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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

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

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包括穿戴设备，所述穿

戴设备包括主动报警模块、信息采集检测模块和

通讯及报警模块；所述主动报警模块，用于根据

被保护人的主动操作产生报警信号；所述信息采

集检测模块，根据报警信号对被保护人当前的位

置信息、声音信息以及视频信息进行采集；所述

通讯及报警模块，将采集到的所述位置信息、声

音信息以及视频信息发送给接收人，并发出报警

声。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

行监测的报警系统，目的在于当被保护人遇到危

险后，可以主动点击穿戴设备上的按钮发出报警

信号，并且将采集的信息发送至接收人，便于接

收人了解被保护人当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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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穿戴设备和

云端服务器，所述穿戴设备包括主动报警模块、信息采集检测模块和通讯及报警模块；

所述主动报警模块，用于根据被保护人的主动操作产生报警信号；

所述信息采集检测模块，根据报警信号对被保护人当前的位置信息、声音信息以及视

频信息进行采集；

所述通讯及报警模块，将采集到的所述位置信息、声音信息以及视频信息发送给接收

人，并发出报警声；

所述云端服务器包括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所述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根据所采集的信

号和设定参数进行风险程度评估，将评估结果发送至通讯及报警模块；

所述信息采集检测模块包括采集模块和检测模块，所述检测模块包括断路检测单元，

所述断路检测单元用于检测所述穿戴设备通路中是否有电流信号并定时发送检测信号至

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若通路中无电流信号，则发送断路信号至通讯及报警模块；

所述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若无法接收到所述断路检测单元的检测信号，则发送断路信

号至通讯及报警模块；

所述通讯及报警模块在接收断路信号后，触发采集模块对穿戴设备进行信号采集，并

向接收人发送提示信息和发出报警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采集模块包括位置信息采集单元、声音采集单元以及视频采集单元；

所述位置信息采集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报警信号对被保护人当前的位置信息进行采

集；

所述声音采集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报警信号对被保护人当前的声音信息进行采集；

所述视频采集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报警信号对被保护人当前的视频信息进行采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云端服务器还包括预警模块，所述预警模块用于定时采集所述穿戴设备的状态，当云

端服务器无法连接到穿戴设备时，发送预警信息给接收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测模块还包括压力检测单元，所述压力检测单元用于检测所述穿戴设备的外部压力

值，并将所述外部压力值与压力检测单元内部预设的阈值相比较，若外部压力值超过预设

的阈值则触发产生报警信号。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测模块还包括温度检测单元，所述温度检测单元用于检测所述穿戴设备当前所处环

境的温度值，并将所述温度值与预设的阈值相比较，若温度值超过预设的阈值则发送报警

信息给接收人。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测模块还包括泡水检测单元，所述泡水检测单元用于检测所述穿戴设备内部是否进

水，若检测到有水时，发送提示信息给接收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包括第一风险评估单元，所述第一风险评估单元根据当前被保护

人的位置信息，对被保护人的当前位置进行风险评估，当判断被保护人靠近水源时，发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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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信息给接收人。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测模块包括佩戴检测单元，所述佩戴检测单元用于检测所述穿戴设备是否被摘下，

若检测到穿戴设备被摘下，则将该检测结果并结合位置信息发送至所述云端服务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云端服务器还包括安全区域模块，所述安全区域模块用于设置安全区域；

所述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包括第二风险评估单元，所述第二风险评估单元根据位置信

息和安全区域判断被保护人是否在安全区域，若被保护人不在安全区域，则发送报警信息

给接收人，若被保护人在安全区域，则发送提示信息给接收人。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检测模块包括外部声音检测单元，所述外部声音检测单元用于检测当前被保护人

的语言环境中是否出现呼救的关键词，若检测出现呼救的关键词，则将该检测结果并结合

位置信息发送至所述云端服务器。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云端服务器还包括安全区域模块，所述安全区域模块用于设置安全区域；

所述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包括第三风险评估单元，所述第三风险评估单元根据位置信

息和安全区域判断被保护人是否在安全区域，若被保护人不在安全区域，则发送报警信息

给接收人，若被保护人在安全区域，则发送提示信息给接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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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信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

警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轻一代，在现代生活中整日在外忙碌奔波、无暇陪伴老人

和小孩，越来越多的老人和小孩平时都是独自待在家中或者独自外出。老年人由于年龄的

增长，时常患有老年痴呆等症状，渐渐失去独自生活的能力。而小孩由于过于年幼，也没有

独自照顾自己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因此在缺少监护外出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0003] 例如，对于一些年老或者体弱多病的人，很可能出现迷路、走丢等紧急情况；对于

幼小的儿童，也很容易出现走失或者被拐骗的状况。一旦出现上述威胁到人生安全的状况，

老人和小孩没有相应的措施去应付此类状况的发生，而行人也不知此类状况的发生，不能

为之提供行之有效的援助，不在老人和小孩身旁的监护人更是鞭长莫及。针对上述的问题，

现有技术中没有一种有效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和系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目的在于当被保

护人遇到危险后，可以主动点击穿戴设备上的按钮发出报警信号，并且将采集的信息发送

至接收人，便于接收人了解被保护人当前的状况。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

警系统，包括穿戴设备，所述穿戴设备包括主动报警模块、信息采集检测模块和通讯及报警

模块；

[0006] 所述主动报警模块，用于根据被保护人的主动操作产生报警信号；

[0007] 所述信息采集检测模块，根据报警信号对被保护人当前的位置信息、声音信息以

及视频信息进行采集；

[0008] 所述通讯及报警模块，将采集到的所述位置信息、声音信息以及视频信息发送给

接收人，并发出报警声。

[0009]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信息采集检测模块包括采集模块，所述采集模块包括位

置信息采集单元、声音采集单元以及视频采集单元；

[0010] 所述位置信息采集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报警信号对被保护人当前的位置信息进行

采集；

[0011] 所述声音采集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报警信号对被保护人当前的声音信息进行采

集；

[0012] 所述视频采集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报警信号对被保护人当前的视频信息进行采

集。

[0013]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还包括云端服务器，所述云端服务器包括预警模块和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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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及控制模块；

[0014] 所述预警模块，用于定时采集所述穿戴设备的状态，当云端服务器无法连接到穿

戴设备时，发送预警信息给接收人；

[0015] 所述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根据所采集的信号和设定参数进行风险程度评估，将

评估结果发送至通讯及报警模块。

[0016]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信息采集检测模块还包括检测模块，所述检测模块包括

压力检测单元，所述压力检测单元用于检测所述穿戴设备的外部压力值，并将所述外部压

力值与压力检测单元内部预设的阈值相比较，若外部压力值超过预设的阈值则触发产生报

警信号。

[0017]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检测模块还包括断路检测单元，所述断路检测单元用于

检测所述穿戴设备通路中是否有电流信号并定时发送检测信号至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若

通路中无电流信号，则发送断路信号至通讯及报警模块；

[0018] 所述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若无法接收到所述断路检测单元的检测信号，则发送断

路信号至通讯及报警模块；

[0019] 所述通讯及报警模块在接收断路信号后，触发采集模块对穿戴设备进行信号采

集，并向接收人发送提示信息和发出报警声。

[0020]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检测模块还包括温度检测单元，所述温度检测单元用于

检测所述穿戴设备当前所处环境的温度值，并将所述温度值与预设的阈值相比较，若温度

值超过预设的阈值则发生报警信息给接收人。

[0021]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检测模块还包括泡水检测单元，所述泡水检测单元用于

检测所述穿戴设备内部是否进水，若检测到有水时，发送提示信息给接收人。

[0022]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包括第一风险评估单元，所述第一

风险评估单元根据当前被保护人的位置信息，对被保护人的当前位置进行风险评估，当判

断被保护人靠近水源时，发送报警信息给接收人。

[0023]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检测模块包括佩戴检测单元，所述佩戴检测单元用于检

测所述穿戴设备是否被摘下，若检测到穿戴设备被摘下，则将该检测结果并结合位置信息

发送至所述云端服务器。

[0024]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云端服务器还包括安全区域模块，所述安全区域模块用

于设置安全区域；

[0025] 所述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包括第二风险评估单元，所述第二风险评估单元根据位

置信息和安全区域判断被保护人是否在安全区域，若被保护人不在安全区域，则发送报警

信息给接收人，若被保护人在安全区域，则发送提示信息给接收人。

[0026]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检测模块包括外部声音检测单元，所述外部声音检测单

元用于检测当前被保护人的语言环境中是否出现呼救的关键词，若检测出现呼救的关键

词，则将该检测结果并结合位置信息发送至所述云端服务器。

[0027]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云端服务器还包括安全区域模块，所述安全区域模块用

于设置安全区域；

[0028] 所述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包括第三风险评估单元，所述第三风险评估单元根据位

置信息和安全区域判断被保护人是否在安全区域，若被保护人不在安全区域，则发送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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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给接收人，若被保护人在安全区域，则发送提示信息给接收人。

[0029] 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在于：当被保护人遇到危险后，可以主动点击

穿戴设备上的主动报警模块发出报警信号，也可以直接撞击穿戴设备发出报警，同时还能

检测穿戴设备是否佩戴、是否断路、是否所处环境有求救的呼声，判断有危险后报警，报警

信号触发采集模块对被保护人当前所处的环境进行信息采集，采集完成后通过通讯及报警

模块发送给接收人，便于接收人了解被保护人当前的状况。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的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的穿戴设备的结构图示意；

[0032] 图3为本发明的云端服务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3] 附图标注：1、穿戴设备；2、云端服务器；3、信息采集检测模块；31、采集模块；311、

主动报警模块；312、位置信息采集单元；313、声音采集单元；314、视频采集单元；32、检测模

块；321、压力检测单元；322、断路检测单元；323、温度检测单元；324、泡水检测单元；325、佩

戴检测单元；326、外部声音检测单元；327、运动检测单元；4、通讯及报警模块；41、通讯模

块；42、报警模块；5、预警模块；6、安全区域模块；7、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71、第一风险评估

单元；72、第二风险评估单元；73、第三风险评估单元；74、第四风险评估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上述的和另外的技术特征和优点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

[0035] 如图1至3所示，一种用于对被保护人所处环境进行监测的报警系统，包括穿戴设

备1和云端服务器2，监护人为本发明系统信息反馈的接收人，被保护人为老人、小孩或失去

自主能力的成人。其中，穿戴设备1包括主动报警模块311、信息采集检测模块3和通讯及报

警模块4，通讯及报警模块4包含通讯模块41和报警模块42，通讯模块41用于接通云端服务

器2和接收人，还可以拨打接收人的电话。报警模块42用于将采集的信息发送给接收人，还

可以拨打接收人电话，还可以发出刺耳的警报声。信息采集检测模块3包括采集模块31和检

测模块32。采集模块31包括位置信息采集单元312、声音采集单元313以及视频采集单元

314。检测模块32包括压力检测单元321、断路检测单元322、温度检测单元323、泡水检测单

元324、佩戴检测单元325、外部声音检测单元326。云端服务器2包括预警模块5、安全区域模

块6、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7。预警模块5用于定时采集穿戴设备1的状态，当云端服务器2无

法连接到穿戴设备1时，发送预警信息给接收人。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7根据所采集的信号

和设定参数通过第一风险评估单元71、第二风险评估单元72、第三风险评估单元73进行风

险程度评估，将评估结果发送至通讯及报警模块4。主动报警模块311用于根据被保护人的

主动操作产生报警信号，主动报警模块311可以为一设于穿戴设备1表面的机械按钮，也可

以为其他方式，在此不作限定，在本实施例中，将以按钮进行阐述。

[0036] 当被保护人按下按钮时，产生报警信号，同时，根据报警信号触发位置信息采集单

元312、声音采集单元313以及视频采集单元314对被保护人当前的位置信息、声音信息以及

视频信息进行采集，通讯及报警模块4将采集的信息发给接收人，同时，发出刺耳的报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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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周边的人关注。

[0037] 压力检测单元321用于检测穿戴设备1所受到的外部压力值，并将外部压力值与内

部预设的阈值相比较，若外部压力值超过预设的阈值则触发产生报警信号，同时压力检测

单元321将检测结果发送至通讯及报警模块4，通过通讯及报警模块4通知接收人。产生上述

的情况，除了穿戴设备1被其他人人为破坏的情况外，在实际场景下，当被保护人遇到危险，

并且在不方便按下用于产生报警信号的按钮时，通过直接撞击穿戴设备1本身也可触发报

警信号。

[0038] 断路检测单元322用于检测穿戴设备1通路中是否有电流信号并定时发送检测信

号至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7，若通路中无电流信号，则发送断路信号至通讯及报警模块4。同

时，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7若无法定时接收到断路检测单元322的检测信号，则发送断路信

号至通讯及报警模块4，通讯及报警模块4在接收断路信号(包括断路检测单元322发送的断

路信号和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7发送的断路信号)后，触发采集模块31对穿戴设备1进行信

号采集，并向接收人发送提示信息和发出刺耳的报警声。上述的情况一般发生在穿戴设备1

被人为破坏的情况，但也不排除其它可能。

[0039] 因此，上述的压力检测单元321和断路检测单元322是用于对穿戴设备1是否被破

坏的检测。

[0040] 温度检测单元323用于检测穿戴设备1当前所处环境的温度值(即对被保护人当前

所处的环境进行温度检测)，并将检测到的温度值与预设的阈值相比较，若温度值超过预设

的阈值则发生报警信息给接收人。

[0041] 泡水检测单元324用于检测穿戴设备1内部是否进水，若检测到有水时，发送提示

信息给接收人。同时，第一风险评估单元71根据当前被保护人的位置信息，对被保护人的当

前位置进行风险评估，当判断被保护人靠近水源时，发送报警信息给接收人。

[0042] 佩戴检测单元325用于检测穿戴设备1是否被摘下，若检测到穿戴设备1被摘下，则

将该检测结果并结合位置信息发送至云端服务器2。云端服务器2中的安全区域模块6用于

设置安全区域；第二风险评估单元72根据位置信息和安全区域判断被保护人是否在安全区

域，若被保护人不在安全区域，则发送报警信息给接收人，若被保护人在安全区域，则发送

提示信息给接收人。

[0043] 外部声音检测单元326用于检测当前被保护人的语言环境中是否出现呼救的关键

词，例如检测出“救命”、“救救我”、“help”等关键词，若检测出现呼救的关键词，则将该检测

结果并结合位置信息发送至云端服务器2。第三风险评估单元73根据位置信息和安全区域

判断被保护人是否在安全区域，若被保护人不在安全区域，则发送报警信息给接收人，若被

保护人在安全区域，则发送提示信息给接收人。

[0044]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检测模块32还包括运动检测单元327，运动检测单元327用于

检测穿戴设备1是否有异常的运动，例如翻滚等大角度剧烈运动，若检测出异常的运动，则

将该检测结果并结合位置信息发送给云端服务器2。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7还包括第四风险

评估单元74，第四风险评估单元74根据位置信息和安全区域判断被保护人是否在安全区

域，若被保护人不在安全区域，则发送报警信息给接收人，若被保护人在安全区域，则发送

提示信息给接收人。

[0045] 不同检测模块检测的信息及产生的报警信息和提示信息可根据对被保护人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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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程度划分不同的风险级别，不同的风险级别采用不同种类的报警信息和提示信息。

[0046] 当被保护人遇到危险后，可以主动点击穿戴设备1上的按钮发出报警信号，也可以

直接撞击穿戴设备1发出报警，同时还能检测穿戴设备1是否佩戴、是否断路、是否所处环境

有求救的呼声，判断有危险后报警。在穿戴设备1失效(断网、断电)无法发起报警的情况下，

云端服务器2还能进行风险判断，发出报警。

[0047] 穿戴设备1会综合检测到的信息，进行判断，同时采集位置信息、声音信息和视频

信息，通知接收人。当然接收人也可以通过云端服务器2主动请求采集被保护人穿戴设备1

的信息(包括位置、声音、视频、温度等信息)。云端服务器2主要起到预警功能，如果穿戴设

备1遭到暴力损毁时，损坏了设备内部的采集、检测和通讯模块41，穿戴设备1本身已经无法

发起报警信息，这个时候就需要风险评估及控制模块7。云端服务器2会定时连接穿戴设备

1，当穿戴设备1一旦失去联系，发送上一时刻穿戴设备1的位置信息、电量信息、佩戴信息给

接收人，有助于接收人对被保护人的状态进行判断。

[0048]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的

详细说明，应当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特别指出，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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