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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s to a health management-based child health monitoring and reminder system and an op
erating method therefor. The system comprises a wearable device, a smart terminal, and a cloud platform. The wearable device i s
used for collecting target data such as vitals information of a chil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nd current geographic location in
formation and sending out the target data. The smart terminal i s used for receiving inputted target information compris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child and sending out the target information and i s used for receiving prompt information comprising a child
health monitoring state coming ：from the cloud platform. The cloud platform i s used for receiving the target information and the tar
get data, determining whether or not various pieces of data in the target data are within preset safety threshold ranges, i f not, produ
cing the prompt information and/or producing the prompt inform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target information, and sending the prompt
information to the smart terminal. By processing target data collected and target information inputted by a user, the present invention
i s capable of producing prompt information for reminding the user to pay attention to corresponding matters.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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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基于健康管理的儿童健康监控与提醒系统及其运行方法，系统包括穿戴设备、智能终端和云平
台，穿戴设备用于采集包括儿童的体征信息、环境信息和当前地理位置信息的目标数据，并将目标数据发送
出去；智能终端用于接收输入的包括儿童个人信息的目标信息，并将目标信息发送出去，还用于接收来自云
平台的包括儿童健康监控情况的提示信息；云平台用于接收目标信息和目标数据，判断目标数据中的各项数
据是否处于预设安全阈值范围内，如果不是则产生提示信息，和/或根据目标信息产生提示信息，将提示信息
发送至智能终端。本发明通过对所采集的目标数据和用户输入的目标信息进行处理，可以产生提示信息，提
醒用户注意相应的事项。



发明名称：基于健康管理的儿童健康监控与提醒系统及其运行方法

[1] 技术领域

[2]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健康管理 的儿童健康监控与提醒系统及其运行方法。

[3] 背景技术

[4] 现有 的基于可穿戴产品的信息管理系统涉及安全管理和健康管理 ，并且 ，在健

康管理方面 ，大多只针对运动和睡眠状况进行监控 ，一般是通过穿戴设备对诸

如血压 、体温和加速度等可 以及吋测量 的数据进行采集。然而 ，对于与儿童成

长息息相关的参数或信息 ，例如接种 、疾病等信息 ，现有 的基于可穿戴产品的

监控系统却没有予 以考虑 ，更没有将此类参数或信息与穿戴设备所采集 的数据

进行综合分析处理。因此 ，对于儿童 的何吋接种 以及进行疾病预 防等 问题 ，现

有技术 由于没有上述 的处理 ，也就无法给 出提示。此外 ，现有 的穿戴设备是 24

小吋监测 ，使得对于用户不需要关注 的一些数据也进行采集 ，从而缩短了穿戴

设备的续航吋间。

[5] 发明内容

[6]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 ，提供一种基于健康管理 的儿童健康监控与提醒系统 （

下文简称儿童健康管理系统） ，包括穿戴设备 、智能终端和云平 台；穿戴设备

用于采集包括儿童 的体征信息 、所处外部环境信息和当前地理位置信息的 目标

数据 ，并将 目标数据发送至云平 台；智能终端用于接收输入 的包括儿童个人信

息及其历史疾病信息的 目标信息 ，将 目标信息发送至云平 台，智能终端还用于

接收来 自云平 台的包括儿童健康监控情况 的提示信息 ；云平 台用于接收来 自智

能终端 的 目标信息 ，接收来 自穿戴设备的 目标数据 ，判断 目标数据 中的各项数

据是否处于预设安全阈值范围内，如果不是则产生提示信息 ，和/或根据 目标信

息确定是否产生提示信息 ，并将提示信息发送至智能终端。

[7]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穿戴设备包括 ：

[8] 信息采集模块 ，包括体征信息采集单元和环境信息采集单元 ，所述体征信息采

集单元用于采集儿童 的体温 、心率 、睡眠吋间、运动量 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环



境信息采集单元用于采集儿童所处外部环境 的PM2.5 、甲醛浓度 、环境温度 中的

至少一种 ；

定位模块 ，用于采集儿童 的当前地理位置信息 ；

信息处理模块 ，用于对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和所述定位模块采集到 的信息进行处

理 ；

无线通信模块 ，用于与所述智能终端进行通话 ，还用于将所述 目标数据发送给

所述云平 台。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 ：红外线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加

速度传感器 、PM2.5 传感器 、环境温度传感器 、甲醛传感器 ，以及PM2.5 传感器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穿戴设备还包括睡眠质量信息采集模块和运动量信息

采集模块。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提示信息包括流行病和/或传染病预警提示信息 ；云平 台

还用于从疾病 中心数据库获取预设吋间内不 同区域 的流行性和/或传染性疾病信

息 ，流行性和/或传染性疾病信息包括疾病名称和感染源 区域信息 ，云平 台根据

接收到 的儿童 的当前地理位置与感染源 区域信息进行分析 ，判断当前地理位置

对应 的预设 区域 内是否 出现对应 的流行性和/或传染性疾病 ，如果是则产生流行

性和/或传染性疾病预警提示信息。用户可 以在管理单元中设置一定吋间内智能

终端接收相 同的流行病预警提示 的次数 ，用户还可 以在管理单元中将流行病预

警提示 的接收方式设置为 自动接收或者触发接收 ，此外还可 以根据当前地理位

置 的改变而 自动调整是否接收提示信息 ，具体可 以根据 已知 的相关技术实现。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穿戴设备包括 ：信息采集模块 ，包括体征信息采集单元和

环境信息采集单元 ，体征信息采集单元用于采集儿童 的体温 、心率 、睡眠吋间

、运动量 中的至少一种 ，环境信息采集单元用于采集儿童所处外部环境 的PM2.5

、甲醛浓度 、环境温度 中的至少一种 ；定位模块 ，用于确定儿童 的当前地理位

置信息 ；无线通信模块 ，用于与云平 台进行通信。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无线通信模块还用于与智能终端进行通话。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 ：红外线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加



速度传感器 、PM2.5 传感器 、环境温度传感器 、甲醛传感器 ，以及PM2.5 传感器

[18]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穿戴设备还包括睡眠质量信息采集模块和运动量信息

采集模块。

[19]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智能终端包括录入单元 、管理单元 、通信单元和提示单元

；录入单元用于接收用户输入 的 目标信息 ，并将 目标信息传递给通信单元 ；通

信单元用于将 目标信息发送至云平 台，还用于接收来 自云平 台的提示信息 ，并

将提示信息传递给提示单元 ；提示单元用于接收来 自通信单元的提示信息 ，并

根据提示信息提示用户 ；管理单元用于接收用户输入 的设置信息 ，并根据设置

信息使穿戴设备停止采集不需要 的数据或者使穿戴设备停止工作。

[20]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管理单元用于产生呼叫请求并传递给通信单元 ，通信单元

接收呼叫请求并发送至无线通信模块 ，无线通信模块接收呼叫请求并响应 ；相

应地 ，无线通信模块用于产生呼叫请求并传递给通信单元 ，通信单元接收呼叫

请求并发送至管理单元 ，管理单元接收呼叫请求并响应。进一步地 ，无线通信

模块所产生的呼叫请求通过一键通话形式产生。

[21]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智能终端 的通信单元还用于与无线通信模块进行交互。

[22]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智能终端包括定位单元 ，定位单元用于采集智能终端 的位

置信息并将智能终端 的位置信息发送至云平 台； 目标数据包括当前地理位置信

息 ；云平 台通过分析智能终端 的位置信息和当前地理位置信息判断当前地理位

置信息是否超 出预设 的安全范围，并根据判断结果生成提示信息 ，提示信息为

安全范围提示信息 ，安全范围提示信息包括云平 台在判断 出当前地理位置信息

超 出预设安全范围吋生成 的提示信息。

[23]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 目标数据包括儿童 的体温 ，提示信息包括云平 台在判断 出

儿童 的体温超 出预设体温范围吋生成 的提示信息 ；和/或 ， 目标数据包括儿童 的

心率 ，提示信息包括云平 台在判断 出儿童 的心率超 出预设心率范围吋生成 的提

示信息 ；和/或 ， 目标数据包括儿童 的睡眠吋间，提示信息包括云平 台在判断 出

儿童 的睡眠吋间超 出预设睡眠吋间范围吋生成 的提示信息 ；和/或 ， 目标数据包

括儿童 的运动量 ，提示信息包括疾病预警信息 ，疾病预警信息包括云平 台在判



断 出儿童 的运动量超 出预设运动量范围后生成 的提示信息 ；和/或 ， 目标数据包

括儿童所处外部环境 的PM2.5 ，提示信息包括云平 台根据PM2.5 的值给 出的对应

建议方案 ；和/或 ， 目标数据包括儿童所处外部环境 的甲醛浓度 ，提示信息包括

云平 台在判断 出甲醛浓度超 出预设 甲醛浓度范围吋生成 的提示信息 ；和/或 ， 目

标数据包括儿童所处外部环境 的环境温度 ，提示信息包括云平 台根据环境温度

给 出的关于加减衣服和/或运动 的建议方案 ；和/或 ，提示信息包括云平 台根据 目

标信息生成 的接种提示 ，包括需要接种 的疫苗名称 、疫苗种类 、接种吋间和注

意事项。

[24]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 ，本发明提供一种如上述 的基于健康管理 的儿童健康

监控与提醒系统 的运行方法 ，包括 ：穿戴设备采集 目标数据 ，并将 目标数据发

送至云平 台；智能终端接收用户输入 的 目标信息 ，并将 目标信息发送至云平 台

；云平 台接收来 自智能终端 的 目标信息 ，接收来 自穿戴设备的 目标数据 ，根据

目标数据和 目标信息进行处理 ，产生提示信息 ，并将提示信息发送至智能终端

；智能终端接收来 自云平 台发送 的提示信息 ，并根据提示信息提示用户。

[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通过对信息采集模块所采集 的 目标数据和用户输入 的 目

标信息进行处理 ，可 以产生提示信息 ，提醒用户注意相应 的事项。例如 ，通过

对用户输入 的接种信息进行处理 ，可 以产生接种提示 ，提醒用户按吋接种。用

户输入 的 目标信息也可 以是疾病信息 ，则儿童健康管理系统通过对信息采集模

块所采集 的 目标数据和用户输入 的 目标信息进行处理 ，可 以对应地产生疾病预

警提示 ，起到提醒用户注意儿童 的疾病预 防的作用。本发明弥补了现有技术 中

儿童接种 、疾病预 防的欠缺。

[26] 附图说明

[27] 图 1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 的儿童健康管理系统 的组成简 图；

[28] 图2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 的儿童健康管理系统 的组成示意 图；

[29] 图3为本发明另一种实施例 的儿童健康管理系统 的组成示意 图。

[30] 具体实施方式

[3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32] 实施例一：



[33] 如 图 1所示为本实施例 的儿童健康管理系统 的组成简 图，主要 由穿戴设备 10、

智能终端20和云平 台30三个部分组成。

[34] 更为详细 的儿童健康管理系统 的组成示意 图如 图2所示 ，其 中，穿戴设备 10包

括信息采集模块 11、无线通信模块 12 (例如可 以是GSM 模块 ，即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GPS/BD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全球定位系统 ；BD ，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定位模块 14和信息处理模块 15。信息采集模块具体 由红外线传感器 1

11、压力传感器 112、加速度传感器 113、 PM2.5 传感器 114、环境温度传感器 115

组成 ，信息采集模块还可 以包括 甲醛传感器 116，信息处理模块 15用于对信息采

集模块和GPS/BD 定位模块采集到 的信息进行处理 ，信息处理模块 15包括放大 电

路 151、滤波 电路 152、 A/D 电路 153和MCU (Micro Control Unit, 微控制单元 ，

单片机） 154。

[35] 本 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穿戴设备还包括 电源及幵关模块 ，用于为穿戴设备上

的功能模块供 电以及在不需要吋断幵 电源。

[36] 智能终端20由通信单元 2 1、管理单元22、录入单元23和提示单元24组成。

[37] 本实施例 的穿戴设备优选为套在儿童手臂上 的手环状穿戴设备 ，系统进入工作

状态后 ，穿戴设备 的信息采集模块幵始采集 目标数据 ， 目标数据为红外线传感

器探测到 的儿童 的体温 、压力传感器探测到 的儿童 的脉搏或心率 以及加速度传

感器探测到 的儿童 的加速度 ，还可 以包括 甲醛传感器探测到 的周 围环境 的甲醛

浓度 、PM2.5 传感器检测到 的空气PM2.5 以及温度传感器检测到 的环境温度。信

息采集模块将这些 目标数据传递到信息处理模块 ，在信息处理模块 中， 目标数

据依次经过放大 电路进行放大 、滤波 电路进行滤波和A/D 电路进行转换 ，再 由M

CU控制转换后 的 目标数据经无线通信模块传递到云平 台。

[38] 本实施例 的智能终端为智能手机 （还可 以是智能平板 电脑等其他带通讯功能 的

终端）。

家长需要在录入单元输入儿童 的个人基本信息和 目标信息 ，个人基本信息主要

用于对儿童 的身份进行记录 ，包括儿童 的姓名 、性别 、出生 日期和父母信息 ；

家长还需要输入 目标信息 ， 目标信息是需要经过云平 台处理 的信息 ，与儿童 的



生理健康息息相关 ， 目标信息可 以包括疾病信息 ，疾病信息反映儿童 的患病史

以及当前是否患病。

[40] 云平 台30接收来 自智能手机 的 目标信息并对其进行处理 ，根据处理结果可 以产

生提示信息 ，详细说明如下：

[41] 云平 台根据接种计划表 的吋间安排 ，在适合接种 的吋期即将到来吋 ，为防止家

长疏忽 ，云平 台会产生提醒家长为儿童接种 的提示。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

云平 台通过儿童 的出生年月 日自动排 出接种信息表 ，即根据儿童 出生年月 日判

断 出儿童需要接种 的吋间并产生接种提示 ，接种提示包括接种吋间、疫苗种类

、疫苗名称和注意事项 （如感 冒期 内或在服用药物者在某些情况下不能接种疫

苗）等。

[42] 本 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 目标信息包括疾病信息 ，云平 台通过分析疾病信息和

目标数据 ，判断儿童当前是否处于健康状态 ，若 目标数据如脉搏或体温是疑似

病症 的数值 ，则产生疾病预警提示 ；云平 台每天査看疾病记录 ，若 同吋期前后 1

5天是否有疾病记录 ，若有 ，则产生健康监督提示 ，反馈给家长 ，起到提醒家长

注意儿童健康 的作用。

[43] 本 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 目标信息包括疾病信息 ，云平 台根据儿童健康数据 以

及 同吋期疾病情况产生疾病预警提示并发送到用户 的智能终端 ，以便预 防因为

季节变换而导致 的易患病。

[44] GPS/BD 定位模块用于获得GPS定位信息并将GPS定位信息发送至云平 台，云平

台处理GPS定位信息并判断穿戴设备是否处于流行病易感 区域 内 （例如方圆 1公

里的范围） ，若是 ，则产生流行病预警提示并将流行病预警提示发送至智能终

端 ，通信单元还用于接收流行病预警提示并传递给提示单元 ；提示单元用于接

收来 自通信单元的流行病预警提示并提示用户。云平 台从疾控 中心数据库 中获

取最近某个吋间阶段 （例如一个月 、一个季度或 1年）不 同区域 的流行性疾病和/

或传染性疾病 的信息 ，信息包括疾病名称 、感染源 区域信息 （包括发病 区域 、

患者去过 的区域 、确诊 区域）和病例数等。用户可 以在管理单元中设置一定吋

间内智能终端接收相 同的流行病预警提示 的次数 ，用户还可 以在管理单元中将

流行病预警提示 的接收方式设置为 自动接收或者触发接收 ，此外还可 以根据当



前地理位置 的改变而 自动调整是否接收提示信息 ，具体可 以根据 已知 的相关技

术实现。

[45] 本 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智能终端还包括GPS/BD 定位单元 ，GPS/BD 定位单元

用于采集智能终端 的位置信息并发送至云平 台，家长可 以在管理单元设置儿童

活动 的安全区域 ，例如 ，对于年齢偏小 的儿童 ，安全区域设置为 以智能终端为

中心半径为50米 的范围，随着年齢 的增大将范围逐渐增大 ；当在 自己家的情况

下 ，将安全区域设置为 以智能终端为中心半径为 100米 的范围，而处于人员混杂

的闹市环境吋 ，将安全区域调整为20米。云平 台通过分析穿戴设备的当前地理

位置信息与智能终端 的位置信息 ，可 以判断儿童是否处于安全区域 内，如果不

是 ，则安全范围提示信息并发送到智能终端 ，以便提醒家长。

[46] 穿戴设备或智能终端 的GPS/BD 定位模块或单元主要包括GPS/BD 单元和微处理

器单元 ，GPS/BD 定位模块可 以24小吋监测用儿童 的位置信息并发送至云平 台，

云平 台结合家长的安全区域设置信息判断儿童是否超 出安全区域 ，若是 ，则产

生安全距离提示信息并发送到智能手机 ，提醒家长注意防止儿童走失。智能手

机接收到安全距离提示信息后 ，在提示单元显示儿童 的位置信息 、超距距离和

超距吋间，并通过扬声器或蜂鸣器等发声设备进行播放 ，起到警示家长的作用

[47] 云平 台通过分析儿童 的体温可 以判断其体温是否正常 ，当体温不正常吋 ，根据

具体 的体温值与正常体温值 的对 比产生体温过高 、体温偏高 、体温偏低及体温

过低等体温提示。云平 台通过接受穿戴设备采集到 的空气温度变化 ，若发现温

度在半分钟 内变化超过5°C，则 向智能终端发送 出提示信息 ，提示信息包括注意

天气变化 、适当加减衣服和适量运动等。

[48] 云平 台通过分析儿童 的脉搏可 以判断儿童是否处于睡眠状态 ，当儿童处于睡眠

状态吋 ，云平 台通过分析脉搏可 以判断睡眠质量 的好坏 ，通过对 比该年齢所需

睡眠吋间和实际睡眠吋间判断儿童 的睡眠是否过长或过段 ，而后根据具体情况

产生睡眠提示 ，睡眠提示可 以是指导家长督促儿童睡眠的方法 、睡眠吋间的安

排及睡眠注意事项等。

[49] 本 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穿戴设备包括睡眠质量信息采集模块 ，睡眠质量信息



采集模块用于采集儿童 的睡眠吋 间， 目标数据包括睡眠吋 间，穿戴设备通过gsm

网络 向云平 台发送睡眠信息 ，所述云平 台监控睡眠吋 间低于或者超过 同齢人正

常睡眠吋 间吋 ，产生提示 ，提示 内容包括提醒家长督促儿童正常睡觉 ，以及一

些促进高质量睡眠的建议。

[50] 本 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穿戴设备包括运动量信息采集模块 ，运动量信息采集

模块用于采集运动信息 ，则 目标数据包括运动量 ，提示信息包括运动预警提示

，云平 台处理运动量 ，监控到运动量超过预设范 围吋后产生提示。本发明的其

他实施例 中，儿童运动量 以消耗 的卡路里 的形式进行计算 ，穿戴设备通过gsm 网

络 向云平 台发送运动信息 ，当儿童运动量大于某预设值吋 ，云平 台给 出疑似为

多动症 的提示信息 ，当儿童运动量小于某预设值吋 ，云平 台给 出疑似为 自闭症

或身体哪里不舒服 的提示信息。

[51] 本 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云平 台通过分析儿童 的加速度可 以判断儿童 的运动方

式及运动量 ，从而判断儿童 的运动是否适 当 ，根据实际情况产生运动过量 、运

动缺乏等方面 的运动提示。

[52] 本 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信息采集模块还包括 甲醛传感器 ， 目标数据包括 甲醛

浓度 ，云平 台通过分析 甲醛浓度 ，判断其浓度是否超标 ，若其浓度超标 ，则根

据具体 的浓度值产生 甲醛浓度超高 、甲醛浓度过高及 甲醛浓度偏高等 甲醛预警

提示信息。例如 ，当 甲醛浓度 由正常值变化到大于 0.08毫克 / 立方米吋 ，云平

台向智能终端发送 甲醛浓度过高 的提示信息 ，提示信息还包括让儿童离幵活动

区域等 内容。

[53] 本 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信息采集模块还包括PM2.5 传感器 ， 目标数据包括PM

2.5值 ，云平 台通过分析PM2.5 值 ，判断其值是否适宜户外活动 ，若PM2.5 值 已经

不利于儿童 的户外活动 ，则根据具体 的浓度值产生PM2.5 值超高 、PM2.5 值过高

及PM2.5 值偏高等PM2.5 提示信息。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并根据不 同的值给 出

对应 的建议。

[54] 本 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穿戴设备还可 以包括GSM 无线通信模块 ， GSM 无线

通信模块起到实现家长和儿童进行双 向通话 的作用 ，家长通过点击管理单元 的"

一键通话 "功能 ，就可 以通话穿戴设备一端 的儿童 ，具体过程为 ：家长点击管理



单元的"一键通话 "功能后 ，管理单元产生通话请求并传递给通信单元 ，通信单元

接收通话请求并发送至GSM 无线通信模块 ，GSM 无线通信模块接收通话请求并

启动语音通话功能 ，这样家长和儿童就可 以通话了。相应地 ，穿戴设备上可 以

设置一个方便儿童识别 的通话键 ，儿童通过按下穿戴设备的通话键 ，即可调动G

SM 无线通信模块从而通话智能手机一端 的家长 ，具体过程为：儿童按下穿戴设

备的通话键后 ，GSM 无线通信模块产生通话请求并传递给通信单元 ，通信单元

接收通话请求并发送至管理单元 ，管理单元接收通话请求并启动语音通话功能

，这样儿童和家长就可 以通话了。

[55] 云平 台产生上述相应 的提示信息后 ，将提示信息发送到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 的

通信单元接收提示信息并传递给提示单元 ，提示单元显示相应 的提示信息内容

，家长可 以通过提示单元査看所有 的提示信息。

[56] 本 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家长可 以在管理单元关闭不需要测量 的 目标数据 ，例

如 ，家长关闭加速度测量 的功能后 ，管理单元便控制穿戴设备的加速度传感器

停止工作。通过让用户关闭不关心 的功能 ，可 以延长穿戴设备的续航吋间。

[57] 本 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 中，上述提示信息都可 以通过智能终端 向儿童和/或

儿童监控人进行推送。

[58] 本 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 中，儿童健康管理系统具有上述所有功能。

[59] 本 发明弥补了现有技术 中儿童接种 、疾病预 防、身高健康方案 、体重健康方案

和 甲醛预警提醒等功能的欠缺 ，并且结合了GPS/BD 定位功能和GSM 通话功能 ，

使得本发明的穿戴设备功能更加完善 ，更适合于家长对儿童 的监管 ，为用户对

儿童 的健康管理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本发明通过可穿戴设备采集到 的数据 以及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的数据和智能终端输入 的数据管理人体健康 ，做到疾病 的早

期预 防，弥补了健康管理在 的疾病预 防方面的缺失。

[60] 实施例二：

[61] 如 图3所示为另一实施例 的儿童健康管理系统 的组成示意 图，主要 由穿戴设备 1

0、智能终端20和云平 台30三个部分组成。

[62] 其 中，穿戴设备包括信息采集模块 11和无线通信模块 12，信息采集模块具体 由

红外线传感器 111、压力传感器 112、加速度传感器 113、 PM2.5 传感器 114、环境



温度传感器 115和 甲醛传感器 116构成。

[63] 智能终端 由通信单元 2 1、管理单元 22、录入单元 23和提示单元 24组成。

[64] 本实施例 的穿戴设备优选为套在儿童手臂上的手环状穿戴设备 ，系统进入工作

状态后 ，穿戴设备的信息采集模块幵始采集 目标数据 ， 目标数据为红外线传感

器探测到 的儿童 的体温 、压力传感器探测到 的儿童 的脉搏 、加速度传感器探测

到 的儿童 的加速度 以及 甲醛传感器探测到 的周围环境 的甲醛浓度。信息采集模

块将这些 目标数据传递到无线通信模块 ，无线通信模块在与智能终端 的通信单

元 （蓝牙）连接后可 以将 目标数据发送到智能终端。

[65] 本实施例 的智能终端优选为智能手机 ，家长需要在录入单元输入儿童 的个人基

本信息和 目标信息 ，个人基本信息主要用于对儿童 的身份进行记录 ，包括儿童

的姓名 、性别 、年齢 、出生 日期和父母信息 ；家长还需要输入 目标信息 ， 目标

信息是需要经过云平 台处理 的信息 ，与儿童 的生理健康息息相关 ， 目标信息包

括儿童 的年齢和疾病信息等 ，录入单元将 目标信息传递给通信单元。

[66] 通信单元通过无线 网络将 目标数据和 目标信息发送到云平 台。

[67] 云平 台接收来 自智能手机 的 目标信息并对其进行处理 ，根据处理结果可 以产生

提示信息 ，详细说明如下：

[68] 云平 台通过分析儿童 的体温可 以判断体温是否正常 ，当体温不正常吋 ，根据具

体 的体温值与正常体温值 的对 比产生体温过高 、体温偏高 、体温偏低及体温过

低等体温提示。

[69] 云平 台通过分析儿童 的脉搏可 以判断儿童是否处于睡眠状态 ，当儿童处于睡眠

状态吋 ，云平 台通过分析脉搏可 以判断睡眠质量 的好坏 ，通过对 比该年齢所需

睡眠吋间和实际睡眠吋间判断儿童 的睡眠是否过长或过段 ，而后根据具体情况

产生睡眠提示 ，睡眠提示可 以是指导家长督促儿童睡眠的方法 、睡眠吋间的安

排及睡眠注意事项等。

[70] 云平 台通过分析儿童 的加速度可 以判断儿童 的运动方式及运动量 ，从而判断儿

童 的运动是否适当，根据实际情况产生运动过量 、运动缺乏等方面的运动提示

[71] 云平 台根据接种计划表 的吋间安排 ，在适合接种 的吋期即将到来吋 ，为防止家



长疏忽 ，云平 台会产生提醒家长为儿童接种 的提示。

[72] 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 目标信息包括历史疾病信息 ，云平 台通过分析疾病信

息和 目标数据 ，判断儿童当前是否处于健康状态 ，若 目标数据如脉搏或体温是

疑似病症 的数值 ，则产生疾病预警提示 ；云平 台每天査看疾病记录 ，若 同吋期

前后 15天有疾病记录 ，则产生健康监督提示 ，根据具体情况 ，包括儿童当前健

康状态 良好 、疾病 尚未痊愈及疾病注意事项等类型 的健康监督提示 ，反馈给家

长 ，起到提醒家长注意儿童健康 的作用。

[73] 云平 台通过分析 甲醛浓度 ，判断其浓度是否超标 ，若其浓度超标 ，则根据具体

的浓度值产生 甲醛浓度超高 、甲醛浓度过高及 甲醛浓度偏高的甲醛预警提示信

息。

[74] 云平 台产生上述相应 的提示信息后 ，将提示信息发送到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 的

通信单元接收提示信息并传递给提示单元 ，提示单元显示相应 的提示信息内容

，提示单元同吋还产生语音提醒或者震动。对于比较紧急的提示信息 ，如 甲醛

浓度超高 、体温过高及脉搏微弱等 ，提示单元会 自动增大语音提醒 的音量和手

机震动频率 ，并 向预存 的紧急号码发送短信或直接拨打。家长可 以在提示单元

査看所有 的提示信息。

[75] 家长可 以在管理单元关闭不需要测量 的 目标数据 ，例如 ，家长关闭加速度测量

的功能后 ，管理单元便控制穿戴设备的加速度传感器停止工作。通过让用户关

闭不关心 的功能 ，可 以延长穿戴设备的续航吋间。

[76] 本发明弥补了现有技术 中儿童接种 、疾病预 防和 甲醛预警提醒等功能的欠缺 ，

使得本发明的穿戴设备功能更加完善 ，更适合于家长对儿童 的监管 ，为用户对

儿童 的健康管理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77] 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 中，儿童健康管理系统具有上述实施例 1和实施例 2的

所有功能。

[78]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 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 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本

发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 ，还可 以做 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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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基于健康管理 的儿童健康监控与提醒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

括穿戴设备 、智能终端和云平 台；

所述穿戴设备用于采集包括儿童 的体征信息 、所处外部环境信息

和当前地理位置信息的 目标数据 ，并将所述 目标数据发送至所述

云平 台；

所述智能终端用于接收输入 的包括儿童个人信息及其历史疾病信

息的 目标信息 ，并将所述 目标信息发送至所述云平 台，所述智能

终端还用于接收来 自所述云平 台的包括儿童健康监控情况 的提示

息 ；

所述云平 台用于接收来 自所述智能终端 的所述 目标信息 ，接收来

自所述穿戴设备的所述 目标数据 ，判断所述 目标数据 中的各项数

据是否处于预设安全阈值范围内，如果不是则产生所述提示信息

，和/或根据所述 目标信息确定是否产生所述提示信息 ，将所述提

示信息发送至所述智能终端。

[权利要求 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穿戴设备包括 ：

信息采集模块 ，包括体征信息采集单元和环境信息采集单元 ，所

述体征信息采集单元用于采集儿童 的体温 、心率 、睡眠吋间、运

动量 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环境信息采集单元用于采集儿童所处外

部环境 的PM2.5 、甲醛浓度 、环境温度 中的至少一种 ；

定位模块 ，用于采集儿童 的当前地理位置信息 ；

信息处理模块 ，用于对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和所述定位模块采集到

的信息进行处理 ；

无线通信模块 ，用于与所述智能终端进行通话 ，还用于将所述 目

标数据发送给所述云平 台。

[权利要求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 ：

红外线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加速度传感器 、PM2.5 传感器 、环境

温度传感器 、甲醛传感器 ，以及PM2.5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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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4] 如权利要求2所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穿戴设备还包括睡眠

质量信息采集模块和运动量信息采集模块。

[权利要求 5]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提示信息包括流行病

和/或传染病预警提示信息 ；所述云平 台还用于从疾病 中心数据库

获取预设吋间内不 同区域 的流行性和/或传染性疾病信息 ，所述流

行性和/或传染性疾病信息包括疾病名称和感染源 区域信息 ，并根

据接收到 的儿童 的当前地理位置与所述感染源 区域信息进行分析

，判断所述当前地理位置对应 的预设 区域 内是否 出现对应 的流行

性和/或传染性疾病 ，如果是则产生所述流行性和/或传染性疾病预

警提示信息。

[权利要求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穿戴设备包括 ：

信息采集模块 ，包括体征信息采集单元和环境信息采集单元 ，所

述体征信息采集单元用于采集儿童 的体温 、心率 、睡眠吋间、运

动量 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环境信息采集单元用于采集儿童所处外

部环境 的PM2.5 、甲醛浓度 、环境温度 中的至少一种 ；

定位模块 ，用于采集儿童 的当前地理位置信息 ；

信息处理模块 ，用于对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和所述定位模块采集到

的信息进行处理 ；

无线通信模块 ，用于与所述智能终端进行通话 ，还用于将所述 目

标数据发送给所述云平 台。

[权利要求 7] 如权利要求6所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 ：

红外线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加速度传感器 、PM2.5 传感器 、环境

温度传感器 、甲醛传感器 ，以及PM2.5 传感器。

[权利要求 8] 如权利要求6所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穿戴设备还包括睡眠

质量信息采集模块和运动量信息采集模块。

[权利要求 9] 如权利要求6所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智能终端包括录入单

元 、通信单元 、提示单元和管理单元 ；

所述录入单元用于接收用户输入 的 目标信息 ，并将所述 目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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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给所述通信单元 ；

所述通信单元用于将所述 目标信息发送至所述云平 台，还用于接

收来 自所述云平 台的提示信息 ，并将所述提示信息传递给所述提

示单元 ；

所述提示单元用于接收来 自所述通信单元的所述提示信息 ，并根

据所述提示信息提示用户 ；

所述管理单元用于接收用户输入 的设置信息 ，并根据所述设置信

息控制所述穿戴设备停止采集不需要 的数据或者控制所述穿戴设

备停止工作。

[权利要求 10] 如权利要求9所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管理单元用于产生呼

叫请求并传递给所述通信单元 ，所述通信单元接收所述呼叫请求

并发送至所述无线通信模块 ，所述无线通信模块接收所述呼叫请

求并响应 ；相应地 ，所述无线通信模块用于产生呼叫请求并传递

给所述通信单元 ，所述通信单元接收所述呼叫请求并发送至所述

管理单元 ，所述管理单元接收所述呼叫请求并响应。

[权利要求 11] 如权利要求 10所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无线通信模块所产

生的呼叫请求通过一键通话形式产生。

[权利要求 12] 如权利要求9所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

所述智能终端包括定位单元 ，所述定位单元用于采集所述智能终

端 的位置信息并将所述智能终端 的位置信息发送至所述云平 台；

所述 目标数据包括当前地理位置信息 ；

所述云平 台通过分析所述智能终端 的位置信息和所述当前地理位

置信息判断所述当前地理位置信息是否超 出预设 的安全范围，并

根据判断结果生成提示信息 ，所述提示信息为安全范围提示信息

，所述安全范围提示信息包括所述云平 台在判断 出所述当前地理

位置信息超 出预设安全范围吋生成 的提示信息。

[权利要求 13] 如权利要求9所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

所述 目标数据包括儿童 的体温 ，所述提示信息包括所述云平 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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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 出所述儿童 的体温超 出预设体温范围吋生成 的提示信息 ；

和/或 ，所述 目标数据包括儿童 的心率 ，所述提示信息包括所述云

平 台在判断 出所述儿童 的心率超 出预设心率范围吋生成 的提示信

息 ；

和/或 ，所述 目标数据包括儿童 的睡眠吋间，所述提示信息包括所

述云平 台在判断 出所述儿童 的睡眠吋间超 出预设睡眠吋间范围吋

生成 的提示信息 ；

和/或 ，所述 目标数据包括儿童 的运动量 ，所述提示信息包括疾病

预警信息 ，所述疾病预警信息包括所述云平 台在判断 出所述儿童

的运动量超 出预设运动量范围后生成 的提示信息 ；

和/或 ，所述 目标数据包括儿童所处外部环境 的PM2.5, 所述提示

信息包括所述云平 台根据所述PM2.5 的值给 出的对应建议方案 ；

和/或 ，所述 目标数据包括儿童所处外部环境 的甲醛浓度 ，所述提

示信息包括所述云平 台在判断 出所述 甲醛浓度超 出预设 甲醛浓度

范围吋生成 的提示信息 ；

和/或 ，所述 目标数据包括儿童所处外部环境 的环境温度 ，所述提

示信息包括所述云平 台根据所述环境温度给 出的关于加减衣服和/

或运动 的建议方案 ；

和/或 ，所述提示信息包括所述云平 台根据所述 目标信息中的出生

年月 日生成 的接种提示 ，包括需要接种 的疫苗名称 、疫苗种类 、

接种吋间和注意事项。

[权利要求 14] 一种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基于健康管理 的儿童健康监控与提醒系统

的运行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所述穿戴设备采集 目标数据 ，并将所述 目标数据发送至云平 台；

所述智能终端接收用户输入 的 目标信息 ，并将所述 目标信息发送

至云平 台；

所述云平 台接收来 自所述智能终端 的所述 目标信息 ，接收来 自所

述穿戴设备的所述 目标数据 ，根据所述 目标数据和所述 目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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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理 ，产生提示信息 ，并将所述提示信息发送至所述智能终

一山

所述智能终端接收并显示来 自所述云平 台发送 的所述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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