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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嵌入式的多功能拐

杖。本发明包括手柄、支撑杆和底座,支撑杆的上

端和下端分别与手柄和底座固定连接，且支撑杆

的底部与底座中心螺纹孔螺纹连接；手柄前设置

有微型摄像头记录仪，底座下底面中心位置设置

有红外线传感器，手柄上设置有LED闪光警报灯

和按键；所述支撑杆内设置有控制器、GPS模块、

GSM/GPRS模块、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可拆卸

电池、蜂鸣器、上端超声波传感器、下端红外线数

字避障传感器以及RFID电子标签。本发明结构简

单，设计了微型摄像头功能，可以实时记录老人

前方的情况。RFID电子标签功能，在适当的场合

布置读卡器，可以帮助快速获知老人室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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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嵌入式的多功能拐杖，包括手柄、支撑杆(1)和底座,其特征在于支撑杆(1)

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手柄和底座固定连接，且支撑杆(1)的底部与底座中心螺纹孔螺纹连

接；所述手柄前设置有微型摄像头记录仪(2)，底座下底面中心位置设置有红外线传感器

(3)，所述手柄上设置有LED闪光警报灯(4)和按键(5)；所述支撑杆(1)内设置有控制器(6)、

GPS模块(7)、GSM/GPRS模块(8)、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可拆卸电池(10)、蜂鸣器(11)、

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以及RFID电子标签(14)；

其中，控制器(6)用于控制GPS模块(7)、GSM/GPRS模块(8)、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

可拆卸电池(10)、蜂鸣器(11)、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

GPS模块(7)为主控制芯6片提供经纬度信息；

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用于将角速度、角度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出给控制器；

LED闪光警报灯(4)、控制器(6)、GPS模块(7)、GSM/GPRS模块(8)、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

块(9)、可拆卸电池(10)、蜂鸣器(11)、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

(13)供电；

蜂鸣器(11)用于发出警报声音；

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和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均用于避障；

RFID电子标签(14)用于室内定位使用者的所在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嵌入式的多功能拐杖，其特征在于上端超声波传感

器(12)和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均水平向下倾斜30°安装可基本满足不同身高段

的使用者要求，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应设置在距手柄5cm左右的位置，下端红外线数字避

障传感器(13)应设置在距离底座5cm以上的位置，防止行走过程中前方有障碍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嵌入式的多功能拐杖，其特征在于该多功能拐杖

工作过程如下：

当一键开关开启系统后，微型摄像头记录仪(2)、底部红外线传感器3、控制器(6)、GPS

模块(7)、GSM/GPRS模块(8)、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蜂鸣器(11)、上端超声波传感器

(12)、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以及RFID电子标签(14)均同时打开，进入工作状态；

微型摄像头记录仪(2)用来记录使用者前方的情况状态；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处于不

断自我检测状态，检测拐杖旋转的角度和角速度，并将角度和角速度转换为数字信号送入

控制器(6)内，控制器(6)通过输入的数字信号判断拐杖此时是否异常，如果没有异常则判

断下一时刻从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输入的数字信号，否则进入异常状态：GPS模块将

当前的位置信息传入到控制器(6)中，控制器(6)通过GSM/GPRS模块(8)向预设的亲人手机

发短信，并上传数据到界面显示拐杖的当前位置信息，同时控制LED闪光警报灯(4)开启；底

部红外线传感器3不断采集拐杖底部到地面的距离信号，并将距离信号传入到控制器(6)

中，控制器(6)判断传入的信号是否偏离规定的数值范围，如果检测到距离信号偏离规定的

数值范围，控制器(6)立即向蜂鸣器(11)发出启动信号，蜂鸣器(11)随即就会警报，否则继

续判断下一时刻的距离信号；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以及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

将不断采集前方物体的距离信号，并将信号传入到控制器(6)中，控制器(6)判断传入的信

号是否低于规定的数值，如果检测到低于规定的数值范围，控制器(6)立即向蜂鸣器(11)发

出启动信号，蜂鸣器(11)随即就会警报，否则继续判断下一时刻的距离信号；RFID电子标签

为无源的电子标签，设置在室内位置，当读写器识别到RFID电子标签的信息后，通过读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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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信息获知拐杖的信息；一键报警能够直接启动LED闪光警报灯(4)和蜂鸣器(11)；一

键取消报警可以直接关闭LED闪光警报灯(4)和蜂鸣器(11)；一键开关可以打开和关闭整个

系统。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嵌入式的多功能拐杖，其特征在于控制器(6)采用的

是正点原子的STM32F103ZET6最小系统板；底部红外线传感器(3)采用的是天士凯公司的红

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GPS模块(7)采用的型号为NEO-6M；GSM/GPRS模块(8)采用的是天士凯

公司的SIM800C开发板；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采用的是天士凯公司的JY901倾角仪串

口(9)轴加速度计传感器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采用的是天士凯

公司的HC-SR04超声波模块；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采用的是天士凯公司的红外

线数字避障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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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嵌入式的多功能拐杖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物联网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嵌入式的多功能拐杖。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速度发展最快的国家之

一，而因为社会原因，对于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出行安全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大难题，子

女无法守在身边，请专人陪伴老人往往不能尽人意且成本较高，一般家庭的经济状况无法

承担其巨大的开销。

[0003] 目前市面上存在的拐杖大多数还是传统的木制或金属制的手杖，其作用仅限于辅

助行走，而市面上已经存在一些具有多功能的智能手杖也并不能很好的为老年人的出行安

全提供保障。

[0004] 随着科技的发展，RFID、传感器应用和GPS定位技术越来越成熟以及APP的普遍应

用，让我们通过手机便能关注老人的情况成为现实。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嵌入式的多功能拐杖，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本发明包括手柄、支撑杆(1)和底座,其特征在于支撑杆(1)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

手柄和底座固定连接，且支撑杆(1)的底部与底座中心螺纹孔螺纹连接；所述手柄前设置有

微型摄像头记录仪(2)，底座下底面中心位置设置有红外线传感器(3)，所述手柄上设置有

LED闪光警报灯(4)和按键(5)；所述支撑杆(1)内设置有控制器(6)、GPS模块(7)、GSM/GPRS

模块(8)、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可拆卸电池(10)、蜂鸣器(11)、上端超声波传感器

(12)、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以及RFID电子标签(14)；

[0008] 其中，控制器(6)用于控制GPS模块(7)、GSM/GPRS模块(8)、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

(9)、可拆卸电池(10)、蜂鸣器(11)、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

(13)；

[0009] GPS模块(7)为主控制芯6片提供经纬度信息；

[0010] 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用于将角速度、角度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出给控制器；

[0011] LED闪光警报灯(4)、控制器(6)、GPS模块(7)、GSM/GPRS模块(8)、陀螺姿态角度测

量模块(9)、可拆卸电池(10)、蜂鸣器(11)、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

感器(13)供电；

[0012] 蜂鸣器(11)用于发出警报声音；

[0013] 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和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均用于避障；

[0014] RFID电子标签(14)用于室内定位使用者的所在位置。

[0015] 所述的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和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均水平向下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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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30°安装可基本满足不同身高段的使用者要求，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应设置在距手柄

5cm左右的位置，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应设置在距离底座5cm以上的位置，防止

行走过程中前方有障碍物。

[0016] 本发明工作过程如下：

[0017] 当一键开关开启系统后，微型摄像头记录仪(2)、底部红外线传感器3、控制器(6)、

GPS模块(7)、GSM/GPRS模块(8)、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蜂鸣器(11)、上端超声波传感

器(12)、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以及RFID电子标签(14)均同时打开，进入工作状

态；微型摄像头记录仪(2)用来记录使用者前方的情况状态；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处

于不断自我检测状态，检测拐杖旋转的角度和角速度，并将角度和角速度转换为数字信号

送入控制器(6)内，控制器(6)通过输入的数字信号判断拐杖此时是否异常，如果没有异常

则判断下一时刻从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输入的数字信号，否则进入异常状态：GPS模

块将当前的位置信息传入到控制器(6)中，控制器(6)通过GSM/GPRS模块(8)向预设的亲人

手机发短信，并上传数据到界面显示拐杖的当前位置信息，同时控制LED闪光警报灯(4)开

启；底部红外线传感器3不断采集拐杖底部到地面的距离信号，并将距离信号传入到控制器

(6)中，控制器(6)判断传入的信号是否偏离规定的数值范围，如果检测到距离信号偏离规

定的数值范围，控制器(6)立即向蜂鸣器(11)发出启动信号，蜂鸣器(11)随即就会警报，否

则继续判断下一时刻的距离信号；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以及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

(13)将不断采集前方物体的距离信号，并将信号传入到控制器(6)中，控制器(6)判断传入

的信号是否低于规定的数值，如果检测到低于规定的数值范围，控制器(6)立即向蜂鸣器

(11)发出启动信号，蜂鸣器(11)随即就会警报，否则继续判断下一时刻的距离信号；RFID电

子标签为无源的电子标签，设置在室内位置，当读写器识别到RFID电子标签的信息后，通过

读卡器的位置信息获知拐杖的信息；一键报警能够直接启动LED闪光警报灯(4)和蜂鸣器

(11)；一键取消报警可以直接关闭LED闪光警报灯(4)和蜂鸣器(11)；一键开关可以打开和

关闭整个系统。

[0018] 控制器(6)采用的是正点原子的STM32F103ZET6最小系统板；底部红外线传感器

(3)采用的是天士凯公司的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GPS模块(7)采用的型号为NEO-6M；GSM/

GPRS模块(8)采用的是天士凯公司的SIM800C开发板；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采用的是

天士凯公司的JY901倾角仪串口(9)轴加速度计传感器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上端超声波

传感器(12)采用的是天士凯公司的HC-SR04超声波模块；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

采用的是天士凯公司的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本发明结构简单，由于老人机体能力下降，视力减弱，反应能力下降，本发明设计

了微型摄像头功能，可以实时记录老人前方的情况。当老人遇到障碍物的时候，超声波避障

功能，可以和蜂鸣器紧密结合，提醒老人前方有障碍物。或者在平时走路或上下楼,拐杖下

方有异常路面时，拐杖底部的红外线测距功能，通过蜂鸣器，提醒到老人注意脚下安全。在

遇到意外时可以通过安全报警功能提醒周围人群并告知子女或监护人自己的位置。另外

RFID电子标签功能，在适当的场合布置读卡器，可以帮助快速获知老人室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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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工作流程图；

[0023] 图中：1-支撑杆；2-微型摄像头；3-底部红外线传感器；4-LED闪光报警灯；5-按键；

6-控制器；7-GPS模块；8-GSM/GPRS模块；9-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10-可拆卸电池；11-蜂

鸣器；12-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3-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4-RFID电子标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5] 请参阅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基于嵌入式的多功能拐杖，包括

手柄、支撑杆1和底座,支撑杆1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手柄和底座固定连接，且支撑杆1的底

部与底座中心螺纹孔螺纹连接；所述手柄前设置有微型摄像头记录仪2，底座下底面中心位

置设置有红外线传感器3，所述手柄上设置有LED闪光警报灯4和按键5；所述支撑杆1内设置

有控制器6、GPS模块7、GSM/GPRS模块8、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可拆卸电池10、蜂鸣器11、

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以及RFID电子标签14；

[0026] 其中，控制器6用于控制GPS模块7、GSM/GPRS模块8、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可拆

卸电池10、蜂鸣器11、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

[0027] GPS模块7为主控制芯6片提供经纬度信息；

[0028] GSM/GPRS模块8用于拨打电话和通知家人；

[0029] 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用于将角速度、角度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出给控制器；

[0030] 可拆卸电池10用于给微型摄像头记录仪2、红外线传感器3、LED闪光警报灯4、控制

器6、GPS模块7、GSM/GPRS模块8、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可拆卸电池10、蜂鸣器11、上端超

声波传感器12、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供电；

[0031] 蜂鸣器11用于发出警报声音；

[0032] 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和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均用于避障；

[0033] RFID电子标签14用于室内定位使用者的所在位置；

[0034] 本发明工作过程如下：

[0035] 当系统开启后，微型摄像头记录仪2、底部红外线传感器3、控制器6、GPS模块7、

GSM/GPRS模块8、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蜂鸣器11、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下端红外线数

字避障传感器13以及RFID电子标签14均同时打开，进入工作状态。微型摄像头记录仪2用来

记录使用者前方的情况状态；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的处于不断自我检测状态，检测拐杖

旋转的角度和角速度，并将角度和角速度转换为数字信号送入控制器6内，控制器6通过输

入的信号判断拐杖此时是否异常，如果没有异常则判断下一时刻的从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

块9输入的数字信号，否则进入异常状态，GPS模块将此时的位置信息传入到控制器6中，控

制器6进行相应的处理通过GSM/GPRS模块8向亲人的手机上发短信和上传数据到软件上显

示拐杖的位置信息，同时控制LED闪光警报灯4开启；底部红外线传感器3不断采集拐杖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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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面的距离信号，并将信号传入到控制器6中，控制器6判断传入的信号是否偏离规定的

数值范围，如果检测到偏离规定的数值范围，控制器6立即向蜂鸣器11发出启动信号，蜂鸣

器11随即就会警报，否则继续判断下一时刻的距离信号；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以及下端红

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将不断采集前方物体的距离信号，并将信号传入到控制器6中，控制

器6判断传入的信号是否低于规定的数值，如果检测到低于规定的数值范围，控制器6立即

向蜂鸣器11发出启动信号，蜂鸣器11随即就会警报，否则继续判断下一时刻的距离信号；

RFID电子标签为无源的电子标签，在家庭的某些主要的地方设置读写器，当读写器识别到

电子标签的信息后，获取读卡器的位置信息即为拐杖的大致信息。一键报警可以直接启动

LED闪光警报灯4和蜂鸣器11。而一键取消报警可以直接关闭LED闪光警报灯4和蜂鸣器11。

一键开关可以打开和关闭整个系统。

[0036] 所述红外线传感器3置于拐杖底部，利用红外线传感器检测拐杖到地面的距离。当

道路前下方有小坑或者是路面不平整时，利用红外线传感器检测出路面的不平整，系统会

通过蜂鸣器提示注意脚下安全；LED闪光警报灯4用于老人摔倒或者是出现意外时，提醒周

围人群注意老人帮助老人。

[0037] 超声波红外线避障：超声波传感器包括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和下端红外线数字避

障传感器13，分别探测成年人在实际环境中腰部以下的障碍和膝盖以下前方的障碍。拐杖

在实际使用中为倾斜使用，经过测量数据结果得知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和下端红外线数字

避障传感器13均水平向下倾斜30°安装可基本满足不同身高段的使用者要求，上端超声波

传感器12应设置在距手柄5cm左右的位置，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应设置在距离底

座5cm以上的位置，防止行走过程中前方有障碍物。当前方周围80厘米范围内有障碍物时，

会通过蜂鸣器提示报警。

[0038] 进一步的，所述微型摄像头记录仪，实时记录拐杖前方的影像，并且储存影像记

录，防止老人出现意外无法明确责任人和事件经过。

[0039] 进一步的，所述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为九轴加速度计传感器，感应拐杖的角度

和旋转的加速度，所述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与GPS模块相连可以获取所处位置的经纬

度，并将相应的信息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入至控制器。控制器通过判断拐杖现在所处的状态。

当拐杖的倾斜角度过大或旋转加速度超过正常值时，拐杖进入异常状态，拐杖会自动给绑

定的亲人手机上发短信和上传数据到显示拐杖所处位置信息。蜂鸣器和LED闪光警报灯会

发出警报提醒周围人群帮助老人。

[0040] 进一步的，所述按键5包括一键呼救5a、取消呼救5b、一键开关5c，一键开关5c控制

整个系统的开启和关闭

[0041] 进一步的，所述RFID电子标签，利用频率信号将信息由RFID电子标签传送至RFID

电子标签读卡器，由于室内的GPS并不是很准确，我们在拐杖上安装了RFID电子标签，读写

器读取信息后，会记录大致的老人在室内的范围。家人可以为老人人在家里不同房间的门

或者家具上贴一个RFID电子标签读卡器，当老人移动时，会获取老人在室内的位置信息。

[0042] 本发明的拐杖投入使用时：当老人到达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监护人均可以获取老

人的实时位置。

[0043] 当老人在道路上行走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上端超声波传感器12和下端红外线数字

避障传感器13会感知并提醒提示老人前方有障碍物；红外线传感器3检测到道路平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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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摔倒的危险。

[0044] 当老人不慎摔倒或有紧急情况发生时，拐杖上还具有在异常状态下向亲人发短

信，上传异常信息，如果并非发生意外，老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按下取消呼救5b。

[0045] 老人外出出行时，拐杖上的微型摄像头记录仪自动打开，这个主要用于实时记录

的老人的出行状况。

[0046] 拐杖的RFID电子标签14还能够在室内实现位置识别的功能，家人可以为老人在家

里不同房间的门或者家具上设置RFID电子标签读卡器，当老人移动时，会获取老人在室内

的位置信息。这个功能也可以应用在敬老院等公共场所，防止老人自行外出。

[0047]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0048] 本发明控制器6采用的是正点原子的STM32F103ZET6最小系统板；底部红外线传感

器3采用的是天士凯公司的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GPS模块7采用的型号为NEO-6M；GSM/

GPRS模块8采用的是天士凯公司的SIM800C开发板；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9采用的是天士

凯公司的JY901倾角仪串口9轴加速度计传感器陀螺姿态角度测量模块；上端超声波传感器

12采用的是天士凯公司的HC-SR04超声波模块；下端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13采用的是天

士凯公司的红外线数字避障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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