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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监护系统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独

居老人监护系统以及监护判定方法。包括安装门

内和门外的无线红外传感器，通过无线红外传感

器的触发顺序来判断老人的是否进入屋内或是

否到达屋外，通过两个传感器的触发可判断出老

人早上是否起床，通过卧室门内外的两个传感器

是否触发来判断老人是否在预先设定的起床时

间内未起床，将该信号发送的控制模块，控制模

块控制GSM模块向监护人发送信息，监护人能够

及时了解相关情况，且上侧所、沐浴、外出、做饭

等判定均参照上述起床的判定进行设置，且各预

设的时间根据老人生活习惯进行设定，在不侵犯

老人隐私的情况下，对老人的生活起居进行实时

监护，避免老人在家中出现意外情况时监护人无

法得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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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独居老人监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分别安装在屋内和屋外且位于靠近家门

(1)处墙壁上用于检测老人是否外出或回家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以及分别安装在各卧

室内和各卧室外且靠近卧室门(5)的墙壁上用于检测老人是否在卧室内的无线红外线传感

器(2)，以及分别安装在厕所内和厕所外且靠近厕所门(4)的墙壁上用于检测老人是否在厕

所内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以及安装在厨房内或厨房外且位于靠近厨房门(3)的墙壁上

用于检测老人是否在厨房内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所述的所有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均

通过无线网络与控制器(7)中安装的控制模块通信，在所述控制器(7)中还安装有GSM模块；

所述控制器(7)安装在客厅或其他房间内，所述控制器(7)上还设置有多个调试按钮(6)和

一个显示屏(8)。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独居老人监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独居老人监护系统还

包括安装在淋浴水龙头所连接的管道上用于检测水流的无线传感器，所述用于检测水流的

无线传感器通过无线网与控制模块通信。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独居老人监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独居老人监护系统还

包括在用于放洗衣水的水龙头所连接的管道上安装有用于检测水流的无线传感器，其传感

器的检测头伸入水管内部，所述用于检测水流的无线传感器通过无线网与控制模块通信。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独居老人监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独居老人监护系统还

包括在洗衣间门的内外分别安装一个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独居老人监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厨房安装有用于检

测天然气或煤气泄漏的无线传感器，并通过无线网与控制模块通信。

6.如权利要求1到5任意权利项所述的一种独居老人监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厕

所、卧室均安装有一键求救按钮，所述安装在厕所的一键求救按钮安装在厕所墙壁上且靠

近地面的位置处，所述安装在卧室的一键求救按钮安装在卧室床头位置处，其一键求救按

钮通过无线信号或有线信号与控制模块通信。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独居老人监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于屋内且位于靠

近家门(1)处墙壁上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安装于卧室内且靠近卧室门(5)处墙壁上的

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安装于厕所内且靠近厕所门(4)的墙壁上所安装的无线红外传感器

以及安装在厨房内且靠近厨房门(3)的墙壁上的无线红外传感器均切斜安装，无线红外传

感器的射线均与门的运动外圆弧相切，相切点位于门运动外圆弧的中点位置处。

8.一种独居老人监护判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在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

先设定的睡觉休息时间和起床时间，通过比对安装在卧室内外的两个传感器的触发时间来

判断是否进入卧室休息或是否起床，并且控制模块将其判定生成的数据通过TCP/IP协议上

传至云服务平台，使得监护人能够通过手机进入云服务平台查看相关信息；

起床判定如下：在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设有起床时间，若在该预设的起床

时间的前后一小时内，安装于卧室门内和门外的传感器先后触发则判定老人已经起床，则

控制模块生成起床报告并上传至云服务平台，若在该预设的起床时间的前后一小时内，安

装于卧室门内和门外的传感器均未触发，则判定老人未起床，则通过控制模块控制GSM模块

向监护人发送预先设定的“几点钟，老人仍未起床”，上述所述的“几点钟”根据信号采集时

的实际时间进行变换，若信号采集时间为九点钟，则通过控制模块调整预先设定的“几点

钟，老人仍未起床”为“九点钟、老人仍未起床”；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老人卧病不起导致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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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无从得知的情况；

休息判定如下：在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先设定有休息时间，若在该预设的

休息时间的前后一小时内，安装于卧室门外和门内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先后触发则判定老

人进入卧室，若老人在进入卧室后卧室门外和门内的无线红外传感器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未

触发，则判定老人已经休息，则控制模块生成休息信号，若该预设的休息时间的前后一小时

内，安装于卧室门外和门内的无线红外传感器均未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未休息并生

成未休息的信号，再通过控制模块控制GSM模块向监护人发送老人未休息的信号；从而监护

人可连接每天老人的休息状况；

洗衣判定如下：在所述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先设定有洗衣用时，洗衣间门

外和门内的无线红外传感器先后触发后，并且当用于放洗衣水的水龙头所连接的管道上安

装的用于检测水流的无线传感器持续触发，则判定老人正在洗衣，计时单元开始计时并持

续与控制模块中预先设定的洗衣用时进行比对，若计时单元所计时间在预先设定的洗衣用

时内，且洗衣间门内和门外的无线传感器信号均先后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已洗衣完

成，并且生成洗衣完成信号至云服务平台，若计时单元所计时间超出预先设定的洗衣用时

且洗衣间门内和门外的无线传感器信号均未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未洗完衣服，并且控

制模块控制GSM模块向监护人发送老人未洗完衣服的信号，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老人在洗衣

间摔倒而监护人无法及时获知的情况；

沐浴判定如下：在所述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先设定有沐浴用时，当厕所门

外和门内的传感器信号先后触发，并且安装在淋浴水龙头所连接的管道上用于检测水流的

无线传感器持续检测到水流信号后，控制模块判定老人正在沐浴，计时单元开始计时并持

续与再控制模块中预先设定的沐浴用时进行比对，当计时单元所计时间在沐浴用时内且厕

所门内和门外的传感器信号先后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已经沐浴完成，并生成沐浴完

成信号，并上传至云服务平台，若计时单元所计时间超出预先设定的沐浴用时后且厕所门

内和门外的传感器信号均未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正在沐浴，通过控制模块控制GSM模

块将检测信息发送至监护人手机，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老人在厕所摔倒或其他意外情况的发

生时，远方监护人无法及时得知的情况；

所述上厕所的判定与所述沐浴判定一致，只是预先设定的上侧所用时，与预先设定的

沐浴用时不同，其均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进行设定；

外出和回家判定如下：所述家门内和家门外的传感器均先后触发，并在一定时间内再

未触发，则判定老人外出，计时单元开始计时并持续与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先

设定的外出用时进行比对，计时单元所计时间在预先设定的外出用时内且家门外和家门内

的传感器信号先后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已经回家，并生成回家信号，并上传至云服务

平台，若计时单元所计时间超出预先设定的外出用时，且家门外和家门内的传感器信号均

未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外出未归，通过控制模块控制GSM模块将检测信息发送至监护

人手机；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老人外出发生意外情况时监护人无法及时得知的情况。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独居老人监护判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判定老人休息后，

计时单元开始计时，直至控制模块判定老人起床后停止，并且控制模块记录计时单元所计

时间，生成休息用时，上传至云服务平台，使得监护人可以通过手机了解每日老人的生活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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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独居老人监护判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模块记录

每日老人的起床时间、休息时间，并以七天为一个周期，取其中起床时间和休息时间的中间

值作为预设的起床时间和预设的休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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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独居老人监护系统以及监护判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监护系统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独居老人监护系统以及监护判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人均寿命增长，如何赡养老人使其安全幸福

的度过晚年成了子女心中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对于独居老人的赡养。这种情况下，子女无法

时时刻刻掌握老人的起居状况，例如老人在家中摔倒或卧病不起，在无人通知的情况下，远

方子女无法及时得知具体情况，从而可能造成一系列悲剧的发生，通过检索发现申请号为

CN2015209784758的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老人监控设备，但该设备采用了监控摄像头，

这无疑侵犯了老人的生活隐私。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独居老人监护系统，在不侵犯

老人隐私的情况下，对老人的生活起居进行实时监护，避免老人在家中出现意外情况时子

女无法得知的情况。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独居老人监护系统，包括分别安装在屋内和屋外且位于靠近家门处墙壁上用

于检测老人是否外出或回家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以及分别安装在各卧室内和各卧室外且

靠近卧室门的墙壁上用于检测老人是否在卧室内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以及分别安装在厕

所内和厕所外且靠近厕所门的墙壁上用于检测老人是否在厕所内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以

及安装在厨房内或厨房外且位于靠近厨房门的墙壁上用于检测老人是否在厨房内的无线

红外线传感器，所述的所有无线红外线传感器均通过无线网络与控制器中安装的控制模块

通信，在所述控制器中还安装有GSM模块；所述控制器安装在客厅或其他房间内，所述控制

器上还设置有多个调试按钮和一个显示屏。使得可通过调试按钮来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设

有起床时间，以及其他的预设时间。本发明通过在门的内外分别安装一个无线红外传感器，

使得可通过两个无线红外传感器的触发顺序来判断其是进入门内的房间还是离开房间。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独居老人监护系统还包括安装在淋浴水龙头所连接的管道上用于

检测水流的无线传感器，所述用于检测水流的无线传感器通过无线网与控制模块通信，通

过该无线传感器检测老人是否在沐浴，目前大多数的浴室均设置在厕所内。

[0007] 在进一步的，在用于放洗衣水的水龙头所连接的管道上安装有用于检测水流的无

线传感器，其传感器的检测头伸入水管内部，所述用于检测水流的无线传感器通过无线网

与控制模块通信，使得可通过用于检测水流的无线传感器检测老人是否在洗衣，上述用于

放洗衣水的水龙头一般情况下是接入洗衣机，通过洗衣机进行清洗，如此上述检测水流的

无线传感器可直接安装在于洗衣机相连的水管上检测水流，但存在各别老人不会用洗衣

机，或习惯性的手洗衣服，因此一般会在家中设置一个便于将放在盆中的水龙头，因此可直

接在该水龙头连接的水管上安装用于检测水流的传感器皆可，因此不管是用洗衣机或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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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用于检测水流的传感器均安装在用于放洗衣水的水龙头所连接的管道上即可。

[0008] 再进一步的，考虑到各别住户的洗衣间可能存在与生活阳台或其他地方，因此只

需在洗衣间门的内外分别安装一个无线红外线传感器即可。

[0009] 又进一步的，在所述厨房安装有用于检测天然气或煤气泄漏的无线传感器，并通

过无线网与控制模块通信。

[0010] 再进一步的，所述安装于屋内且位于靠近家门处墙壁上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安

装于卧室内且靠近卧室门处墙壁上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安装于厕所内且靠近厕所门的墙

壁上所安装的无线红外传感器以及安装在厨房内且靠近厨房门的墙壁上的无线红外传感

器均切斜安装，无线红外传感器的射线均与门的运动外圆弧相切，相切点位于门运动外圆

弧的中点位置处，如此进一步的减小了误判。

[0011] 又进一步的，在所述厕所、卧室均安装有一键求救按钮，所述安装在厕所的一键求

救按钮安装在厕所墙壁上且靠近地面的位置处，所述安装在卧室的一键求救按钮安装在卧

室床头位置处，其一键求救按钮通过无线信号或有线信号与控制模块通信。使得当控制模

块接收到求救信号后能够控制GSM模块向监护人拨打求救电话，从而监护人能够及时获知，

并拨打120进行求救，或者通过物业进屋确认后拨打120进行求救。

[0012] 一种独居老人监护判定方法，包括在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先设定的睡

觉休息时间和起床时间，通过比对安装在卧室内外的两个传感器的触发时间来判断是否进

入卧室休息或是否起床，并且控制模块将其判定生成的数据通过TCP/IP协议上传至云服务

平台，使得监护人能够通过手机进入云服务平台查看相关信息；

[0013] 起床判定如下：在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设有起床时间，若在该预设的

起床时间的前后一小时内，安装于卧室门内和门外的传感器先后触发则判定老人已经起

床，则控制模块生成起床报告并上传至云服务平台，若在该预设的起床时间的前后一小时

内，安装于卧室门内和门外的传感器均未触发，则判定老人未起床，则通过控制模块控制

GSM模块向监护人发送预先设定的“几点钟，老人仍未起床”，上述所述的“几点钟”根据信号

采集时的实际时间进行变换，若信号采集时间为九点钟，则通过控制模块调整预先设定的

“几点钟，老人仍未起床”为“九点钟、老人仍未起床”。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老人卧病不起导致

远方亲人无从得知的情况。

[0014] 休息判定如下：在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先设定有休息时间，若在该预

设的休息时间的前后一小时内，安装于卧室门外和门内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先后触发则判

定老人进入卧室，若老人在进入卧室后卧室门外和门内的无线红外传感器在一定的时间段

内未触发，则判定老人已经休息，则控制模块生成休息信号，若该预设的休息时间的前后一

小时内，安装于卧室门外和门内的无线红外传感器均未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未休息

并生成未休息的信号，再通过控制模块控制GSM模块向监护人发送老人未休息的信号。从而

监护人可连接每天老人的休息状况。

[0015] 洗衣判定如下：在所述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先设定有洗衣用时，洗衣

间门外和门内的无线红外传感器先后触发后，并且当用于放洗衣水的水龙头所连接的管道

上安装的用于检测水流的无线传感器持续触发，则判定老人正在洗衣，计时单元开始计时

并持续与控制模块中预先设定的洗衣用时进行比对，若计时单元所计时间在预先设定的洗

衣用时内，且洗衣间门内和门外的无线传感器信号均先后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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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完成，并且生成洗衣完成信号至云服务平台，若计时单元所计时间超出预先设定的洗衣

用时且洗衣间门内和门外的无线传感器信号均未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未洗完衣服，并

且控制模块控制GSM模块向监护人发送老人未洗完衣服的信号，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老人在

洗衣间摔倒而监护人无法及时获知的情况。

[0016] 沐浴判定如下：在所述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先设定有沐浴用时，当厕

所门外和门内的传感器信号先后触发，并且安装在淋浴水龙头所连接的管道上用于检测水

流的无线传感器持续检测到水流信号后，控制模块判定老人正在沐浴，计时单元开始计时

并持续与再控制模块中预先设定的沐浴用时进行比对，当计时单元所计时间在沐浴用时内

且厕所门内和门外的传感器信号先后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已经沐浴完成，并生成沐

浴完成信号，并上传至云服务平台，若计时单元所计时间超出预先设定的沐浴用时后且厕

所门内和门外的传感器信号均未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正在沐浴，通过控制模块控制

GSM模块将检测信息发送至监护人手机，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老人在厕所摔倒或其他意外情

况的发生时，远方监护人无法及时得知的情况。

[0017] 所述上厕所的判定与所述沐浴判定一致，只是预先设定的上侧所用时，与预先设

定的沐浴用时不同，其均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进行设定。

[0018] 外出和回家判定如下：所述家门内和家门外的传感器均先后触发，并在一定时间

内再未触发，则判定老人外出，计时单元开始计时并持续与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

预先设定的外出用时进行比对，计时单元所计时间在预先设定的外出用时内且家门外和家

门内的传感器信号先后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已经回家，并生成回家信号，并上传至云

服务平台，若计时单元所计时间超出预先设定的外出用时，且家门外和家门内的传感器信

号均未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外出未归，通过控制模块控制GSM模块将检测信息发送至

监护人手机。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老人外出发生意外情况时监护人无法及时得知的情况。

[0019] 进一步的，在判定老人休息后，计时单元开始计时，直至控制模块判定老人起床后

停止，并且控制模块记录计时单元所计时间，生成休息用时，上传至云服务平台，使得监护

人可以通过手机了解每日老人的生活状况。

[0020] 再进一步的，所述控制模块记录每日老人的起床时间、休息时间，并以七天为一个

周期，取其中起床时间和休息时间的中间值作为预设的起床时间和预设的休息时间。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在不侵犯老人隐私的情况下，对老人的生活起居进行

实时监护，避免老人在家中出现意外情况时子女无法得知的情况，通过各传感器的触发了

解老人的生活规律，并且结合其根据老人生活规律预设时间进行比对，从而判断出老人是

否发生意外，从而有效避免了老人在家中出现意外或外出未归监护人无法及时获得消息，

从而避免了最佳的救护时间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安装位置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的控制器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1.家门；2.无线红外线传感器；3.厨房门；4.厕所门；5.卧室门；6.

调试按钮；7.控制器；8.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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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6] 一种独居老人监护系统，包括分别安装在屋内和屋外且位于靠近家门1处墙壁上

用于检测老人是否外出或回家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以及分别安装在各卧室内和各卧室

外且靠近卧室门5的墙壁上用于检测老人是否在卧室内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以及分别安

装在厕所内和厕所外且靠近厕所门4的墙壁上用于检测老人是否在厕所内的无线红外线传

感器2，以及安装在厨房内或厨房外且位于靠近厨房门3的墙壁上用于检测老人是否在厨房

内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所述的所有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均通过无线网络与控制器7中安

装的控制模块通信，在所述控制器7中还安装有GSM模块；所述控制器7安装在客厅或其他房

间内，所述控制器7上还设置有多个调试按钮6和一个显示屏8。使得可通过调试按钮6来根

据老人生活习惯预设有起床时间，以及其他的预设时间。本发明通过在门的内外分别安装

一个无线红外传感器，使得可通过两个无线红外传感器的触发顺序来判断其是进入门内的

房间还是离开房间。

[0027] 进一步的，所述独居老人监护系统还包括安装在淋浴水龙头所连接的管道上用于

检测水流的无线传感器，所述用于检测水流的无线传感器通过无线网与控制模块通信，通

过该无线传感器检测老人是否在沐浴，目前大多数的浴室均设置在厕所内。

[0028] 在进一步的，在用于放洗衣水的水龙头所连接的管道上安装有用于检测水流的无

线传感器，其传感器的检测头伸入水管内部，所述用于检测水流的无线传感器通过无线网

与控制模块通信，使得可通过用于检测水流的无线传感器检测老人是否在洗衣，上述用于

放洗衣水的水龙头一般情况下是接入洗衣机，通过洗衣机进行清洗，如此上述检测水流的

无线传感器可直接安装在于洗衣机相连的水管上检测水流，但存在各别老人不会用洗衣

机，或习惯性的手洗衣服，因此一般会在家中设置一个便于将水放在盆中的水龙头，因此可

直接在该水龙头连接的水管上安装用于检测水流的传感器皆可，因此不管是用洗衣机或不

用洗衣机，用于检测水流的传感器均安装在用于放洗衣水的水龙头所连接的管道上即可。

[0029] 再进一步的，考虑到各别住户的洗衣间可能存在与生活阳台或其他地方，因此只

需在洗衣间门的内外分别安装一个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即可。

[0030] 又进一步的，在所述厨房安装有用于检测天然气或煤气泄漏的无线传感器，并通

过无线网与控制模块通信。

[0031] 再进一步的，所述安装于屋内且位于靠近家门1处墙壁上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

安装于卧室内且靠近卧室门5处墙壁上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安装于厕所内且靠近厕所门

4的墙壁上所安装的无线红外传感器以及安装在厨房内且靠近厨房门3的墙壁上的无线红

外传感器均切斜安装，无线红外传感器的射线均与门的运动外圆弧相切，相切点位于门运

动外圆弧的中点位置处，如此进一步的减小了误判。

[0032] 又进一步的，在所述厕所、卧室均安装有一键求救按钮，所述安装在厕所的一键求

救按钮安装在厕所墙壁上且靠近地面的位置处，所述安装在卧室的一键求救按钮安装在卧

室床头位置处，其一键求救按钮通过无线信号或有线信号与控制模块通信。使得当控制模

块接收到求救信号后能够控制GSM模块向监护人拨打求救电话，从而监护人能够及时获知，

并拨打120进行求救，或者通过物业进屋确认后拨打120进行求救。

[0033] 一种独居老人监护判定方法，包括在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先设定的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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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休息时间和起床时间，通过比对安装在卧室内外的两个传感器的触发时间来判断是否进

入卧室休息或是否起床，并且控制模块将其判定生成的数据通过TCP/IP协议上传至云服务

平台，使得监护人能够通过手机进入云服务平台查看相关信息；

[0034] 起床判定如下：在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设有起床时间，若在该预设的

起床时间的前后一小时内，安装于卧室门5内和门外的传感器先后触发则判定老人已经起

床，则控制模块生成起床报告并上传至云服务平台，若在该预设的起床时间的前后一小时

内，安装于卧室门5内和门外的传感器均未触发，则判定老人未起床，则通过控制模块控制

GSM模块向监护人发送预先设定的“几点钟，老人仍未起床”，上述所述的“几点钟”根据信号

采集时的实际时间进行变换，若信号采集时间为九点钟，则通过控制模块调整预先设定的

“几点钟，老人仍未起床”为“九点钟、老人仍未起床”。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老人卧病不起导致

远方亲人无从得知的情况。

[0035] 休息判定如下：在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先设定有休息时间，若在该预

设的休息时间的前后一小时内，安装于卧室门5外和门内的无线红外线传感器2先后触发则

判定老人进入卧室，若老人在进入卧室后卧室门5外和门内的无线红外传感器在一定的时

间段内未触发，则判定老人已经休息，则控制模块生成休息信号，若该预设的休息时间的前

后一小时内，安装于卧室门5外和门内的无线红外传感器均未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未

休息并生成未休息的信号，再通过控制模块控制GSM模块向监护人发送老人未休息的信号。

从而监护人可连接每天老人的休息状况。

[0036] 洗衣判定如下：在所述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先设定有洗衣用时，洗衣

间门外和门内的无线红外传感器先后触发后，并且当用于放洗衣水的水龙头所连接的管道

上安装的用于检测水流的无线传感器持续触发，则判定老人正在洗衣，计时单元开始计时

并持续与控制模块中预先设定的洗衣用时进行比对，若计时单元所计时间在预先设定的洗

衣用时内，且洗衣间门内和门外的无线传感器信号均先后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已洗

衣完成，并且生成洗衣完成信号至云服务平台，若计时单元所计时间超出预先设定的洗衣

用时且洗衣间门内和门外的无线传感器信号均为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未洗完衣服，并

且控制模块控制GSM模块向监护人发送老人未洗完衣服的信号，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老人在

洗衣间摔倒而监护人无法及时获知的情况。

[0037] 沐浴判定如下：在所述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惯预先设定有沐浴用时，当厕

所门4外和门内的传感器信号先后触发，并且安装在淋浴水龙头所连接的管道上用于检测

水流的无线传感器持续检测到水流信号后，控制模块判定老人正在沐浴，计时单元开始计

时并持续与再控制模块中预先设定的沐浴用时进行比对，当计时单元所计时间在沐浴用时

内且厕所门4内和门外的传感器信号先后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已经沐浴完成，并生成

沐浴完成信号，并上传至云服务平台，若计时单元所计时间超出预先设定的沐浴用时后且

厕所门4内和门外的传感器信号均未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正在沐浴，通过控制模块控

制GSM模块将检测信息发送至监护人手机，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老人在厕所摔倒或其他意外

情况的发生时，远方监护人无法及时得知的情况。

[0038] 所述上厕所的判定与所述沐浴判定一致，只是预先设定的上侧所用时，与预先设

定的沐浴用时不同，其均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进行设定。

[0039] 外出和回家判定如下：所述家门1内和家门1外的传感器均先后触发，并在一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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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再未触发，则判定老人外出，计时单元开始计时并持续与控制模块中根据老人生活习

惯预先设定的外出用时进行比对，计时单元所计时间在预先设定的外出用时内且家门1外

和家门1内的传感器信号先后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已经回家，并生成回家信号，并上

传至云服务平台，若计时单元所计时间超出预先设定的外出用时，且家门1外和家门1内的

传感器信号均未触发，则控制模块判定老人外出未归，通过控制模块控制GSM模块将检测信

息发送至监护人手机。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老人外出发生意外情况时监护人无法及时得知的

情况。

[0040] 进一步的，在判定老人休息后，计时单元开始计时，直至控制模块判定老人起床后

停止，并且控制模块记录计时单元所计时间，生成休息用时，上传至云服务平台，使得监护

人可以通过手机了解每日老人的生活状况。

[0041] 再进一步的，所述控制模块记录每日老人的起床时间、休息时间，并以七天为一个

周期，取其中起床时间和休息时间的中间值作为预设的起床时间和预设的休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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