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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提供了一种自动识别身体部位的生

理参数测量系统和方法。该方法包括：从第一传

感器阵列获取躺卧对象的振动信息；从第二传感

器阵列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感应信息，根据所述

感应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其中所

述位置信息是所述躺卧对象身体各部位与所述

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信息；以及

依据所述位置信息和所述振动信息确定所述躺

卧对象的身体各部位与所述振动信息的对应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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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从第一传感器阵列获取躺卧对象的振动信息；

从第二传感器阵列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感应信息，根据所述感应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

象的位置信息，其中所述位置信息是所述躺卧对象身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

个传感器的对应信息；以及

依据所述位置信息和所述振动信息确定所述躺卧对象的身体各部位与所述振动信息

的对应关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信息包括压力信息、应变信息、速

度信息、加速度信息、位移信息、温度信息、反射光信息、或红外辐射信息中的至少一个。

3.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和/或所述第二传感器阵

列包括多个光纤传感器，每个所述光纤传感器包括：

一根光纤，排列成基本上位于一个平面内的结构；

光源，与所述一根或多根光纤的一端耦合；

接收器，与所述一根光纤的另一端耦合，被配置为感知通过所述光纤的光强度的变化；

和

一个网格层，由设置有开口的网眼组成，其中，所述网格层与所述光纤表面接触。

4.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压力传感器，当

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压力传感

器上获取压力信息，并根据所述压力信息生成压力分布图，从而得到所述躺卧对象的所述

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信息。

5.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红外传感器，当

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红外传感

器上获取红外辐射信息，并根据所述红外辐射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

定身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关系。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温度传感

器，当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温度

传感器上获取温度信息，并根据所述温度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

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关系。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和第二传感器阵列被配置为置于

同一层，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光纤传感器，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分布在所述光纤

的间隙中。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信息包括呼吸引起的振动、心脏

收缩舒张引起的振动、脉搏波传导引起的振动、或者人体身体运动中的至少一种。

9.一种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传感器阵列，被配置为置于躺卧对象的下方，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振动信息；

第二传感器阵列，被配置为置于所述躺卧对象的下方，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感应信息；

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和

一个或多个存储装置，所述一个或多个存储装置存储有指令，当所述指令被所述一个

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实现如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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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本体，所述本体用于供躺卧对象躺卧，所述本体包括上盖和下盖；

第一传感器阵列，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被配置为置于躺卧对象的下方，获取所述躺卧

对象的振动信息；和

第二传感器阵列，被配置为置于所述躺卧对象的下方，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感应信息；

其中，所述上盖和所述下盖将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和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覆于内。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信息包括压力信息、应变信息、

速度信息、加速度信息、位移信息、温度信息、反射光信息、或红外辐射信息中的至少一个。

12.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和一个或多

个存储装置，所述一个或多个存储装置存储有指令，当所述指令被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

执行时实现以下操作：

从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振动信息；

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感应信息，根据所述感应信息生成所述躺

卧对象的位置信息，其中，所述位置信息是所述躺卧对象身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

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信息；以及

依据所述位置信息与所述振动信息确定所述躺卧对象的身体各部位与所述振动信息

的对应关系。

13.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压力传感器，

当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压力传

感器上获取压力信息，并根据所述压力信息生成压力分布图，从而得到所述躺卧对象的位

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信息。

14.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红外传感器，

当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红外传

感器上获取红外辐射信息，并根据所述红外辐射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

确定身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关系。

15.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温度传感

器，当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温度

传感器上获取温度信息，并根据所述温度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

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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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理参数测量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生理参数测量系统和方法，尤其涉及一种能自动识别身体部位的

生理参数测量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此处的陈述仅提供与本申请有关的背景信息，而不必然地构成现有技术。

[0003]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需要通过专业的医疗设备，来测量自己的生理参数，例

如，测量血压、心率、血糖含量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生病了，通常在专业人员的帮助

下测量自己的生理参数来判定病情，例如测量脉搏波传导速度(Pulse  Wave  Velocity ,

PWV)来评估动脉的弹性程度，测量肌肉震动信息来评估精神压力大小等。

[0004] 对于很多的专业测量，通常需要被测对象躺卧到固定的位置。如果被测对象在测

量区内发生位移，测量设备无法自动识别所测数据是属于身体的哪个部位的数据，从而导

致测量不准确。这一限制对于居家测量显得尤其突出。例如，有一些测量设备，例如专业的

医疗床垫，是在被测对象睡觉的时候进行监测，被测对象很容易因为睡着后的身体移动而

导致测量不准确。因此，需要一种能自动识别身体部位的测量设备来满足用户更高的使用

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实施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生理参数测量的相关技

术难题，提供一种自动识别身体部位的生理参数测量系统和方法。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方法，包括：从第一传

感器阵列获取躺卧对象的振动信息；从第二传感器阵列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感应信息，根

据所述感应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其中所述位置信息是所述躺卧对象身体各

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信息；以及依据所述位置信息和所述振动

信息确定所述躺卧对象的身体各部位与所述振动信息的对应关系。

[0007] 优选地，所述感应信息包括压力信息、应变信息、速度信息、加速度信息、位移信

息、温度信息、反射光信息、或红外辐射信息中的至少一个。

[0008] 优选地，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和/或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光纤传感器，每

个所述光纤传感器包括：一根光纤，排列成基本上位于一个平面内的结构；光源，与所述一

根或多根光纤的一端耦合；接收器，与所述一根光纤的另一端耦合，被配置为感知通过所述

光纤的光强度的变化；和一个网格层，由设置有开口的网眼组成，其中，所述网格层与所述

光纤表面接触。

[0009] 优选地，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压力传感器，当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

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压力传感器上获取压力信息，并根据

所述压力信息生成压力分布图，从而得到所述躺卧对象的所述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

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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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地，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红外传感器，当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

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红外传感器上获取红外辐射信息，并

根据所述红外辐射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

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关系。

[0011] 优选地，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温度传感器，当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

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温度传感器上获取温度信息，并根据

所述温度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

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关系。

[0012] 优选地，所述第一和第二传感器阵列被配置为置于同一层，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

包括多个光纤传感器，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分布在所述光纤的间隙中。

[0013] 优选地，所述振动信息包括呼吸引起的振动、心脏收缩舒张引起的振动、脉搏波传

导引起的振动、或者人体身体运动中的至少一种。

[0014] 另一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系统，包括：第一传感器阵列，被配置为置于躺卧

对象的下方，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振动信息；第二传感器阵列，被配置为置于所述躺卧对象

的下方，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感应信息；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和一个或多个存储装置，所述

一个或多个存储装置存储有指令，当所述指令被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实现以下操

作：从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振动信息；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获取所

述躺卧对象的感应信息，根据所述感应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其中，所述位置

信息是所述躺卧对象身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信息；以及依

据所述位置信息与所述振动信息进而确定所述躺卧对象的身体各部位与所述振动信息的

对应关系。

[0015] 优选地，所述感应信息包括压力信息、应变信息、速度信息、加速度信息、位移信

息、温度信息、反射光信息、或红外辐射信息中的至少一个。

[0016] 优选地，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和/或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光纤传感器，每

个所述光纤传感器包括：一根光纤，排列成基本上位于一个平面内的结构；光源，与所述一

根或多根光纤的一端耦合；接收器，与所述一根光纤的另一端耦合，被配置为感知通过所述

光纤的光强度的变化；和一个网格层，由设置有开口的网眼组成，其中，所述网格层与所述

光纤表面接触。

[0017] 优选地，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压力传感器，当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

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压力传感器上获取压力信息，并根据

所述压力信息生成压力分布图，从而得到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部位

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信息。

[0018] 优选地，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红外传感器，当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

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红外传感器上获取红外辐射信息，并

根据所述红外辐射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

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关系。

[0019] 优选地，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温度传感器，当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

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温度传感器上获取温度信息，并根据

所述温度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

说　明　书 2/13 页

5

CN 110833402 A

5



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关系。

[0020] 优选地，所述第一和第二传感器阵列被配置为置于同一层，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

包括多个光纤传感器，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分布在所述光纤的间隙中。

[0021] 优选地，所述振动信息包括呼吸引起的振动、心脏收缩舒张引起的振动、脉搏波传

导引起的振动、或者人体身体运动中的至少一种。

[0022] 又一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装置，包括：本体，所述本体用于供躺卧对象躺卧，

所述本体包括上盖和下盖；第一传感器阵列，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被配置为置于躺卧对象

的下方，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振动信息；和第二传感器阵列，被配置为置于所述躺卧对象的

下方，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感应信息；其中，所述上盖和所述下盖将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和

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覆于内。

[0023] 优选地，所述感应信息包括压力信息、应变信息、速度信息、加速度信息、位移信

息、温度信息、反射光信息、或红外辐射信息中的至少一种。

[0024] 优选地，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和/或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光纤传感器，每

个所述光纤传感器包括：一根光纤，排列成基本上位于一个平面内的结构；光源，与所述一

根或多根光纤的一端耦合；接收器，与所述一根光纤的另一端耦合，被配置为感知通过所述

光纤的光强度的变化；和一个网格层，由设置有开口的网眼组成，其中，所述网格层与所述

光纤表面接触。

[0025] 优选地，所述的装置进一步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和一个或多个存储装置，所述

一个或多个存储装置存储有指令，当所述指令被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实现以下操

作：从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振动信息；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获取所

述躺卧对象的感应信息，根据所述感应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其中，所述位置

信息是所述躺卧对象身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信息；以及依

据所述位置信息与所述振动信息确定所述躺卧对象的身体各部位与所述振动信息的对应

关系。

[0026] 优选地，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压力传感器，当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

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压力传感器上获取压力信息，并根据

所述压力信息生成压力分布图，从而得到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部位

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信息。

[0027] 优选地，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红外传感器，当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

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红外传感器上获取红外辐射信息，并

根据所述红外辐射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

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关系。

[0028] 优选地，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包括多个温度传感器，当所述躺卧对象位于所述第

二传感器阵列上时，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从各温度传感器上获取温度信息，并根据

所述温度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

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关系。

[0029] 优选地，所述第一和第二传感器阵列被配置为置于同一层，所述第一传感器阵列

包括多个光纤传感器，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分布在所述光纤的间隙中。

[0030] 优选地，所述振动信息包括呼吸引起的振动、心脏收缩舒张引起的振动、脉搏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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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引起的振动、或者人体身体运动中的至少一种。

[0031] 本发明通过将获取振动信息的传感器与定位传感器相结合，实现身体部位的自动

识别，从而将振动信息与产生该振动信息的身体部位自动关联起来。被测对象无需固定在

特定的位置，可以在测量设备上自由活动，极大地提高了用户体验。

附图说明

[003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简单的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将本发明

应用于其它类似情景。除非从语言环境中显而易见或另做说明，图中相同标号代表相同结

构和操作。

[0033] 图1是依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的一种自动识别身体部位的生理参数测量系统的示

意图；

[0034] 图2是依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的计算设备的结构框图；

[0035] 图3是依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的传感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4是依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的光纤传感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5是依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的第二传感器阵列结构示意图；

[0038] 图6是依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的传感装置的示意图；

[0039] 图7是依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的自动识别身体部位的生理参数测量方法的流程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如本申请和权利要求书中所示，除非上下文明确提示例外情形，“一”、“一个”、“一

种”和/或“该”等词并非特指单数，也可包括复数。一般说来，术语“包括”与“包含”仅提示包

括已明确标识的步骤和元素，而这些步骤和元素不构成一个排它性的罗列，方法或者设备

也可能包含其它的步骤或元素。

[0041] 图1是依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的一种生理参数测量系统100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

生理参数测量系统100可以包括一个传感装置101，一个网络103，一个服务器105，一个存储

装置107，和一个输出装置109。

[0042] 传感装置101可以被配置为自动识别对象102的身体各部位位置信息并获取该部

位的振动信息。在一些实施例中，传感装置101可以包括振动敏感传感器，例如加速度传感

器、速度传感器、位移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应变传感器、应力传感器、或者是以加速度、速

度、位移、或压力为基础将物理量等效性转换的传感器(例如静电荷敏感传感器、充气式微

动传感器、雷达传感器等)中的一种或多种。在一些实施例中，应变传感器可以是光纤应变

传感器。在一些实施例中，传感装置101还可以包括红外传感器、光电传感器等来获取对象

的感应信息。传感装置101可以配置为放置于对象102所在的医疗床、护理床等各种型号的

床上。对象102可以是进行生命体征信号监测的生命体。在一些实施例中，对象102可以是医

院患者也可以是被看护人员，例如年老者、被监禁者或其他人等。传感装置101可以将获取

到的对象102的振动信息和感应信息通过网络103传输到服务器105进行后续处理。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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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中，传感装置101获取的振动信息经过处理后可以计算得到对象的生命体征信号，例

如心跳率、呼吸率、体温等。在一些实施例中，传感装置101获取的振动信息经过处理后，可

以计算得到对象的脉搏波传导参数，例如脉搏波传导时间(Pulse  Wave  Transit  Time ,

PTT)、脉搏波传导速度PWV。在一些实施例中，传感装置101获取的感应信息经过处理后可以

得到对象的位置信息，例如对象的身体各部位与压力传感器的对应信息。传感装置101还可

以将获取到的振动信息和感应信息传输到输出装置109进行输出，例如利用显示器显示振

动信息和感应信息的波形图。传感装置101也可以将获取到的对象102的振动信息和感应信

息通过网络103传输到存储装置107进行存储，例如，系统100中可以包括多个传感装置，多

个传感装置获取的多个对象的振动信息和感应信息可以传输到存储装置107进行存储，作

为用户数据的一部分。

[0043] 网络103可以实现信息的交换。在一些实施例中，生理参数测量系统100的组成部

分(即传感装置101，网络103，服务器105，存储装置107，输出装置109)可以通过网络103进

行相互间的信息收发。例如，传感装置101可以通过网络103将获取到的对象102的生命体征

相关信号存储至存储装置107。在一些实施例中，网络103可以是单一网络，例如有线网络或

无线网络，还可以是多种网络的组合。网络103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局域网、广域网、共用网

络、专用网络等。网络103可以包括多种网络接入点，例如无线或有线接入点、基站或网络接

入点，通过以上接入点使生理参数测量系统100的其他组成部分可以连接网络103并通过网

络传送信息。

[0044] 服务器105被配置为处理信息。例如，服务器105可以从传感装置101接收对象102

的振动信息和感应信息，并且从振动信息和感应信息中提取对象的生命体征信号，例如心

率、呼吸率等。在一些实施例中，服务器105可以是单一服务器，也可以是一个服务器群组。

服务器群组可以是集群式的，也可以是分布式的(也就是服务器105可以是一个分布式系

统)。在一些实施例中，服务器105可以是本地的或者是远程的。例如，服务器105可以通过网

络103存取存储在存储装置107、传感装置101、和/或输出装置109中的数据。再如，服务器

105可以直接与传感装置101、存储装置107、和/或输出装置109连接来进行数据存储。在一

些实施例中，服务器105还可以部署在云平台上，云平台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公有云、私有云、

混合云等。在一些实施例中，服务器105可以在图2所示的计算设备400上实施。

[0045] 存储装置107被配置为存储数据和指令。在一些实施例中，存储装置107可以包括

但不限于随机存储装置、只读存储装置、可编程只读存储装置等。存储装置107可以是利用

电能方式、磁能方式、光学方式等存储信息的设备，例如硬盘、软盘、磁芯存储装置、CD、DVD

等。以上提及的存储设备只是列举了一些例子，存储装置107使用的存储设备并不局限于

此。存储装置107可以存储传感装置101获取的对象102的振动信息和/或感应信息，还可以

存储服务器105对振动信息和/或感应信息经过处理后的数据，例如对象102的生命体征信

息(呼吸率、心率)。在一些实施例中，存储装置107可以是服务器105的一个组成部分。

[0046] 输出装置109被配置为输出数据。在一些实施例中，输出装置109可以将服务器105

处理后生成的生命体征信号进行输出，输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图形显示、数字显示、语音播

报、盲文显示等中的一种或多种。输出装置109可以是显示器、手机、平板电脑、投影仪、可穿

戴设备(手表、耳机、眼镜等)、盲文显示器等中的一种或多种。在一些实施例中，输出装置

109可以实时显示对象102的生命体征信号(例如呼吸率、心率等)，在另一些实施例中，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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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109可以非实时显示一份报告，该报告是对象102在预设时间段内的测量结果，例如用

户在入睡时间段内的每分钟心率监测结果和每分钟呼吸率监测结果。在一些实施例中，输

出装置109还可以输出预警提示，提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声音警报、振动警报、画面显示警

报等方式。例如，对象102可以是被监护的病人，输出装置109可以是护士站内的显示屏，输

出装置109显示的结果可以是实时心率、实时呼吸率等，当心率呼吸率出现异常(例如超过

阈值或者在预设时间段内发生大幅度变化)时，输出装置109可以发出警报声音来提示医护

人员，医护人员可以对病人进行及时抢救等。在另一些实施例中，输出装置109可以是医生

随身携带的通信设备(例如手机)，当对象102的生命体征异常时，一个或多个医生携带的一

个或多个输出装置109可以收到预警信息，预警信息的推送方式可以是按照终端设备与对

象102间的距离远近来进行推送。

[0047] 应当理解的是，本申请的系统及方法的应用场景仅仅是本申请的一些示例或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将本申请应用于其他类似情景。生理参数测量系统100可以在家庭场景中使用，传感装置

101可以置于普通家庭床上，当对象102(例如年长的长辈、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术后康复

期的人)在晚间处于睡眠状态时，传感装置101可以连续地或按预定或需要的方式获取对象

的振动信息和/或感应信息，然后通过网络103发送对象的振动信息和/或感应信息(可以实

时发送，也可以在预定时刻例如第二天早上发送前一晚的全部数据)到云服务器105上进行

处理，云服务器105可以将处理后的信息(例如每分钟心率、每分钟呼吸率、主动脉PWV)发送

到终端109，终端109可以是对象102的家庭医生的计算机，家庭医生可以依据对象102经过

处理后的信息评估对象102的身体状况、康复情况等。

[0048]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的描述仅仅是本申请的具体实施例，不应被视为是唯一的实

施例。显然，对于本领域的专业人员来说，在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和原理后，都可能在不背离

本发明原理、结构的情况下，进行形式和细节上的各种修正和改变，但是这些修正和改变仍

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内。在一些实施例中，服务器105，存储装置107和输出装置

109可以被实施为一个设备并实现各自的功能。例如，生理参数测量系统100可以包括一个

传感装置和一台计算机。其中，传感装置101可以通过线缆直接与计算机相连，也可以通过

网络与计算机相连，该计算机可以实现上述服务器105、存储装置107和输出装置109的所有

功能，执行数据处理、存储、显示等功能。在另一些实施例中，生理参数测量系统100可以包

括一个传感装置和一个集成电路，该集成电路与传感装置集成为一体(例如集成在一个垫

子内)，该集成电路连接一个显示屏，实现上述服务器105、和存储装置107的功能，显示屏作

为输出装置109，实现数据处理、存储和显示等功能。

[0049] 图2是依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的计算设备200的结构框图。在一些实施例中，图1的

服务器105、存储装置107、和/或输出装置109可以在计算设备200上实施。例如，服务器105

可以在计算设备200上实施并且被配置为执行本申请描述的服务器105的功能。在一些实施

例中，计算设备200可以是专用计算机，为了描述方便，图1中只描述了一个服务器，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的是，与生理参数测量相关的计算功能也可以实施在多个具有相似

功能的计算设备上以分散运算负载。

[0050] 计算设备200可以包括一个通信端口201，一个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203，一个存储装置205，和一个总线207。通信端口201被配置为通过网络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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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进行数据交换。处理器203被配置为进行数据处理。存储装置205被配置为进行数据和

指令存储，存储装置205可以是只读存储装置ROM，随机读取存储装置RAM，硬盘Disk等各种

形式的存储装置。总线207被配置为进行计算设备200内部间的数据通信。在一些实施例中，

计算设备200还可以包括输入输出端口209，输入输出端口209被配置为支持数据输入和输

出。例如，其他人员可以利用输入设备(例如键盘)通过输入输出端口209输入数据至计算设

备200。计算设备200也可以通过输入输出端口209将数据输出到输出设备例如显示器等。

[0051] 应当理解的是，为了描述方便此处只描述了一个处理器203，应当理解的是计算设

备200可以包括多个处理器，由一个处理器203执行的操作或方法可以由多个处理器联合或

分别执行。例如，本申请描述的一个处理器203可以执行步骤A和步骤B，应当理解的是，步骤

A和步骤B可以由多个处理器共同或分别执行，例如由第一处理器执行步骤A和由第二处理

器执行步骤B，或者是由第一处理器和第二处理器共同执行步骤A和步骤B。

[0052] 图3是依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的传感装置300的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

的传感装置300可包括两层，第一层可为第一传感器阵列301。第一传感器阵列301可包括多

个光纤传感器3011，被配置为置于躺卧对象的下方，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振动信息。其中，

光纤传感器3011的外形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呈不同的形状，例如长方体、正方体、圆形等，

而且其分布形式也可以根据需求调整，在此并不限制。所述振动信息包括呼吸引起的振动、

心脏收缩舒张引起的振动、脉搏波传导引起的振动、或者人体身体运动中的至少一种。第二

层可为第二传感器阵列303。第二传感器阵列303可包括压力传感器、光纤传感器、速度传感

器、加速度传感器、位移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光电传感器和/或红外传感器3031等，被配置

为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感应信息。所述感应信息包括压力信息、应变信息、速度信息、加速

度信息、位移信息、温度信息、反射光信息和/或红外辐射信息。其中，传感器3031的外形可

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呈不同的形状，例如长方体、正方体、圆形等，且其分布形式也可以根据

需求调整，在此并不限制。在本实施例中，第一传感器阵列301和第二传感器阵列303至少部

分重叠，可根据第一传感器阵列301中的传感器与第二传感器阵列303中的传感器的位置关

系，在处理器203中建立第一传感器阵列301与第二传感器真理303的对应关系，从而将第二

传感器阵列303获取到的位置信息与第一传感器阵列301获取到的振动信息对应起来。

[0053] 图4是依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的光纤传感装置400的结构示意图。如图4所示，光纤

传感装置400是一种应变传感器，当外力施加于光纤传感装置400上时，例如将光纤传感装

置400置于平躺的人体下方时，当对象处于静息状态时，人体的呼吸、心跳等会导致人体身

体产生振动，人体的身体振动可以造成光纤501的弯曲，光纤弯曲使经过光纤的光的参数发

生变化，例如光强度发生变化。光强度的变化经过处理后可以用来表征人体的身体振动。在

一些实施例中，图3所示的第一传感器阵列301和/或第二传感器阵列303中的光纤传感器

3011和/或3031可以采用光纤传感装置400的结构。

[0054] 光纤传感装置400可以包括一根光纤401，一个网格层403，一个上盖407，和一个下

盖405。其中，光纤401的一端连接光源409，光源409可以是LED光源，光源409与光源驱动器

411连接，光源驱动器411被配置为控制光源的开关和能级。光纤401的另一端与接收器413

连接，接收器413被配置为接收经过光纤401传输的光信号，接收器413与放大器415连接，放

大器415与模数转换器417连接，模数转换器417可以将接收到的光信号进行模数转换，转换

为数字信号。光源驱动器411、模数转换器417与控制处理模块419相连。控制处理模块419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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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为进行信号控制和信号处理，例如，控制处理模块419可以控制光源驱动器411工作以

驱动光源409发光，控制处理模块419还可以从模数转换器417接收数据，对数据进行处理后

使数据符合各种无线或有线网络数据传输的要求，以通过无线或有线网络传输给其他设

备，例如图1中的服务器105、存储装置107、和/或输出装置109。控制处理模块419还可以控

制模数转换器417的采样率使其根据不同需求具有不同的采样率。在一些实施例中，光源驱

动器411、接收器413、放大器415、模数转换器417、和控制处理模块419可以合并实施为一个

模块来执行所有功能。

[0055] 光纤401可以是多模光纤，可以是单模光纤。光纤的排列方式可以是不同形状的，

例如蛇形结构，如图4中401所示形状。在一些实施例中，光纤401的排列方式还可以是U形结

构。在一些实施例中光纤401的排列方式还可以是环状结构，如421所示，该环状结构由一根

光纤排列成基本上位于一个平面内的多个大小相等的环形成，其中，环状结构内的每个环

与相邻环部分重叠且横向偏移。每一个光纤环可以形成基本上是具有圆形边缘的平行四边

形的结构(例如长方形、正方形等)，没有急剧的弯曲。在一些实施例中，环状光纤结构可以

包括圆形或椭圆形结构。在另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环状结构也可形成没有急剧弯曲的不规

则形状。

[0056] 网格层403由具有贯通孔的重复图案的任何合适的材料构成，在一些实施例中，网

格由交织的纤维构成，例如，聚合纤维、天然织物纤维、复合织物纤维或其他纤维。当光纤传

感装置400置于对象身体下方，对象将对光纤传感装置400施加外力，网格层403可以使原本

会施加于光纤上某一作用点的外力分散从而分布到该作用点周围的光纤上。光纤401发生

微弯，导致光纤401传输的光的参数(如光强)发生变化，接收器413可以接收发生变化后的

光，并且由控制处理模块419进行光变化量的处理和确定。光纤410在外力施加下产生的弯

曲量依赖于外力、光纤直径、网格纤维的直径、网格开口尺寸，通过设置光纤直径、网格纤维

直径、网格开口尺寸的不同参数组合，可以使得当外力施加时光纤的弯曲量不同，使光纤传

感装置500具有对外力的不同的灵敏度。

[0057] 上盖407和下盖405可以采用硅胶材质，被配置为围绕光纤401和网格层403的周

围，可以保护光纤401，同时也可以分散外力使得外力沿力作用点分散。上盖407、光纤401、

网格层403以及下盖405可以贴合为一个整体，例如利用硅胶粘合剂粘合为一体，从而使光

纤传感装置400形成一片传感垫。传感垫的宽度和/或长度可以依据光纤不同的排列方式而

改变，当采用环状结构排列时，传感垫的宽度可以是6cm或者6cm以上的其他合适的宽度，例

如可以是8cm、10cm、13cm或15cm。传感垫的长度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和第一/二传感器

阵列的设计而变化，例如，可以根据第一传感器阵列中传感器的排布而变化。在一些实施例

中，传感垫的厚度可以为1mm-50mm，优选的，厚度为3mm。在一些实施例中，传感垫的宽度和

长度可以是其他尺寸，可以根据不同的测试对象选取不同尺寸的传感器，例如测试对象可

以按照年龄段、身高、体重来划分组别，不同的组别对应有不同尺寸的传感器。在一些实施

例中，当光纤采用U形结构时，传感垫的宽度也可以小于6cm，例如可以是1cm、2cm或4cm。

[0058] 在一些实施例中，光纤传感装置400还可以具有一个外套(图4中未示出)，外套将

上盖407、网格层403、光纤401以及下盖405包裹，外套可以采用防水防油材质，例如采用硬

质塑料。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光纤传感装置400还可以具有一个支撑结构(图4中未示出)，支

撑结构可以是刚性结构，例如硬纸板、硬塑料板、木板等，支撑结构可以置于光纤401与下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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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之间，给光纤401提供支撑，当外力施加于光纤401之上时，支撑结构可以使光纤层的变

形回弹更快，回弹时间更短，因此光纤层可以捕获更高频率的信号。

[0059] 图5是依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的第二传感器阵列的结构示意图。如图5所示，第二

传感器阵列500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多个传感器501。传感器501可为红外传感器。每个红外传

感器可包括红外辐射接收单元。红外辐射接收单元被配置为接收被测对象的红外辐射。在

一些实施例中，红外传感器阵列还包括内置的处理器，该处理器被配置为从每个红外传感

器接收信号并生成被测对象的位置信息，其中，所述位置信息是所述躺卧对象身体各部位

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信息，并将该位置信息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发

送给图1所示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计算机设备200。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内置的

处理器还可被配置为从每个红外传感器接收信号并生成被测对象的热信息，并将该热信息

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发送给图1所示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计算机设备200。图1所示的

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计算机设备200可进一步根据被测对象的热信息确定身体每个部位

和/或器官与每个红外传感器的对应关系。在一些实施例中，红外传感器阵列并没有内置处

理器，红外传感器阵列直接将感应的信息发送给图1所示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计算机

设备200。图1所示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计算机设备200被配置为接收红外传感器阵列

的信息进而获得被测对象的位置信息并确定身体每个部位和/或器官的与每个红外传感器

的对应关系。当然，红外传感器阵列还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的其他合适的红外传感器，只要

其能感应人体或其他对象位于其上即可，在此并不限制。

[0060] 如图5所示，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传感器501还可以为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

器可为压阻式、电容式、谐振式压力传感器或光学压力传感器种的一种或几种，在此并不限

制。每个压力传感器可包括压力感应元件，例如膜片，用于感应压力的变化并产生相应的形

变，以及电子/光学元件，用于根据压力感应元件的形变产生相应的电信号/光信号。在一些

实施例中，压力传感器阵列还包括内置的处理器，该处理器被配置为从每个压力传感器接

收信号并生成被测对象的位置信息，并将该位置信息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发送给图1所示

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计算机设备200。在一些实施例中，压力传感器阵列并没有内置处

理器，压力传感器阵列直接将感应的信息发送给图1所示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计算机

设备200。图1所示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计算机设备200被配置为接收压力传感器阵列

的信息进而获得被测对象的位置信息并确定身体每个部位和/或器官与每个压力传感器的

对应关系。

[0061] 如图5所示，传感器501可为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可为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可

用来测量仰卧对象的表面温度，也可用于测量温度场的温度分布。温度传感器内包括温度

敏感元件，用于感应温度的变化并产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改变电阻值、改变尺寸、改变形状、

改变体积、改变电容等等，在此并不限制。在一些实施例中，温度传感器阵列还包括内置的

处理器，该处理器被配置为从每个温度传感器接收信号并生成被测对象的位置信息，并将

该位置信息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发送给图1所示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计算机设备200。

在一些实施例中，温度传感器阵列并没有内置处理器，温度传感器阵列直接将感应的信息

发送给图1所示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计算机设备200。图1所示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

的计算机设备200被配置为接收温度传感器阵列的信息进而获得被测对象的位置信息并确

定身体每个部位和/或器官与每个温度传感器的对应关系。当然，温度传感器阵列还可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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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有技术中的其他合适的温度传感器，只要其能感应人体或其他对象位于其上即可，在

此并不限制。

[0062] 如图5所示，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传感器501还可以为光电传感器。每个光电

传感器可包括光发射单元和光接收单元。光发射单元被配置为将光发射到被测对象，光接

收单元被配置为检测从被测对象反射光的量。在一些实施例中，光发射单元具有用于发射

光的发光二极管(ED)，光接收单元具有用于检测发射光的量的光敏电阻(PTR)或光敏二极

管(PD)。在一些实施例中，光电传感器阵列还包括内置的处理器，该处理器被配置为从每个

光电传感器接收信号并生成被测对象的位置信息，并将该位置信息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发

送给图1所示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计算机设备200。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内置的

处理器还可被配置为从每个光电传感器接收信号并生成被测对象的位置信息，并将该位置

信息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发送给图1所示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计算机设备200。图1所

示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计算机设备200可进一步根据被测对象的位置信息确定身体每

个部位和/或器官与每个光电传感器的对应关系。在一些实施例中，光电传感器阵列并没有

内置处理器，光电传感器阵列直接将感应的信息发送给图1所示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

计算机设备200。图1所示的服务器105或图2所示的计算机设备200被配置为接收光电传感

器的信息进而获得被测对象的位置信息并确定身体每个部位和/或器官与每个光电传感器

的对应关系。当然，光电传感器阵列还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的其他合适的光电传感器阵列，

只要其能感应出人体或其他对象位于其上即可，在此并不限制。

[0063] 图6是依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的传感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如图6所示，在一些实施

例中，传感装置600还可以包括一个本体601，第一传感器阵列603第二传感器阵列605，该本

体用于供对象躺卧，例如，本体可以是一个垫子，垫子包括上盖和下盖，上盖和下盖贴合为

一体，垫子可以将光纤传感器装置400和红外传感器装置或将光纤传感器装置400和压力传

感器装置包覆于上盖和下盖形成的空间内部，并且固定其位置。在一些实施例中，光纤传感

器阵列形成第一传感器阵列603，获取躺卧对象的振动信息。红外传感器阵列、压力传感器

阵列、温度传感器和/或光电传感器阵列形成第二传感器阵列605，获取躺卧对象的红外、压

力、温度信息和/或光信息。第一传感器阵列603和第二传感器阵列605被包覆于本体内。其

中，第一传感器阵列603可位于第二传感器阵列605的上方，当然也可以位于其下方，在此并

不限制。第一传感器阵列603的各个传感器与第二传感器阵列605的传感器位置呈对应关

系，例如，第一传感器阵列603与第二传感器阵列605可以上下放置且至少部分重叠，第一传

感器阵列603的各个传感器与第二传感器阵列605的各个传感器的相对位置呈对应关系。如

图6所示，第一传感器阵列603中的光纤传感器603-1可以与第二传感器阵列605中的温度、

压力或红外传感器605-1、605-2、605-3对应。传感装置600形状和大小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

行选择，例如，传感装置600可是四边形，还可以是圆形或者其他合适形状。传感装置600可

以根据通常人群的身高设置不同的尺寸，例如适合身高155cm-160cm人群的尺寸为S号，适

合身高161cm-170cm人群的尺寸可以是S号基础上再增加一定距离，例如3cm。在另一些实施

例中，第一传感器阵列603和第二传感器阵列605被包覆在垫子内部，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

传感器阵列603和第二传感器阵列605可设置在同一层，传感器成对出现，包括一个第一传

感器用于获取躺卧对象的振动信息和一个第二传感器用于获取躺卧对象的光、压力或红外

信息。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传感器阵列603的各个传感器采用图4中的光纤传感器400。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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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401可以是蛇形结构(如401所示)、环状结构(如421所示)或者是U形结构。第二传感器阵

列的各个传感器，可为例如光电传感器，这些光电传感器可布置于光纤传感器各种结构的

间隙内，这样的布置并不影响振动信息的获取。

[0064] 应当理解的是，本申请的装置、系统及方法的应用场景仅仅是本申请的一些示例

或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将本申请应用于其他类似情景。例如，传感装置101可以不局限于光纤传感装置400

以及传感装置600中传感器的形态，从而适用于其他场景。

[0065] 如图6所示，为了在本申请中清楚地说明第一传感器阵列603和第二传感器阵列

605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与本体601的位置关系，此处引入对应的坐标进入描述。传感

装置600可以置于床上或者直接放置于地板上，因此Z轴表示垂直于地面的方向，背离地面

方向为正方向，XY平面平行于水平面，X轴沿传感装置600的宽度方向，Y轴沿传感装置600的

长度方向，原点O位于传感装置600的一端点边缘的中点。YZ平面将传感装置600分为左右两

部分。沿Z轴方向，可以表示相对而言的上下方向。

[0066] 本体601可以包括上盖611和下盖613，上盖611和下盖613将第一传感器阵列603和

第二层传感器阵列605包覆于内，上盖611和下盖613通过缝线或者粘合剂贴合为一体。本体

601的尺寸可以根据测试对象的体型和身高进行选择，例如其长度(沿Y轴)可以是190cm，宽

度可以是85cm，这一尺寸适用于大多数人，也可以是其他合适的尺寸，在此并不限制。上盖

611和下盖613可以采用多种材质，例如皮质、棉质等。

[0067] 第一传感器阵列603可略小于本体601的尺寸，从而包覆在本体601内。第一传感器

阵列603可以是光纤传感器，可以采用如图4所示的结构。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6所示，第一

传感器阵列603的长度(沿X轴)可以是根据测试对象进行选择，例如可以是180cm，适用于大

多数人，宽度(沿Y轴)也是可以根据测试对象进行选择，例如可以是80cm，适用于大多数人，

也可以是其他合适的尺寸，在此并不限制。当对象仰卧在传感装置600上时，左右身体部分

大致沿Y轴对称，然而，对象可自由地躺卧在传感装置600上，变换舒适的姿势，还可在传感

装置600上进行一定的移动。第一传感器阵列603被配置为获取对象的振动信息。

[0068] 第二传感器阵列605可略小于本体601的尺寸，从而包覆在本体601内。第二传感器

阵列605可以是光电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红外传感器或压力传感器，可采用如图5所示的结

构。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6所示，第二传感器阵列605的长度(沿X轴)可以是根据测试对象

进行选择，例如可以是180cm，适用于大多数人，宽度(沿Y轴)也是可以根据测试对象进行选

择，例如可以是80cm，适用于大多数人，也可以是其他合适的尺寸，在此并不限制。在一些实

施例中，第二层传感器阵列605的尺寸可与第一层传感器阵列603的一致。当对象仰卧在传

感装置600上时，左右身体部分大致沿Y轴对称，然而，对象可自由地躺卧在传感装置600上，

变换舒适的姿势，还可在传感装置600上进行一定的移动。第二传感器阵列605被配置为获

取对象的感应信息，如光信息、温度信息、红外辐射信息或压力信息等。

[0069] 在一些实施例中，传感装置600还可以包括一个支撑板(图中未示出)。支撑板被配

置为第一传感器阵列603和第二光纤传感器阵列605提供支撑，可以被配置为置于第一传感

器阵列603与第二传感器阵列605之下，并与第一光纤传感器阵列603和第二光纤传感器阵

列605一起被包覆于本体601内。支撑板可以采用硬质结构，例如木板、PVC板等。

[0070] 图7是依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的生理参数测量方法的流程图。在一些实施例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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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700可以由图1所示的生理参数测量系统100实施。例如，方法700可以存储在存储装置107

中作为指令集，并且由服务器105执行，服务器105可以在计算设备200上实施。

[0071] 步骤711，处理器203可以从第一传感器阵列获取躺卧对象的振动信息，所述第一

传感器阵列被配置为置于所述躺卧对象的身体下方。在一些实施例中，躺卧对象可以是医

院病人或被看护人员等，躺卧对象可以自由变换舒适的姿势，如仰卧、侧卧、俯卧等，可伸直

双腿也可以蜷缩双腿，躺在传感装置300之上。第一传感器阵列可以是传感装置600中的光

纤传感器603，光纤传感器603可分布于垫子上，可监测身体任何部位的振动信息。躺卧对象

的振动信息可以包括：呼吸引起的人体振动信息、心脏收缩舒张引起的人体振动信息、血管

形变引起的人体振动信息以及人体的体动信息的一种或几种。其中心脏收缩舒张引起的人

体振动可以包括心脏收缩舒张本身引起的人体振动，还包括心脏收缩舒张导致的血流流动

引起的人体振动，例如心脏射血导致血液冲击主动脉弓引起的人体振动。血管形变引起的

人体振动可以是心脏射血导致主动脉壁扩张形成脉搏波，脉搏波沿血管传导引起的人体振

动。人体的体动信息可以包括屈腿、抬腿、翻身、抖动等。具体来说，人体呼吸时会带动整个

身体尤其是胸腔腹腔为主的身体部分进行有节律的振动，人体心脏收缩舒张也会带动整个

身体尤其是心脏周围的身体振动，左心室向主动脉射血的瞬间血液会冲击主动脉弓，心脏

本身及其连接的大血管部分作为一个整体也会发生一系列的运动，距离心脏越远的身体部

分的振动会越弱，脉搏波沿血管传播会引起血管所在的身体部分振动，血管越细、离心脏越

远则此处的身体振动越弱。因此，当传感器位于人体不同位置之下时，传感器获得的振动信

息是此位置下探测的上述所述的人体振动信息，当位置不同时获得的人体振动信息也不

同。

[0072] 步骤713，处理器203可以从第二传感器阵列获取所述躺卧对象的感应信息，根据

所述感应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其中，所述感应信息是第二传感器阵列根据

传感器种类的不同所能感应的不同信息，例如压力传感器感应到的压力信息、形变信息，应

变传感器感应到的应变信息，速度传感器感应到的速度信息，加速度传感器感应到的加速

度信息，位移传感器感应到的位移信息，温度传感器感应到的温度信息、光电传感器感应到

的反射光信息和/或红外传感器感应到的热辐射信息等。所述位置信息是所述躺卧对象身

体各部位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中各个传感器的对应信息。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位置信

息可以是所述躺卧对象的身体轮廓图，其中身体轮廓是指身体的外边缘，至少包括四肢、躯

干和头部。当躺卧对象处于不同的躺卧姿势时，身体轮廓图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所述第二

传感器阵列被配置为置于所述躺卧对象的身体之下。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传感器阵列可

以是传感装置500中的温度传感器、光电传感器、红外传感器或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光

电传感器、红外传感器或压力传感器可分布于垫子上，可识别出处于不同姿势下的身体轮

廓图。

[0073] 步骤715，处理器403可以依据所述位置信息和所述振荡信息确定所述躺卧对象的

身体各部位与所述振动信息的对应关系。在一些实施例中，处理器403可以先将所述第一传

感器阵列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一一关联，进而自动识别出所述躺卧对象的身体各部位的

振动信息。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第一传感器阵列与第二传感器阵列处于上下的相对

位置关系，位于上方的传感器与位于下方的传感器可以呈一一对应。处理器403将第一传感

器阵列中的传感器与第二传感器阵列中的传感器一一关联，从而将身体各部位的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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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振动信息相互关联，自动识别出各身体部位的振动信息。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传感器阵

列和第二传感器阵列处于同一个平面，在平面上的任何一个位置，传感器成对出现，每对传

感器包括一个第一传感器和一个第二传感器。处理器403将每对传感器中的两个传感器相

互关联，从而将身体各部位的位置信息与振动信息相互关联，自动识别出各身体部位的振

动信息。

[0074]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传感器阵列中的传感器和第二传感器阵列中的传感器中的

对应关系还可以是一对多的方式。第一传感器阵列与第二传感器阵列可处于上下的相对位

置关系，位于上方或下方的一个传感器可对应位于下方或上方的多个传感器相对应。例如，

位于上方的传感器体积和/或面积较大，而位于下方的传感器体积和/或面积较小时，位于

上方的一个传感器可与位于下方的多个传感器对应。第一传感器阵列与第二传感器阵列可

处于同一个平面，在平面上的任何一个小区域内，可能同时包括一个第一传感器和多个第

二传感器。

[0075]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传感器阵列中的传感器和第二传感器阵列中的传感器中的

对应关系还可以是多对多的方式。例如，针对某个第一传感器的振动信息，处理器可能会综

合考虑该第一传感器周围多个传感器的振动信息，从而确定该身体/器官的振动信息。同

样，针对与该第一传感器对应的第二传感器的感应信息，处理器可能会综合考虑该第二传

感器周围的多个传感器的感应信息，从而确定被测对象在此处的位置信息。因此，在此种情

况下，第一传感器阵列与第二传感器阵列是一种多对多的对应关系。

[0076]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传感器阵列是传感装置500中的红外传感器。当所述躺卧对

象位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上时，所述处理器203，从各红外传感器上获取热辐射信息，并

根据所述热辐射信息生成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部位与红外传感器的

对应关系。

[0077]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传感器阵列是传感装置500中的压力传感器。当所述躺卧对

象位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上时，所述处理器203，从各压力传感器上获取压力信息，并根

据所述压力信息生成压力分布图，从而得到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部

位与压力传感器的对应关系。

[0078]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传感器阵列是传感装置500中的温度传感器。当所述躺卧对

象位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上时，所述处理器203，从各温度传感器上获取温度信息，并根

据所述温度信息生成温度分布图，从而得到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部

位与压力传感器的对应关系。

[0079]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传感器阵列是传感装置500中的光电传感器。当所述躺卧对

象位于所述第二传感器阵列上时，所述处理器203，从各光电传感器上获取反射光信息，并

根据所述反射光信息生成得到所述躺卧对象的位置信息，进而确定身体各部位与光电传感

器的对应关系。

[0080]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的描述仅仅是本申请的具体实施例，不应被视为是唯一的实

施例。显然，对于本领域的专业人员来说，在了解本申请的内容和原理后，都可能在不背离

本申请原理、结构的情况下，进行形式和细节上的各种修正和改变，但是这些修正和改变仍

在本申请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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