睡眠体位或睡姿的设备，无法实时监测人睡眠时整夜

睡姿的变化，没有实际的睡姿数据，一些人只能异想天开的去推测什么睡姿睡眠最好。

[0005] 没有实际的睡眠体位监测数据，因而无法研究睡姿、翻身与睡眠质量的关系；睡

姿、翻身与健康的关系；睡姿、翻身与半边病的关系等，尤其是侧睡习惯、翻身与颈椎病、腰

椎病、偏头痛、面瘫、高低肩、歪脖子、中风、股骨痛等半边病的关系；以及睡姿与打鼾的关

系。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是为避免上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三轴加速度计的穿戴

式睡眠监测设备，监测人的睡姿、睡眠体位、翻身及鼾声，用于研究睡姿、翻身、鼾声与人睡

眠质量、半边病的关系，能够应用在医疗场所，更能作为日用器具为广大的普通人群常规使

用，以提高睡眠质量实现健康睡眠，避免因不良睡姿给人的身体健康带来的危害。

[0007] 本发明为解决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本发明基于三轴加速度计的穿戴式睡眠监测设备的特点是：以穿戴设备为本体，

在所述穿戴设备上设置三轴加速度计，使得所述穿戴设备在穿戴状态下，三轴加速度计所

在位置对应于人体的颈部、胸部和/或躯干，根据三轴加速度计输出的数据监测人的睡眠状

态，所述人的睡眠状态包括左侧睡体位、右侧睡体位、仰睡体位、俯睡体位、起床和打鼾。

[0009] 本发明基于三轴加速度计的穿戴式睡眠监测设备的特点也在于：将人体的三维坐

标轴分别设定为U轴、V轴和W轴，针对人体呈直立状态，V轴为竖直方向，且上向为V轴正向，

下向为V轴负向；人体手臂左右平展为U轴，且左臂一侧为U轴正向，右臂一侧为U轴负向；W轴

沿人体前后向，且前向为W轴正，后向为W轴负向；设置所述三轴加速度计的X轴、Y轴和Z轴与

人体的U轴、V轴和W轴一一对应、平行设置，且各轴正负方向一致。

[0010] 本发明基于三轴加速度计的穿戴式睡眠监测设备的特点也在于：设置三轴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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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X、Y和Z轴的三轴输出一一对应为x、y和z，设置各轴的数据输出范围为(-N，N)。

[0011] 按如下方式判断人的睡眠状态：

[0012] 若有：-N1﹤y﹤N1，且x≤-N2，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左侧睡体位；

[0013] 若有：-N1﹤y﹤N1，且x≥N2，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右侧睡体位；

[0014] 若有：-N1﹤x﹤N1，且z﹥0，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仰睡体位；

[0015] 若有：-N1﹤x﹤N1，且z﹤0，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俯睡体位；

[0016] 若有：y≥N1，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起床；

[0017] Δx为x的增量，若有：Δx形成一次不小于N3的波动，判断人的睡眠状态发生一次

体动；从一个体位到另一个体位的体位变换的体动为翻身；所述体位包括：左侧睡体位、右

侧睡体位、仰睡体位和俯睡体位；

[0018] 其中，N的值不小于8，N1＝(40％-70％)N，N2＝(70％-90％)N，N3＝(5％-20％)N。

[0019] 本发明基于三轴加速度计的穿戴式睡眠监测设备的特点也在于：设置三轴加速度

计中X、Y和Z轴的三轴输出一一对应为x、y和z，设置各轴的数据输出范围为(-N，N)，三轴输

出数据之和M为：M＝x+y+z；ΔM为M的增量；按如下方式进行打鼾监测：

[0020] 定义：周期A的时长为T，时长T分为两个时段，分别是第一时段(t1,t2)和第二时段

(t2，t3)；在第一时段(t1,t2)中，增量ΔM大于N4不少于连续3次，且相邻两次增量ΔM之间

的时间间隔不大于k；在第二时段(t2，t3)中，增量ΔM小于N5；若有连续三个周期与周期A相

同，则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打鼾；所述三个周期与周期A相同是指：任意两个周期的时长相

差不超过30％；

[0021] 其中，k在0～2秒之间取值，且k值不为0，N的值不小于8，N4＝(3％-10％)N，N5＝

(2％～10％)N。

[0022] 本发明基于三轴加速度计的穿戴式睡眠监测设备的特点也在于：在打鼾监测时使

得所述穿戴设备在穿戴状态下，所述三轴加速度计所在位置对应于人体的颈部和/或胸部。

[0023] 人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关于睡眠的体位及体位变化对人健康的影响情况，关

于一个睡姿持续多大的时长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的情况，包括翻身与睡眠质量的关系，睡姿

与半边病的关系，打鼾与睡姿的关系，本发明基于睡眠体位对人体健康的关系的研究，以便

指导干预人的睡眠体位，提高人的睡眠质量减少因睡眠造成的疾病，将三轴加速度计用于

人睡眠体位及打鼾的监测，并将监测装置与日常穿戴品如护肩、颈环和背心相结合，实现睡

眠体位及鼾声的有效监测，与已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体现在：

[0024] 1、本发明将三轴加速度计用于人睡眠体位及打鼾的监测，实现了睡眠的有效监

测，正常人的睡眠数据得以收集到云端，在大数据下研究睡眠，为提高、指导人们睡眠质量

服务；

[0025] 2、本发明实现睡姿、翻身与睡眠质量、健康的研究；

[0026] 3、本发明实现了睡姿、翻身与疾病的关系研究，特别是半边病如侧睡习惯、翻身与

颈椎病、腰椎病、偏头痛、面瘫、高低肩、歪脖子、中风、股骨痛等半边病的关系研究，为干预

和纠正睡眠体位、翻身等睡眠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及设备；

[0027] 4、本发明实现了三轴加速度计监测鼾声实现打鼾的干预，并可实现鼾声与睡眠体

位关系的研究，实现打鼾的大数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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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三轴加速度计三轴与人体三轴正向对应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三轴加速度计三轴与人体三轴五种对应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颈环穿戴式打鼾监测设备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睡衣穿戴式打鼾监测设备示意图；

[0032] 图中标号：1三轴加速度计及其控制电路、2颈环、3睡衣。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本实施例中以穿戴设备为本体，穿戴设备为颈环或睡衣等，在穿戴设备上设置三

轴加速度计，三轴加速度计如ADXL345、ADXL362、MUPU-6050等产品，使得穿戴设备在穿戴状

态下，三轴加速度计所在位置对应于人体的颈部、胸部和/或躯干；若穿戴设备为颈环，则三

轴加速度计对应于人的颈部；若穿戴设备为睡衣，则三轴加速度计对应于人的胸部，根据三

轴加速度计输出的数据监测人的睡眠状态。人的睡眠状态包括左侧睡体位、右侧睡体位、仰

睡体位、俯睡体位、起床和打鼾。

[0034] 如图1所示，将人体的三维坐标轴分别设定为U轴、V轴和W轴，针对人体呈直立状

态，V轴为竖直方向，且上向为V轴正向，下向为V轴负向；人体手臂左右平展为U轴，且左臂一

侧为U轴正向，右臂一侧为U轴负向；W轴沿人体前后向，且前向为W轴正，后向为W轴负向；设

置三轴加速度计的X轴、Y轴和Z轴与人体的U轴、V轴和W轴一一对应、平行设置，且各轴正负

方向一致，即X轴与U轴相互平行且正轴方向一致，Y轴与V轴相互平行且正轴方向一致；Z轴

与W轴相互平行且正轴方向一致。

[0035] 具体实施中，三轴加速度计的X、Y和Z轴与人体的U、V、W轴可以任意对应，图2中(a)

为人体的U、V、W轴示意，(b)、(c)、(d)、(e)和(f)为五种不同的对应方式，三轴加速度计三轴

与人体三轴的对应方式共有二十四种，本实施例在图1中三轴加速度计的X、Y和Z轴与人体

的U、V、W轴一一对应、平行设置，且各轴方向一至。

[0036] 设置三轴加速度计中X、Y和Z轴的三轴输出一一对应为x、y和z，设置各轴的数据输

出范围为(-N，N)，N不小于8，根据不同品牌不同型号设置三轴加速度计的精度设置N的值，

以此决定各轴的数据输出范围，比如，将N取值为256，则各轴的数据输出范围为：(-256，

256)，针对不同型号的三轴加速度计，N的取值以不大于256较为适宜，当N取值过大时，会增

加三轴加速度计的耗电量。

[0037] 本实施例中按如下方式判断人的睡眠状态：

[0038] 若有：-N1﹤y﹤N1，且x≤-N2，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左侧睡体位；其中，-N1﹤y﹤N1表示

人体为躺下，因穿戴人的不同、穿戴设备的松紧程度不同、穿戴位置不同等使三轴加速度计

形成偏移，造成三轴加速度计的轴与人体的对应轴发生一定角度的偏移，因此将Y轴的输出

数据y处在(-N1，N1)范围内，都判断为穿戴者为躺下或说是呈卧床的姿态，并以x≤-N2判断

为穿戴者呈左侧睡；

[0039] 本实施例中，N1＝(40％-70％)N，N2＝(70％-90％)N；当N取值为256时，N1的取值

范围为102.4-179.2，N2的取值范围为179.2-230.4；具体可以将N1取值为150，将N2取值为

200。

[0040] 若有：-N1﹤y﹤N1，且x≥N2，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右侧睡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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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若有：-N1﹤x﹤N1，且，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仰睡体位；

[0042] 若有：-N1﹤x﹤N1，且z﹤0，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俯睡体位；

[0043] 在Z轴呈水平时，z＝0；因此当俯睡或仰睡时，z值不为0，则有判据：z﹥0或z﹤0。

[0044] 若有：y≥N1，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起床，在坐姿或站立时，上半身接近竖直，即y≥

N1。

[0045] Δx为x的增量，若有：Δx形成一次不小于N3的波动，判断人的睡眠状态发生一次

体动；N3的取值对应人睡眠体动的幅度，睡眠时打鼾会引起三轴加速度计输出的数据发生

波动，N3的取值尽量规避打鼾引起的Δx变化，N3＝(5％-20％)N。

[0046] 从一个体位到另一个体位的体位变换的体动为翻身；体位包括：左侧睡体位、右侧

睡体位、仰睡体位和俯睡体位；不同体位下打鼾引起三轴加速度计不同的轴输出数据呈周

期性变化，仰睡时引起对应W轴的数据周期性变化，侧睡时则引起其他的周数据变化最大，

但都引起三轴输出数据之和M周期性变化，如果监测一个轴的数据变化监测打鼾，就必须计

算三个轴的数据，为简化计算判断工作量，只要监测三轴加速度计的三轴输出数据之和M的

周期性变化可实现任意体位下的打鼾监测。

[0047] 本实施例中，设置三轴加速度计中X、Y和Z轴的三轴输出一一对应为x、y和z，设置

各轴的数据输出范围为(-N，N)，N不小于8，三轴输出数据之和M为：M＝x+y+z；ΔM为M的增

量；按如下方式进行打鼾监测：

[0048] 定义：周期A的时长为T，时长T分为两个时段，分别是第一时段(t1,t2)和第二时段

(t2，t3)；第一时段(t1,t2)对于人打鼾发出振动声音时段，带动颈部和胸部振动，在第一时

段(t1,t2)中，增量ΔM大于N4不少于连续3次，且相邻两次增量ΔM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大于

k，增量ΔM是打鼾振动带动三轴加速度计三轴输出数据变化的增量，每次打鼾引起的振动

都大于连续3次且时间间隔小于k，k在0～2秒之间取值，且k值不为0，是为了屏蔽如体动、拉

被子等一些干扰；N4＝(3％-10％)N，当N取值为256，将N4取值为15；为防止其它因素干扰可

以增大N4以降低灵敏度，比如：将N4取值20；在对N4取值时，N取值越大，则N4的取值越靠近

3％，比如当N设置为256，将N4靠近5％N取值为15；反之，N取值越小，则N4的取值越靠近

10％，比如当N设置为8时，将N4靠近10％N取值为1；第二时段(t2，t3)是人打鼾不发声不振

动的阶段，也就是静默的时段，在第二时段(t2，t3)中，增量ΔM小于N5，N5是三轴加速度计

佩戴人体上静止不动时三轴输出数据之和变化的波纹最大值；N5＝(2％～10％)N，当N值设

置越大，则N5的取值越靠近2％N；反之，设置N值设置越小，则N5的取值越靠近10％，比如当N

的值设置为256时，N5取值为10；当N的值设置为8时，N5取值为1。若有连续三个周期与周期A

相同，则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打鼾；三个周期与周期A相同是指：任意两个周期的时长相差

不超过30％；各打鼾周期的时长不一定相等，因此将时长相差不超过30％作为判断打鼾周

期相同的依据；

[0049] 在打鼾监测时使得所述穿戴设备在穿戴状态下，三轴加速度计所在位置对应于人

体的颈部和/或胸部，因打鼾会引起颈部和胸部的振动。

[0050] 实施例1：

[0051] 如图3，基于三轴加速度计的穿戴式睡眠监测设备为颈环2，三轴加速度计及其控

制电路1设置在颈环2中，穿戴时三轴加速度计位于人的颈部，三轴加速度计采用ADXL345，

ADXL345是一款小而薄的超低功耗3轴加速度计，分辨率高(13位)。针对ADXL345，定义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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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则三轴输出数据范围为(-256 ,256)；N1＝(40％-70％)N，将N1取值150；N2＝(70％-

90％)N，将N2取值200；N3＝(5％-20％)N，将N3取值30；N4＝(3％-10％)N，N值设置越大，则

N4取值靠近3％N，反之，N值设置越小，则N4取值越靠近10％，当N取值为256时，将N4取值为

15；N5＝(2％～10％)N，N值设置越大，则N5取值靠近2％N，反之，N值设置越小，则N5的取值

越靠近10％，对于N设置为256，将N5取值为10；k值取为1秒；则按如下方式判断人的睡眠状

态：

[0052] 若有：-150﹤y﹤150,且x≤-200，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左侧睡体位；

[0053] 若有：150﹤y﹤150，且x≥200，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右侧睡体位；

[0054] 若有：-150﹤x﹤150，且z﹥0，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仰睡体位；

[0055] 若有：-150﹤x﹤150，且z﹤0，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俯睡体位；

[0056] 若有：y≥150，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起床；

[0057] Δx形成一次不小于30波动，判断人的睡眠状态发生一次体动；

[0058] 周期A的时长为T，时长T分为两个时间段，分别是第一时段(t1 ,t2)和第二时段

(t2，t3)；在第一时段(t1,t2)中，增量ΔM大于15不少于连续3次，且相邻两次增量ΔM之间

的时间间隔不大于1；在第二时段(t2，t3)中，增量ΔM小于10；若有连续三个周期与周期A相

同，则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打鼾；三个周期与周期A相同是指：任意两个周期的时长相差不

超过30％。

[0059] 实施例2：

[0060] 如图4，基于三轴加速度计的穿戴式睡眠监测设备为睡衣3，三轴加速度计及其控

制电路1设置在睡衣3中，穿戴时三轴加速度计位于人的胸部，三轴加速度计采用MUPU-

6050，针对MUPU-6050，定义N＝10，则三轴输出数据范围为(-10,10)，N1取值为6，N2取值为

8，N3取值为1，N4取值为1，N5取值1，k取值为1秒；则按如下方式判断人的睡眠状态：

[0061] 若有：-6﹤y﹤6,且x≤-8，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左侧睡体位；

[0062] 若有：6﹤y﹤16，且x≥8，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右侧睡体位；

[0063] 若有：-6﹤x﹤6，且z﹥0，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仰睡体位；

[0064] 若有：-6﹤x﹤6，且z﹤0，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俯睡体位；

[0065] 若有：y≥6，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起床；

[0066] Δx形成一次不小于1波动，判断人的睡眠状态发生一次体动；

[0067] 周期A的时长为T，时长T分为两个时间段，分别是第一时间段(t1,t2)和第二时段

(t2，t3)；在第一时间段(t1,t2)中，增量ΔM大于1不少于连续3次，且相邻两次增量ΔM之间

的时间间隔不大于1；在第二时间段(t2，t3)中，增量ΔM小于1；若有连续三个周期与周期A

相同，则判断人的睡眠状态为打鼾；所述三个周期与周期A相同是指：任意两个周期的时长

相差不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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