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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面向健康的智能鞋垫，所述

鞋垫至少包括：数据采集单元、单片机处理单元、

数据传输单元、移动终端和数据处理云终端；数

据预处理模块基于储存于方案数据库中的数据

预处理方案完成包含传感数据和所述单片机处

理单元处理数据的二级数据进行应用类型分类

和/或数值范围分类的预处理；运动数据处理模

块和/或生理数据处理模块基于储存于方案数据

库中的运动数据和/或生理数据处理方案实现对

三级数据中运动状态和/或生理状态信息的监测

与异常判定，并将对三级数据处理后形成的四级

数据发送至综合数据处理模块；所述综合数据处

理模块将处理的包含运动数据和/或生理数据的

四级数据形成的反馈数据发送至移动终端和/或

单片机处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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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向健康的智能鞋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鞋垫系统至少包括：数据采集单元

(102)、单片机处理单元(103)、移动终端(108)和数据处理云终端(109)；

所述数据采集单元(102)包含的各个传感器基于优先级和单片机处理单元(103)的控

制信息实现不同传感数据的采集；

所述数据采集单元(102)将包含压力信息、湿度信息、温度信息、心率信息和加速度信

息中的一种或多种信息作为一级数据发送至单片机处理单元(103)；

所述数据处理云终端(109)中的数据预处理模块(109a)基于储存于方案数据库(109d)

中的数据预处理方案完成对移动终端(108)发送的包含传感数据和所述单片机处理单元

(103)处理的二级数据进行应用类型分类和数值范围分类的预处理并将完成预处理后形成

的三级数据发送运动数据处理模块(109b)和生理数据处理模块(109c)，其中，

所述数据预处理模块(109a)对二级数据的预处理过程包括对接收的二级数据中的传

感数据种类进行确认，并基于二级数据中包含的一种或多种传感数据种类信息调取储存于

方案数据库(109d)中的数据分类方案，完成对二级数据为运动数据或生理数据的应用类型

分类，并由数据预处理模块(109a)实现二级数据中各个传感数据的数值范围分类；

所述运动数据处理模块(109b)和生理数据处理模块(109c)基于储存于方案数据库

(109d)中的运动数据和生理数据处理方案实现对三级数据中运动状态和生理状态信息的

监测与异常判定，并将对三级数据处理后形成的四级数据发送至综合数据处理模块

(109e)；

所述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将处理包含运动数据和生理数据的四级数据形成的包

含展示数据、报警数据和命令数据的反馈数据发送至移动终端(108)和单片机处理单元

(103)；其中

所述命令数据为发送至单片机处理单元的用于控制数据采集单元中的至少一个传感

器进行数据采集的命令信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鞋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运动数据处理模块(109b)和生

理数据处理模块(109c)基于接收的三级数据中的数值范围信息调取方案数据库(109d)中

对应传感数据种类和对应范围的运动数据和生理数据处理方案完成对用户运动状态和生

理状态的分析与监测，并将包含用户运动状态和生理状态的分析数据作为四级数据发送至

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智能鞋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

基于接收的包含用户运动状态信息数据和生理状态信息数据的四级数据完成用户当前生

理状态和运动状态的确认，并基于用户当前生理状态和运动状态以及从方案数据库(109d)

调取的综合处理方案实现用户运动安全等级和生理安全等级的划分，并基于运动安全等级

和生理安全等级形成包括建议信息的反馈数据。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鞋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展示数据为发送至移动终端

(108)形成的用于展示给用户的包括文字、数字列表和图像中的至少一个数据；

所述报警数据包括发送至移动终端(108)通过控制装置和/或振动装置进行报警的数

据和发送至位于鞋垫的单片机处理单元(103)通过控制震动模块(105)、扬声模块(106)以

及显示模块(107)进行报警提醒的数据。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智能鞋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单片机处理单元(103)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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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通道接收的一级数据进行分类储存，并将类别信息作为标记信息链接至一级数据中各

个传感器对应的传感数据记录之上，并储存于数据储存单元(110)。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智能鞋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单片机处理单元(103)将包含

各个传感器对应的传感数据记录以及链接至一级数据中各个传感器对应的传感数据记录

之上的标记信息作为二级数据经数据传输单元(104)以有线和/或无线的方式发送至移动

终端(108)。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鞋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采集单元(102)中压力传

感器(102a)与放大电路(102g)相连，湿度传感器(102b)与放大电路(102g)相连，温度传感

器(102c)与放大电路(102g)相连，心率传感器(102d)与放大电路(102g)相连，汗液传感器

(102e)与放大电路(102g)相连，加速度传感器(102f)与放大电路(102g)相连；

所述放大电路(102g)将完成放大的包含压力信息数据、湿度信息数据、温度信息数据、

心率信息数据、汗液信息数据以及加速度信息数据经A/D转换电路(102h)发送至单片机处

理单元(103)进行一级数据的初步处理。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智能鞋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传感器(102a)为半导体压

电电阻传感器、静电容量型压力传感器和扩散硅压力变送器中的一种或多种；

所述湿度传感器(102b)为电阻式氯化锂湿度计、露点式氯化锂湿度计、碳湿敏式湿度

计、氧化铝湿度计和陶瓷湿度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多种；

所述温度传感器(102c)为接触式或非接触式温度计传感器；

所述心率传感器(102d)为红外脉搏传感器、心率脉搏传感器、光电脉搏传感器、数字脉

搏传感器、心音脉搏传感器和集成化脉搏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多种；

所述加速度传感器(102f)为电容式加速度传感器、电感式加速度传感器、应变式加速

度传感器、压阻式加速度传感器和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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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健康的智能鞋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生理状态监测装置，尤其涉及一种面向健康的智能鞋垫。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人们对了解生理情况的需求越来越大，引起了对生理监测装置越来越高的需

求，尤其是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忙碌的生活步调下，空出时间前往医院显得越来越困难，再加

上目前社会的老年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居家看护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不过，公知的生理监测

装置，无论其用于何种生理信号的监测，通常都必须占据相当大的体积，尤其是在医院系统

中更是如此。因此，随身的生理监测装置因应而生，以满足人们对于随时进行生理监测的需

求。

[0003] 然而，即使是如今不断蓬勃发展的无线、可携式、手持式等生理监测装置，虽然其

已不同于以往医院床边的巨大监控装置并且也弥补了一些缺点，但却依然占据一定的体

积，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重量，因而仍会让使用者在使用时感到不便。

[0004] 举例而言，如美国专利第6611705号所示，其中公开了一种心电信号监测的电极连

接器以及一种心电信号监测系统，该心电信号监测系统用以减少传统心电测量时贴在受试

者身上的电极与监测主机之间的导线束缚，即，其利用电极连接器作为有线电极以及监测

主机之间的无线桥梁。然而，虽然该方式避免了患者与监测主机之间的导线束缚，但事实

上，背负在患者身上的该电极连接器依然需要占据相当大的体积，并且传统监测主机体积

庞大及其相关的不方便性(例如移动性)地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这仅可说是针对公知缺点

的部分改进。

[0005] 此外，如美国专利第6368287号所示，公开了一种睡眠障碍筛选系统，其以轻巧贴

附的方式实现，不过，事实上，其仅能简单地以计次方式显示测量结果，而无法实现实时信

号传输，因此无法完整记录监测内容，所以，其采用的仅是简单的预筛选概念。

[0006] 另外，美国专利第6597944B1号也类似地利用同样的概念，并以贴附方式以及计次

方式来显示结果。因此，显然地，上述的两种设计虽然实现了轻便的目的，却也牺牲了对于

生理监测内容的完整记录，自然地其应用范围也受到限制，并无法适用于所有的生理监测

项目。

[0007] 因此，存在对于轻巧、方便使用者移动且能在测量期间进行完整记录的生理监测

装置以及系统的需求。医疗专业人员可监测患者或对象的生理状况，以确定患者或对象的

健康状况或康复状况。这种生理监测一般由直接对患者观察或进行测试的医疗专业人员进

行。这种直接观察和测试需要医疗专业人员和患者在物理上处于相同地点。这种会合通常

通过患者前去医师的办公室或其他医疗机构或通过医疗专业人员前去患者的住所而实现。

在医疗专业人员和患者均只有限量时间的情况下，在同一地点会合的需要可限制监测患者

生理状况的机会的频率，其通常可造成该状况被忽略。这种不作为可导致对患者治疗失败

和造成进一步倒退。此外，长期缺乏健康护理专业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互动可进一步使情况

恶化，导致可能紧急需要护理，因此导致患者的危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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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此外，由于在现有的医院设备中已具有许多既有的生理监测设备、装置等，因此，

如何开发出可以尽可能方便携带的低廉成本的生理监测装置以及系统也是当务之急。

发明内容

[0009] 针对现有技术之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面向健康的智能鞋垫，所述鞋垫至少包

括：数据采集单元、单片机处理单元、数据传输单元、移动终端和数据处理云终端；所述数据

处理云终端中的数据预处理模块基于储存于方案数据库中的数据预处理方案完成对移动

终端发送的包含传感数据和所述单片机处理单元处理的二级数据进行应用类型分类和/或

数值范围分类的预处理并将完成预处理后形成的三级数据发送运动数据处理模块和/或生

理数据处理模块；所述运动数据处理模块和/或生理数据处理模块基于储存于方案数据库

中的运动数据和/或生理数据处理方案实现对三级数据中运动状态和/或生理状态信息的

监测与异常判定，并将对三级数据处理后形成的四级数据发送至综合数据处理模块；所述

综合数据处理模块将处理包含运动数据和/或生理数据的四级数据形成的包含展示数据

和/或报警数据和/或命令数据的反馈数据发送至移动终端和/或单片机处理单元。

[0010] 本发明所述面向健康的智能鞋垫，用户可以智能化实现生理状况和运动状况的监

测，并基于监测结果实现反馈报警或运动建议反馈，从而使得用户在日常或运动过程中避

免过量运动给身体待来负面影响。同时，所述智能鞋垫通过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阶段处理

分模块处理，避免通过单个数据处理单元进行数据处理时出现的反应速度变慢和处理单元

过热等问题，并方便了对整个数据采集和处理过程的监控。

[0011] 在数据采集单元进行数据采集的过程中，所有传感器不是同时进行数据采集，从

而降低了智能鞋垫的数据处理云终端的数据处理压力。同时，所述数据采集单元中各传感

器仅根据单片机处理单元的控制命令实现数据采集，而不必一直维持工作状态从而增加各

个传感器的使用寿命，并降低了鞋垫能耗，减少了不必要的用电量，从而使得所述智能鞋垫

在使用相同电池的情况下能够维持更长的工作时间，增加了用户的体验度。

[0012] 根据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数据预处理模块对二级数据的预处理过程包括对

接收的二级数据中的传感数据种类进行确认，并基于二级数据中包含的一种或多种传感器

数据种类信息调取储存于方案数据库中的数据分类方案，完成对二级数据为运动数据和/

或生理数据的应用类型分类；并由数据预处理模块实现二级数据中各个传感数据的数值范

围分类。

[0013] 通过预处理模块完成二级数据的应用类型分类和数值范围分类，可以实现针对不

同的应用数据类型将该二级数据发送至对应模块的功能，同时，对所述二级数据的进行数

值范围分类有助于下级数据处理模块根据数据范围信息快速完成相应处理方案的调取，节

省了数据处理时间。

[0014] 根据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运动数据处理模块和/或生理数据处理模块基于

接收的三级数据中的数值范围信息调取方案数据库中对应传感数据种类和对应范围的运

动和/或生理处理方案完成对用户运动状态和/或生理状态的分析与监测，并将包含用户运

动状态和/或生理状态的分析数据作为四级数据发送至综合数据处理模块。

[0015] 通过不同的应用数据处理模块进行不同的应用数据处理简化了数据处理流程，降

低数据处理过程中出错概率。也方便各个模块老化或损坏后的更换或维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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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根据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综合数据处理模块基于接收的包含用户运动状态

信息数据和/或生理状态信息数据的四级数据完成用户当前生理状态和/或运动状态的确

认，并基于用户当前生理状态和/或运动状态以及从方案数据库调取的综合处理方案实现

用户运动安全等级和/或生理安全等级的划分，并基于运动安全等级和/或生理安全等级形

成包括建议信息的反馈数据。

[0017] 根据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反馈数据包括结果展示数据和/或报警数据和/或

命令数据，其中，所述展示数据为发送至移动终端形成的用于展示给用户的包括文字、数字

列表和图像中的至少一个数据；所述报警数据包括发送至移动终端通过控制装置和/或振

动装置进行报警的数据和发送至位于鞋垫的单片机处理单元通过控制震动模块、扬声模块

以及显示模块进行报警提醒的数据；所述命令数据为发送至单片机处理单元的用于控制数

据采集单元中的至少一个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的命令信息。

[0018] 根据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数据采集单元将包含压力信息、湿度信息、温度信

息、心率信息和加速度信息中的一种或多种信息作为一级数据发送至单片机处理单元。

[0019] 根据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单片机处理单元将按不同通道接收的一级数据进

行分类储存，并将类别信息作为标记信息链接至一级数据中各个传感器对应的传感数据记

录之上，并储存于数据储存单元。

[0020] 根据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单片机处理单元将包含各个传感器对应的传感数

据记录以及链接至一级数据中各个传感器对应的传感数据记录之上的标记信息作为二级

数据经数据传输单元以有线和/或无线的方式发送至移动终端。

[0021] 根据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数据采集单元中压力传感器与放大电路相连，湿

度传感器与放大电路相连，温度传感器与放大电路相连，心率传感器与放大电路相连，汗液

传感器与放大电路相连，加速度传感器与放大电路相连；所述放大电路将完成放大的包含

压力信息数据、湿度信息数据、温度信息数据、心率信息数据、汗液信息数据以及加速度信

息数据经A/D转换电路发送至单片机处理单元进行一级数据的初步处理。

[0022] 根据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压力传感器为半导体压电电阻传感器、静电容量

型压力传感器和扩散硅压力变送器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湿度传感器为电阻式氯化锂湿度

计、露点式氯化锂湿度计、碳湿敏式湿度计、氧化铝湿度计和陶瓷湿度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多

种；所述温度传感器为接触式或非接触式温度计传感器；所述心率传感器为红外脉搏传感

器、心率脉搏传感器、光电脉搏传感器、数字脉搏传感器、心音脉搏传感器和集成化脉搏传

感器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加速度传感器为电容式加速度传感器、电感式加速度传感器、应

变式加速度传感器、压阻式加速度传感器和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多种。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智能鞋垫的功能模块示意图；和

[0024] 图2是本发明的数据采集模块示意图。

[0025] 附图标记列表

[0026] 101：电源模块            102：数据采集单元   103：单片机处理单元

[0027] 104：数据传输单元         105：震动模块       106：扬声模块

[0028] 107：显示模块            108：移动终端       109：数据处理云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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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110：数据储存单元         102a：压力传感器    102b：湿度传感器

[0030] 102c：温度传感器          102d：心率传感器    102e：汗液传感器

[0031] 102f：加速度传感器        102g：放大电路

[0032] 102h：A/D转换电路         109a：数据预处理模块

[0033] 109b：运动数据处理模块    109c：生理数据处理模块

[0034] 109d：方案数据库          109e：综合数据处理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36] 图1示出了本发明的面向健康的智能鞋垫的功能模块示意图。如图1所示，本发明

智能鞋垫的功能模块包括位于鞋垫上的电源模块101、数据采集单元102、单片机处理单元

103、数据传输单元104、震动模块105、扬声模块106、显示模块107和数据储存单元11O。所述

鞋垫功能模块还包括位于远端的移动终端108和数据处理云终端109。

[0037] 所述电源模块101分别与数据采集单元102和单片机处理单元103相连，用于实现

为位于鞋垫上各功能模块供电。所述数据采集单元102与单片机处理单元103相连。所述数

据采集单元102用于实现包含压力数据、湿度数据、温度数据、心率数据、汗液信息数据和加

速度数据的一级数据的数据采集。

[0038] 所述单片机处理单元103用于实现对采集的一级数据进行包括分类、储存的初步

处理，并形成二级数据。所述单片机处理单元103将按不同通道接收的一级数据进行分类储

存，并将类别信息作为标记信息链接至一级数据中各个传感器对应的传感数据记录之上，

并将包含各个传感器对应的传感数据记录以及链接至一级数据中各个传感器对应的传感

数据记录之上的标记信息作为二级数据。

[0039] 所述单片处理单元103与数据储存单元110相连，用于实现与单片处理单元103相

关的数据的储存。所述单片机处理单元103还与位于鞋垫上的震动模块105、扬声模块106和

显示模块107相连。并通过震动模块105、扬声模块106和显示模块107实现反馈数据的报警

或提示功能。

[0040] 所述单片机处理单元103经数据传输单元104与移动终端108相连，用以实现将二

级数据以有线和/或无线的方式传输至移动终端108，并用于接收由移动终端108传输至数

据单片机处理单元103的反馈信息或数据。所述移动终端108可以用于实现二级数据的展

示，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终端108查看数据采集单元102采集的各种传感数据以及单片机处理

单元103对一级数据进行处理后的数据信息。同时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终端108查看数据处理

云终端109的反馈数据。移动终端108还用于实现数据处理云终端109中的方案数据的输入

以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输入。所述移动终端108与数据处理云终端109相连。所述数据处理云

终端109用于实现对经移动终端108传输至的二级数据的处理以及反馈过程。

[0041] 所述数据处理云终端109中的数据预处理模块109a与移动终端108和方案数据库

109d相连，并将接收的由移动终端108传输的二级数据进行数据预处理。所述数据预处理模

块109a还分别与运动数据处理模块109b和生理数据处理模块109c相连。所述数据预处理模

块109a将对二级数据处理后形成的三级数据发送至运动数据处理模块109b和/或生理数据

处理模块10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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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所述数据预处理包括：对接收的二级数据中的传感数据种类进行确认。并基于二

级数据中包含的一种或多种传感器数据种类信息调取储存于方案数据库109d中的数据分

类方案，完成对二级数据为运动数据和/或生理数据的应用类型分类。并由数据预处理模块

109a实现二级数据中各个传感数据的数值范围分类。并由数据预处理模块109a将完成对二

级数据的应用类型分类和/或数值范围分类后形成的三级数据发送至运动数据处理模块

109b和/或生理数据处理模块109c。

[0043] 所述运动数据处理模块109b与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与方案数据库109d相连。所

述生理数据处理模块109c与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与方案数据库109d相连。所述运动数据

处理模块109b和/或所述生理数据处理模块109c将接受的三级数据信息完成处理后形成的

四级数据发送至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

[0044] 所述运动数据处理模块109b和/或生理数据处理模块109c基于接收的三级数据中

的数值范围信息调取方案数据库109d中对应传感数据种类和对应范围的运动和/或生理处

理方案完成对用户运动状态和/或生理状态的分析与监测，并将包含用户运动状态和/或生

理状态的分析数据作为四级数据。

[0045] 所述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将包含运动数据和/或生理数据的四级数据处理后形

成的反馈数据发送至移动终端108和/或单片机处理单元103。所述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

基于接收的包含用户运动状态信息数据和/或生理状态信息数据的四级数据完成用户当前

生理状态和/或运动状态的确认，并基于用户当前生理状态和/或运动状态以及从方案数据

库109d调取的综合处理方案实现用户运动安全等级和/或生理安全等级的划分。并基于运

动安全等级和/或生理安全等级形成包括建议信息的反馈数据。所述反馈数据包括结果展

示数据和/或报警数据和/或命令数据，其中，所述展示数据为发送至移动终端108形成的用

于展示给用户的包括文字、数字列表和图像中的至少一个数据。所述报警数据包括发送至

移动终端108通过控制装置和/或振动装置进行报警的数据和发送至位于鞋垫的单片机处

理单元103通过控制震动模块105、扬声模块106以及显示模块107进行报警提醒的数据。所

述命令数据为发送至单片机处理单元103的用于控制数据采集单元102中的至少一个传感

器进行数据采集的命令信息。

[0046] 图2示出了数据采集单元102与单片机处理单元103的连接关系。其中，压力传感器

102a与放大电路102g相连，用于实现鞋垫对压力信息的采集，并完成信号的放大。所述压力

传感器102a可以是半导体压电电阻传感器、静电容量型压力传感器和扩散硅压力变送器。

湿度传感器102b与放大电路102g相连，用于实现鞋垫对湿度信息的采集，并完成信号的放

大。所述湿度传感器可以是电阻式氯化锂湿度计、露点式氯化锂湿度计、碳湿敏式湿度计、

氧化铝湿度计和陶瓷湿度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多种。温度传感器102c与放大电路102g相连，

用于实现鞋垫对温度信息的采集，并完成信号的放大。所述温度传感器102c可以是接触式

或非接触式温度计，例如包括压力式温度计、电阻温度计、热敏电阻和温差电偶式温度计的

接触式温度传感器。心率传感器102d与放大电路102g相连，用于实现鞋垫对用户心率信息

的采集，并完成信号的放大。所述心率传感器102d可以是红外脉搏传感器、心率脉搏传感

器、光电脉搏传感器、数字脉搏传感器、心音脉搏传感器和集成化脉搏传感器中的一种或多

种。汗液传感器102e与放大电路102g相连，用于实现鞋垫对用户汗液数据信息的采集，并完

成信号的放大。所述汗液传感器102g可以用于实现用户身体内电解质、葡萄糖、乳酸盐、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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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钾等物质浓度高低的监测，同时还可以实现皮肤中的盐度和酸度监测。而盐酸度则可以

被当作确定疾病和人体健康状况的指标。加速度传感器102f与放大电路102g相连，用于实

现鞋垫对用户足部加速度信息的采集，并完成信号的放大。所述加速度传感器102f可以是

电容式、电感式、应变式、压阻式和压电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放大电路102g将完成放大

的包含压力信息数据、湿度信息数据、温度信息数据、心率信息数据、汗液信息数据以及加

速度信息数据经A/D转换电路发送至单片机处理单元103进行一级数据的初步处理。

[0047] 实施例1

[0048] 近年来，随着马拉松运动的平民化，伴随而来的是因没有充分保护措施和运动经

验导致的运动猝死事件频繁发生，因此及时对人体进行报警，从而避免这类惨剧的发生变

得极为重要。结合图1和图2，以本发明用于监测人体生理特征为例进行说明。

[0049] 所述面向健康的智能鞋垫根据系统采集的多级数据实现人体生理特征监测，同时

所述数据采集单元102包含的各个传感器基于优先级和/或单片机处理单元103的控制信息

实现不同传感数据的采集。

[0050] 在鞋垫进行日常生理状态监测的时候，由心率传感器102d持续进行数据监测。当

用户生理状态发生改变时，所述心率传感器102d最先从用户处监测到非正常心率。并通过

放大电路102g将接受的心率脉搏信号进行放大。并将所述心率脉搏信号数据作为一级数据

经由A/D转化电路102h发送至单片机处理单元103。

[0051] 所述单片机处理单元103将接收的一级数据进行分类。所述单片机处理单元103将

按不同通道接收的一级数据进行分类储存，并将类别信息作为标记信息链接至一级数据中

各个传感器对应的传感数据记录之上。例如，前述一级数据仅包含心率数据，则通过文字

和/或特定的数字对所述心率数据进行标注，并将包含标注信息的一级数据基于其标注的

传感类别信息储存至数据储存单元110对应传感数据类别的数据库。同时，所述单片机处理

单元103将包含心率数据以及链接或标注值心率数据的标注信息数据作为二级数据经数据

传输单元104以有线和/或无线的方式发送至移动终端108。前述无线发送方式包括蓝牙、数

据热点和无线WIFI等方式。

[0052] 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终端108随时查看单片机处理单元103发送的二级数据。所述移

动终端108将接受的二级数据通过2G、3G、4G或WIFI等网络发送至数据处理云终端109。数据

预处理模块109a将接受的由移动终端108发送的二级数据，并完成其数据的预处理。所述预

处理过程为：完成二级数据中的标注信息识别，从而是对接收的二级数据中的传感数据种

类进行确认。所述数据预处理模块109a基于识别出的传感数据种类信息调取储存于方案数

据库109d中的与心率相关的数据分类方案。从而实现对该二级数据为生理数据的判别与分

类。同时，实现对二级数据中包含的心率数据的数值范围分类。所述数据预处理模块109a将

对二级数据进行应用类型分类和数值范围分类后形成的三级数据发送至生理数据处理模

块109c。

[0053] 所述生理数据处理模块109c基于接收的三级数据中的数值范围信息调取方案数

据库109d中中对应传感数据种类和对应范围的生理处理方案完成对用户当前生理状态的

分析与监测。同时基于不同的用户个人信息，将心率异常分为初级异常、中级异常和严重异

常。例如，普通成年人的正常值为60至100次每分钟。运动员的心率正常值则为45至55左右。

根据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将普通成年人的心率值为60至100设置为无异常，其中，心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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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至60以及100至160为初级异常。心率为40至50以及160至220为中级异常。心率为40以下

以及220以上为严重异常。因此，系统根据不同的个人信息调取不同标准的生理处理方案，

实现用户生理状态的监测。例如，若当前用户的心率值为150，则判断用户处于心率过快的

初级异常状态。所述生理数据处理模块109c将接受的三级数据信息完成处理后形成的包含

心率值和心率异常等级的四级数据发送至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

[0054] 所述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基于接收的包含用户心率值和心率异常等级的四级

数据进行用户当前生理安全状态的确认。所述生理安全状态的确认过程包括综合数据处理

模块109e基于接收的四级数据所包含的传感数据类别以及对应传感数据的异常等级完成

从方案数据109d调取与该类别相关的数据处理方案。所述确认结果包括在充足数据的支持

下的生理安全状态的确认成功，也包括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的生理安全状态的确认失败。

[0055] 例如，当所述四级数据仅包括心率值为150与心率处于偏高的初级异常的情况下，

所述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从方案数据库109d调取心率处于偏高异常的并且所需传感数

据种类最少的数据处理方案实现用户生理安全等级判断或确认。根据一个优选的实施方

式，所述包含心率偏高异常的并且所需传感数据种类最少的数据处理方案至少还需获得用

户足部的温度信息和湿度信息。因此，在当前四级数据仅为心率值和心率处于偏高的初步

异常等级的条件下，用户生理安全状态的确认失败。

[0056] 所述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基于缺少的数据信息经移动终端108向单片处理单元

103发送调取包含温度信息、湿度信息和心率信息的详细监测数据采集命令。所述单片机处

理单元103基于详细监测数据采集命令控制湿度传感器102b、温度传感器102c打开并进行

数据采集。所述单片机处理单元103将采集包含心率数据、足部温度数据和足部湿度数据的

一级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后作为二级数据经数据传输单元104和移动终端108发送至数据处

理云终端109。

[0057] 所述数据预处理模块109a基于二级数据中识别出的传感数据种类信息调取储存

于方案数据库109d中的与心率、湿度和温度相关的数据分类方案。从而实现对该二级数据

为生理数据的判别与分类。同时，实现对二级数据中包含的心率数据、足部温度数据和足部

湿度数据的数值范围分类。所述数据预处理模块109a将对二级数据进行应用类型分类和数

值范围分类后形成的三级数据发送至生理数据处理模块109c。

[0058] 所述生理数据处理模块109c基于接收的三级数据中的数值范围信息调取方案数

据库109d中对应传感数据种类和对应范围的生理处理方案完成对用户当前生理状态的分

析与监测。由生理初具处理单元109c完成心率数据、足部温度数据和足部湿度数据的异常

等级判定。所述生理数据处理模块109c并将接受的三级数据信息完成处理后形成的包含心

率值、心率异常等级、足部温度值、足部温度异常等级、足部湿度值和足部湿度异常等级的

四级数据发送至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

[0059] 所述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基于接收的包含用户心率值、心率异常等级、足部温

度值、足部温度异常等级、足部湿度值和足部湿度异常等级的四级数据进行用户当前生理

安全状态的确认。所述生理安全状态的确认过程包括综合数据处理模块109e基于接收的四

级数据所包含的传感数据类别以及对应传感数据的异常等级完成从方案数据109d调取与

该类别相关的数据处理方案。

[0060] 例如，当四级数据中足部湿度数据有异常的情况下，由综合数据处理单元109e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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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送调取汗液传感器102e的传感数据的命令，实现通过汗液的电解质含量、钠含量、乳酸

含量和酸碱性监测人体当前生理安全等级，并通过移动终端以文字、数字列表和图像中的

至少一种数据方式将人体汗液参数展示给用户。同时由移动终端108通过扬声装置和/或振

动装置进行安全等级报警，或者由位于鞋垫的单片机处理单元103通过控制震动模块105、

扬声模块106以及显示模块107进行报警用户生理安全状态提醒，所述报警内容可以包括需

补足水分、补充盐类、补充糖类或需要休息等报警内容。

[0061] 若当四级数据中足部温度数据有异常的情况下，由综合数据处理单元109e再次发

送调取加速度传感器102f的传感数据的命令，实现通过步频和累计步长对警报进行分级。

所述反馈至移动终端108或单片机处理单元103的警报内容可以为速度过快、放慢速度、需

要休息等。根据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以成年男子身高1.7m，体重65kg处于跑步模式为例，

当步频一段时间(例如为10分钟)内处于一定频率(例如为200次)以上时，对其发出3级警报

(速度过快)；当步频处于(例如为180次)时，并且维持这一步频运动时间超过设定值(例如

为30分钟)，将对其发出二级警报(放慢速度)；当用户步频在某一阈值(例如为160次)以上

的时间累积到一定(例如为2小时)时，对其发出一级警报(需要休息)。

[0062] 因此，通过本发明所述面向健康的智能鞋垫，用户可以智能化实现生理状况和运

动状况的监测，并基于监测结果实现反馈报警或运动建议反馈，从而使得用户在日常或运

动过程中避免过量运动给身体待来负面影响。在数据采集单元102进行数据采集的过程中，

所有传感器不是同时进行数据采集，从而降低了智能鞋垫的数据处理云终端109的数据处

理压力。同时，所述数据采集单元102中各传感器仅根据单片机处理单元103的控制命令实

现数据采集，而不必一直维持工作状态从而增加各个传感器的使用寿命，并降低了鞋垫能

耗，减少了不必要的用电量，从而使得所述智能鞋垫在使用相同电池的情况下能够维持更

长的工作时间，增加了用户的体验度。

[0063]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具体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本发明公开

内容的启发下想出各种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也都属于本发明的公开范围并落入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本发明说明书及其附图均为说明性而并非

构成对权利要求的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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