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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了一种主动关怀的实现方法、系

统及装置，该实现方法包括：实时获取各个人体

传感器的感测数据；若预设时段内检测到至少两

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触发，则对至少两个相邻的

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感测特

征信息，感测特征信息包括人体传感器的触发时

间、触发顺序及感测区域；获取当前工作模式，并

获取预先建立的当前工作模式所对应的用户需

求模型，而且，将感测特征信息输入到用户需求

模型中，并根据用户需求模型的输出结果确定用

户的当前需求信息；根据用户的当前需求信息控

制相应的家居装置和/或输出相应的第一提示信

息。实施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可智慧判断出用户

的真实需求，准确地给用户提供主动关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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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主动关怀的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0.实时获取各个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其中，装置的外侧设置多个人体传感器，以

在装置的外围形成大于180度的人体感测区域；

S20.若预设时段内检测到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触发，则对所述至少两个相邻的

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感测特征信息，所述感测特征信息包括人体传感

器的触发时间、触发顺序及感测区域；

S30 .获取当前工作模式，并获取预先建立的所述当前工作模式所对应的用户需求模

型，而且，将所述感测特征信息输入到所述用户需求模型中，并根据所述用户需求模型的输

出结果确定用户的当前需求信息；

S40.根据用户的当前需求信息控制相应的家居装置和/或输出相应的第一提示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主动关怀的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需求模型根据下

列步骤建立：

在相应工作模式下训练时，获取训练样本数据，其中，所述训练样本数据包括预设时段

内触发的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

对所述训练样本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感测特征信息；

使用预设的训练方法，对所述感测特征信息和用户需求信息进行训练，以获得相应工

作模式所对应的用户需求模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主动关怀的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人体传感器包括

红外阵列传感器；而且，

在所述步骤S20中，所触发的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包括所述红外阵列传感器，且

所述感测特征信息还包括用户姿态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主动关怀的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装置的正面设置有摄像

头，而且，所述方法还包括：

S50.获取所述摄像头的图像数据；

S60.对所述图像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用户特性信息，所述用户特性信息包括：类型、

表情、姿态、身份、着装、形象、数量、房屋空间特征；

S70.根据所述用户特性信息输出相应的第二提示信息。

5.一种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与多个家居装置通讯连接，所述实现装置包括主体及位

于主体周围的边框，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安装在所述边框上的多个人体传感器，，以在所述实现装置的外围形成大于180度的人

体感测区域；

第一获取模块，用于实时获取各个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

第一处理模块，用于在预设时段内检测到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触发时，对所述

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感测特征信息，所述感测特征信

息包括人体传感器的触发时间、触发顺序及感测区域；

第一确定模块，用于获取当前工作模式，并获取预先建立的所述当前工作模式所对应

的用户需求模型，而且，将所述感测特征信息输入到所述用户需求模型中，并根据所述用户

需求模型的输出结果确定用户的当前需求信息；

执行模块，用于根据用户的当前需求信息控制相应的家居装置和/或输出相应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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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建模模块，用于在相应工作模式下训练时，获取训练样本数据，并对所述训练样本数据

进行处理以获取感测特征信息，而且，使用预设的训练方法，对所述感测特征信息和用户需

求信息进行训练，以获得相应工作模式所对应的用户需求模型，其中，所述训练样本数据包

括预设时段内触发的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人体传感器包括

红外阵列传感器；而且，所触发的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包括所述红外阵列传感器，且

所述感测特征信息还包括用户姿态信息。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摄像头、第二获取

模块和第二处理模块，而且，

所述第二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述摄像头的图像数据；

所述第二处理模块，用于对所述图像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用户特性信息，所述用户特

性信息包括：类型、表情、姿态、身份、着装、形象、数量、房屋空间特征；

所述执行模块，还用于根据所述用户特性信息输出相应的第二提示信息。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人体传感器包

括：

设置在所述边框的下框上的第一人体传感器；

分别设置在边框的左、右两侧框上的第二人体传感器，且所述第二人体传感器可沿相

应侧框的竖直轴线转动，以调节感测方向。

10.一种主动关怀的实现系统，包括后台服务器、多个家居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权

利要求5-9任一项所述的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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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关怀的实现方法、系统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工智能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主动关怀的实现方法、系统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家居是以住宅为平台，利用综合布线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安全防范技术、自

动控制技术、音视频技术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集成，构建高效的住宅设施与家庭日程事

务的管理系统，提升家居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艺术性，并实现环保节能的居住环境。

[0003] 目前，智能家居系统中的智能装置(例如，智能电视、智能室内对讲分机装置)通过

集成多网络、多系统、多传感器技术，使其产品自身能为用户提供安全保障、智慧互动、环境

监测、远程医疗/教育、家居控制等多项功能。伴随着智能装置的核心硬件越来越强大，智能

装置的控制方式也多种多样，例如包括：面板控制、APP软件控制、遥控器控制、语音控制、手

势控制、传感器联动控制，但是，这些控制方式都具有控制缺陷，例如，对于面板控制方式，

家中所需安装的面板(可视对讲面板、空调面板、报警键盘等)数量多，不美观，施工难度也

大；对于APP软件控制方式，需要用户通过点击APP软件的分层目录去控制家居设备，操作不

便，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小孩群体；对于遥控器控制方式，遥控器放置位置不固定，在需要时

容易找不到；对于语音/手势控制，受限于语音/手势的识别距离及识别率，很难保证准确

率；对于传感器联动控制方式，通常在室内特定位置安装人体传感器，但是一个人体传感器

只能感测一个区域，且感测范围很有限，并且单一传感器无法判断用户的需求等，例如，当

感测到有人经过的时候联动开启灯光，但这并不具备智能分析特性，即不知何时再关闭灯

光，如果只是延时关闭的话，在延时的时间内用户可能并不希望关闭灯光，因此用户体验较

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主动关

怀的实现方法、系统及装置。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构造一种主动关怀的实现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06] S10.实时获取各个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其中，装置的外侧设置多个人体传感

器，以在装置的外围形成大于180度的人体感测区域；

[0007] S20.若预设时段内检测到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触发，则对所述至少两个相

邻的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感测特征信息，所述感测特征信息包括人体

传感器的触发时间、触发顺序及感测区域；

[0008] S30.获取当前工作模式，并获取预先建立的所述当前工作模式所对应的用户需求

模型，而且，将所述感测特征信息输入到所述用户需求模型中，并根据所述用户需求模型的

输出结果确定用户的当前需求信息；

[0009] S40.根据用户的当前需求信息控制相应的家居装置和/或输出相应的第一提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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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0010] 优选地，所述用户需求模型根据下列步骤建立：

[0011] 在相应工作模式下训练时，获取训练样本数据，其中，所述训练样本数据包括预设

时段内触发的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

[0012] 对所述训练样本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感测特征信息；

[0013] 使用预设的训练方法，对所述感测特征信息和用户需求信息进行训练，以获得相

应工作模式所对应的用户需求模型。

[0014] 优选地，所述多个人体传感器包括红外阵列传感器；而且，

[0015] 在所述步骤S20中，所触发的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包括所述红外阵列传感

器，且所述感测特征信息还包括用户姿态信息。

[0016] 优选地，装置的正面设置有摄像头，而且，所述方法还包括：

[0017] S50.获取所述摄像头的图像数据；

[0018] S60.对所述图像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用户特性信息，所述用户特性信息包括：类

型、表情、姿态、身份、着装、形象、数量、房屋空间特征；

[0019] S70.根据所述用户特性信息输出相应的第二提示信息。

[0020] 本发明还构造一种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与多个家居装置通讯连接，所述实现装

置包括主体及位于主体周围的边框，还包括：

[0021] 安装在所述边框上的多个人体传感器，以在所述实现装置的外围形成大于180度

的人体感测区域；

[0022] 第一获取模块，用于实时获取各个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

[0023] 第一处理模块，用于在预设时段内检测到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触发时，对

所述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感测特征信息，所述感测特

征信息包括人体传感器的触发时间、触发顺序及感测区域；

[0024] 第一确定模块，用于获取当前工作模式，并获取预先建立的所述当前工作模式所

对应的用户需求模型，而且，将所述感测特征信息输入到所述用户需求模型中，并根据所述

用户需求模型的输出结果确定用户的当前需求信息；

[0025] 执行模块，用于根据用户的当前需求信息控制相应的家居装置和/或输出相应的

第一提示信息。

[0026] 优选地，还包括：

[0027] 建模模块，用于在相应工作模式下训练时，获取训练样本数据，并对所述训练样本

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感测特征信息，而且，使用预设的训练方法，对所述感测特征信息和用

户需求信息进行训练，以获得相应工作模式所对应的用户需求模型，其中，所述训练样本数

据包括预设时段内触发的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

[0028] 优选地，所述多个人体传感器包括红外阵列传感器；而且，所触发的至少两个相邻

的人体传感器包括所述红外阵列传感器，且所述感测特征信息还包括用户姿态信息。

[0029] 优选地，还包括摄像头、第二获取模块和第二处理模块，而且，

[0030] 所述第二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述摄像头的图像数据；

[0031] 所述第二处理模块，用于对所述图像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用户特性信息，所述用

户特性信息包括：类型、表情、姿态、身份、着装、形象、数量、房屋空间特征；

说　明　书 2/14 页

5

CN 109634129 A

5



[0032] 所述执行模块，还用于根据所述用户特性信息输出相应的第二提示信息。

[0033] 优选地，所述多个人体传感器包括：

[0034] 设置在所述边框的下框上的第一人体传感器；

[0035] 分别设置在边框的左、右两侧框上的第二人体传感器，且所述第二人体传感器可

沿相应侧框的竖直轴线转动，以调节感测方向。

[0036] 本发明还构造一种主动关怀的实现系统，包括后台服务器、多个家居装置，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以上所述的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

[0037] 实施本发明的技术方案，通过在装置上设置多个人体传感器，在应用时，根据多个

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并结合预先建立的用户需求模型，可智慧判断出用户的真实需求，

进而准确地给用户提供主动关怀服务，使用户得到方便、智能、舒适的用户体验。

附图说明

[003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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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附图中：

[0039] 图1是本发明主动关怀的实现方法实施例一的流程图；

[0040] 图2是本发明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的各人体传感器的感测区域的示意图；

[0041] 图3A是本发明安装在住宅的实现装置的感测区域实施例一的示意图；

[0042] 图3B是本发明安装在住宅的实现装置的感测区域实施例二的示意图；

[0043] 图3C是本发明安装在住宅的实现装置的感测区域实施例三的示意图；

[0044] 图4是本发明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实施例一的逻辑结构图；

[0045] 图5是本发明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6] 图6是图5中的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的仰视方向局部示意图及底部传感器的感测

角度示意图；

[0047] 图7是图5中的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的侧视方向局部示意图；

[0048] 图8是图7中的侧面传感器的侧向示意图；

[0049] 图9是图5中的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的俯视方向局部示意图及侧面传感器的感测

角度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图1是本发明主动关怀的实现方法实施例一的流程图，该实施例的方法可应用在

智能电视、智能室内对讲分机装置、智能机器人装置、智能网关、智能路由器、单元门口机等

装置中，且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1] S10.实时获取各个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其中，装置的外侧设置多个人体传感

器，以在装置的外围形成大于180度的人体感测区域；

[0052] 在该步骤中，人体传感器例如为：红外线、超声波、微波、热释电元件传感器，也可

为阵列传感器或激光传感器或雷达传感器等。在图2所示的一个例子中，在装置的边框上共

设置了10个人体传感器，且根据人体传感器感测角度与准确度，不局限10个人体传感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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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中，左侧框底部设置了两个对侧框外围的空间进行感测的人体传感器，其探测区域分

别为1、2，左侧框底部还设置了一个对左侧框下侧的空间进行感测的人体传感器，其探测区

域为3；右侧框底部设置了两个对右侧框外围的空间进行感测的人体传感器，其探测区域分

别为4、5，右侧框底部还设置了一个对右侧框下侧的空间进行感测的人体传感器，其探测区

域为6；正面设置了两个对正面外围的空间进行感测的人体传感器，其探测区域分别为7、8，

下框底部还设置了两个对下框下侧的空间进行感测的人体传感器，其探测区域分别为9、

10。通过这十个人体传感器的设置，可以装置为中心形成大于180度的人体感测区域。

[0053] 优选地，设置在左侧框、右侧框的人体传感器为角度可调人体传感器，即，其可沿

装置的侧框的竖直轴线转动，以调节感测方向。另外，应理解，在安装该装置时，应结合现场

(住宅/酒店/会议室/展厅)的空间结构，使所形成的180度至360度的人体感测区域尽可能

多地覆盖用户经常出入或能体现最多需求的区域，例如，在如图3A所示的一个应用中，智能

室内对讲分机装置安装在入户门处，且其左侧探测区域1、2、3覆盖厨房门、餐厅、客厅与厕

所/主卧的过道；其右侧探测区域4、5、6覆盖卧室一的门、入户门；其正面探测区域7、8、9、10

覆盖客厅、卧室二的门。智能电视安装在主卧的电视墙，且其左侧探测区域1、2、3覆盖厕所

门、主卧门；其右侧探测区域4、5、6覆盖主卧窗户；其正面探测区域7、8、9、10覆盖主卧床。在

如图3B所示的一个应用中，智能室内对讲分机装置安装在入户门处，且其左侧探测区域1、

2、3覆盖入户门；其右侧探测区域4、5、6覆盖客厅；其正面探测区域7、8、9、10覆盖厨房门、餐

厅。智能电视安装在主卧的电视墙上，且其探测区域的分布与图3A类似。在如图3C所示的一

个应用中，智能室内对讲分机装置安装在入户门处，智能电视安装在主卧的电视墙上，智能

室内对讲分机装置的各人体传感器的探测区域与图3B所不同的仅是：通过调节智能室内对

讲分机装置的左侧人体传感器的特侧角度，是其探测区域1、2、3覆盖入户门、厨房门、餐厅；

智能室内对讲分机装置的右侧探测区域4、5、6覆盖客厅的一部分；智能室内对讲分机装置

的正面探测区域7、8、9、10覆盖客厅的另一部分及过道，其它与图3B类似。进一步地，当住宅

中安装至少两个装置时，如上所示，两个装置分别为安装在玄关处的智能室内对讲分机装

置及安装在主卧的智能电视，还可实现这两个装置的感测数据的交互，例如，用户从主卧出

来进入客厅，所经过的人体传感器依次触发，从而可识别出用户从主卧到客厅完整的行走

路线。当然，在其它的一些实施例中，也可在没有安装智能电视的卧室内安装一些人体传感

器，并将这些人体传感器与智能室内对讲分机装置或智能电视进行连接，这样，例如，当用

户从该卧室出来进入客厅或主卧，所经过的人体传感器依次触发，从而可识别出用户从该

卧室到客厅或主卧完整的行走路线。

[0054] S20.若预设时段内检测到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触发，则对所述至少两个相

邻的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感测特征信息，所述感测特征信息包括人体

传感器的触发时间、触发顺序及感测区域；

[0055] S30.获取当前工作模式，并获取预先建立的所述当前工作模式所对应的用户需求

模型，而且，将所述感测特征信息输入到所述用户需求模型中，并根据所述用户需求模型的

输出结果确定用户的当前需求信息；

[0056] S40.根据用户的当前需求信息控制相应的家居装置和/或输出相应的第一提示信

息。

[0057] 在该步骤中，家居装置例如包括智能灯、智能窗帘等。需求信息与家居装置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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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第一提示信息之间的对应关系，可由用户预先设置并存储，也可由后台服务器通过大

数据学习获取到后传送至相应的装置中，例如，需求信息为用户下班回家时，相对应的家居

装置的控制为：控制玄关灯、客厅灯、厨房灯等开启；控制空调开启在26度。相对应的第一提

示信息为：欢迎主人回家，等。需求信息为用户夜晚起夜时，相对应的家居装置的控制为：控

制卫生间灯开启；反之，需求信息为上完卫生间继续睡觉时，相对应的家居装置的控制为：

控制卫生间灯关闭。

[0058] 在该实施例中，通过在装置的外侧设置多个传感器，形成180度至360度的人体感

测区域，其中任意区域的人体传感器被触发，进入唤醒状态，开始计时，当用户在自定义的

预设时间内触发相邻第二区时，说明用户从第一区已经移动至第二区域，还说明用户确实

在这个区域，根据当前的工作模式及学习获取的用户需求模型，获取用户当前的需求信息，

进而输出语音、视音频、图像等提示信息或对家居装置进行控制等。如果在预设时间内没有

触发第二区，则说明用户只在第一区活动，或该区存在误报。

[0059] 另外，结合图2，如果第一区触发后，0时间触发第二区时，根据户型空间结构，可以

判断该区域或交叉区域确定感知到用户，通过机器学习与大数据分析，确认单传感区没有

误报，也可以定义N时间为零，人体传感器触发即向系统报告当前状态，如布防后的对准没

有信号干扰的入户门探测区域，单传感区域探测有人非法入侵，即向系统报告有非法入侵

发生；如果水平传感在被触发的同时，装置下部左/右/前近距离传感器也被触发，说明用户

在水平触发区域位置的距离装置2米以内范围；如果用户只触发左/中/右侧水平传感器，说

明用户在距离装置2米以外的范围；夜晚布防时，只对入户门一侧的水平与下部的传感器进

行布防，其它传感器则可用于实现用户起夜联动控制功能，并且加上机器学习与逻辑判断，

用户从卧室侧传感起，连接触发多个传感器再触发布防区域时，系统仍然判断为正常起夜

模式，而非触发报警；节假日或老人在家时，用户可能会因思考问题/无聊/做家务/玩耍等

缘故反复徘徊，装置会根据用户的移动速度、频次、轨迹、时间特征、用户类型、表情、行为等

进行机器学习与智慧分析判断，主动输出语音、视音频、图像或控制等，帮助解决用户可能

存在的需求。

[0060] 进一步地，用户需求模型根据下列步骤建立：

[0061] 在相应工作模式下训练时，获取训练样本数据，其中，所述训练样本数据包括预设

时段内触发的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

[0062] 对所述训练样本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感测特征信息；

[0063] 使用预设的训练方法，对所述感测特征信息和用户需求信息进行训练，以获得相

应工作模式所对应的用户需求模型。

[0064] 在该实施例中，当装置安装好后，或，用户对人体传感器的探测角度重新做了调整

后，需对用户需求模型做训练。在训练时，首先获取大量的训练样本数据，然后提取感测特

征信息，再按照预设训练方法对感测特征信息及用户的实际需求信息进行训练，从而可获

取用户需求模型。例如，在自学习阶段，大概率的事件为：若获取到用户在工作日的早七点

左右经过玄关开门时先后触发玄关处的两个人体传感器，然后去上班；且通常在晚七点左

右进门，然后经过玄关时先后触发玄关处的两个人体传感器(与早上出门时触发顺序反

向)；还有，通常在晚上七点左右进入厨房并在厨房待一定时间(例如半小时)，然后在感测

到用户从厨房进入餐厅时便可开始吃饭；还有，在休闲时间，用户以相近速度、相同区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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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相同时间内反复徘徊；还有，用户多次只经过装置近距离传感器；还有，用户在同一区域

长时间停留，等等，则可在用户需求模型中确定：若用户在早七点经过玄关并开门，则可确

定用户的需求为早上上班；若用户在晚七点进门且经过玄关，则可确定用户的需求为晚上

下班；若用户进入触发超预定时间且感测到用户从厨房进入餐厅，则可确定用户的需求为

吃晚餐；若用户反复徘徊，则可判断用户在思考问题/无聊/健身；若多次只经过近距离传感

器，则可判断为小孩或动物；若在同一区域长时间停留，则可能休息/生病/娱乐。

[0065] 另外，当获取到用户需求模型后，还可进一步使用训练样本数据对用户需求模型

进行验证，如果验证通过则可应用，如果验证通不过则需进一步采集训练样本数据，以继续

做训练，直至获取到验证通过的用户需求模型。

[0066] 进一步地，多个人体传感器包括一红外阵列传感器，优选地，将红外阵列传感器设

置在装置的正面。而且，在步骤S20中，所触发的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包括该红外阵

列传感器，当对该红外阵列传感器的感测数据进行处理后，可提取出的感测特征信息还包

括用户姿态信息。例如，结合图3A至图3C，当智能电视安装在主卧时，通过该红外阵列传感

器可获取的用户姿态信息包括：起床、躺下、翻身等；当智能室内对讲分机装置安装在客厅

时，通过该红外阵列传感器可获取的用户姿态信息包括：跌倒、坐下、走动、躺下、移动方向、

速度、频次、体温等。

[0067] 进一步地，装置的正面设置有摄像头，而且，本发明的方法还包括：

[0068] S50.获取所述摄像头的图像数据；

[0069] S60.对所述图像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用户特性信息，所述用户特性信息包括：类

型、表情、姿态、身份、着装、形象、数量、房屋空间特征；

[0070] S70.根据所述用户特性信息输出相应的第二提示信息。

[0071] 在该实施例中，当家庭中有多个成员时，例如包括老人、小孩、中年人，由于仅根据

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还是无法区分是哪个成员触发了人体传感器，进而无法准确获知用

户的真实需求，所以该实施例通过结合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及摄像头的图像数据，可准

确分析出用户的真实需求，例如，同样是探测到用户早上七点出门，通过图像分析，若确定

出该用户为老人，则确定该用户的当前需求为外出锻炼，进而可发出提示老人的语音提示；

若确定出该用户为小孩，则确定该用户的当前需求为上学，进而可发出提示小孩的语音提

示；若确定出该用户为中年人，则确定该用户的当前需求为上班，进而可发出提示中年人的

语音提示。

[0072] 进一步地，在建立用户需求模型时，训练样本数据也可加入图像特征信息。在用户

需求模型训练好后，该用户需求模型的输入信息除了包含感测特征信息外，还包含图像特

征信息，这样，该用户需求模型所输出的用户需求信息更准确、更智慧。

[0073] 图4是本发明实现主动关怀的实现装置实施例一的逻辑结构图，该实现装置与多

个家居装置(例如设置在卧室、卫生间、客厅、餐厅的智能灯、空调、智能窗帘等)通讯连接。

而且，该实现装置包括主体(未示出)及位于主体周围的边框(未示出)，还包括有：多个人体

传感器(未示出)、第一获取模块10、第一处理模块20、第一确定模块30及执行模块40。其中，

多个人体传感器安装在所述边框上的多个人体传感器，，以在所述实现装置的外围形成大

于180度的人体感测区域；第一获取模块10用于实时获取各个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第一

处理模块20用于在预设时段内检测到至少两个相邻的人体传感器触发时，对所述至少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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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的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感测特征信息，所述感测特征信息包括人

体传感器的触发时间、触发顺序及感测区域；第一确定模块30用于获取当前工作模式，并获

取预先建立的所述当前工作模式所对应的用户需求模型，而且，将所述感测特征信息输入

到所述用户需求模型中，并根据所述用户需求模型的输出结果确定用户的当前需求信息；

执行模块40用于根据用户的当前需求信息控制相应的家居装置和/或输出相应的第一提示

信息。

[0074] 进一步地，本发明的实现装置还包括建模模块，该建模模块用于在相应工作模式

下训练时，获取训练样本数据，并对所述训练样本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感测特征信息，而

且，使用预设的训练方法，对所述感测特征信息和用户需求信息进行训练，以获得相应工作

模式所对应的用户需求模型，其中，所述训练样本数据包括预设时段内触发的至少两个相

邻的人体传感器的感测数据。

[0075] 进一步地，多个人体传感器包括一红外阵列传感器；而且，所触发的至少两个相邻

的人体传感器包括所述红外阵列传感器，且所述感测特征信息还包括用户姿态信息。

[0076] 进一步地，本发明的实现装置还包括摄像头，而且，还包括有第二获取模块和第二

处理模块，其中，第二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述摄像头的图像数据；第二处理模块用于对所述

图像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用户特性信息，所述用户特性信息包括：类型、表情、姿态、身份、

着装、形象、数量、房屋空间特征；执行模块还用于根据所述用户特性信息输出相应的第二

提示信息。

[0077] 进一步地，多个人体传感器包括：

[0078] 设置在所述边框的下框上的第一人体传感器，优选地，第一人体传感器设置在下

框底部；

[0079] 分别设置在边框的左、右两侧框上的第二人体传感器，且所述第二人体传感器可

沿相应侧框的竖直轴线转动，以调节感测方向。优选地，第二人体传感器设置在相应侧框的

底部。

[0080]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结合图5-图9，该实施例的实现装置包括主体1以及位于主

体1周围的边框2，边框2到主体1之间的四周预留一定宽度的空白区域3，便于无线信号正常

发射与接收数据，还便于内部元器件向外部散热，也便于集成与用户的互动元器件(如触控

按键)，还便于安装其它传感器(如摄像头、红外阵列传感器、麦克风阵列等)。边框2采用空

心设计，和主体1与凹限支架区结合部分以外的区域一起，形成内部元部件安装的整个空

间。平面支架4主要通过可拆卸连接轴连接，因此只需要安装好墙面平面支架4，插上连接轴

即可形成支架与本装置的牢固连接，简单易安装。实现装置的背部平面中间部位的凹限区

下侧面与左侧面分别设计有与外部连接的接口通道41，接口通道41包括装置接口或出线槽

孔，是装置内部部件与外部线缆或接口连接的通道，这样装置紧贴墙壁安装后，所有线缆全

部隐蔽在装置背部凹限区内，凹限区空间加上墙壁洞孔空间，完全可以容纳装置需与外部

连接的所有线缆或接口，即美观，也便安装、维护。可旋转设计主要是凹限区中部突出的圆

形突出轴心5，当用户需要旋转主体1增加用户体验时，圆形突出轴心5主要提供旋转连接，

还起到固定装置端支架的作用，突出平面即可螺丝固定轴盖板，也可以焊接固定轴盖板，突

出空间可以足够容纳固定螺丝的螺杆突出部分。通常，轴心5上套设有与轴心5转动连接的

背板，利用背板作为平面转动轴，可减少平面轴的1/3的厚度，同时也简化平面轴的结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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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0081] 另外，边框2的下侧两角落分别设有人体传感器6，每一人体感应装置6对所在角落

对应的边框2的下框21下侧的空间以及边框2的侧框22外围的空间进行感测。下侧两角落的

人传感器6结合正面的人体传感器，可以实现正面、下框21下侧、侧框22外侧等多个空间的

人体感测。每一人体传感器6包括底部传感器61、侧面传感器62，底部传感器61在相应的角

落底部设置，对所在角落对应的下框21下侧的空间感测，侧面传感器62在相应角落侧面设

置，对所在角落对应的侧框22外围的空间感测。在其它实施例中，边框2的下部两角可为圆

角结构。

[0082] 进一步地，结合图6，底部传感器61包括两个第一人体传感器611，且其中一个第一

人体传感器611的感应方向向主体1的前侧倾斜，另一个第一人体传感器611的感应方向向

所在角落对应的边框2的侧框22外侧倾斜。另外，因实现装置紧贴墙安装，而一般人体传感

器的探测角度为60度，为了让第一人体传感器611的辐射范围不受干扰，尽量最大范围的感

测，下框21表面设有供第一人体传感器611安装的凸出结构211，可以让两个第一人体传感

器611中的一个向下框21的下方靠平面智慧机器人的正面方向倾斜，另一个向能向所在角

落对应的所述边框2的侧框22外侧倾斜，且倾斜后不会受到遮挡等影响。

[0083] 另外，在图6中，边框2是空心梯形结构设计，为将装置打造成精美艺术器，设计将

装置边框2梯形短边侧与长边侧设计带卡扣结构，在此梯形斜面上安装卡扣式套边7，用户

即可以根据室内装饰风格自行更换套边7的颜色、图案及风格样式等，也可以提升装置整体

艺术感的效果，还给装置预留更大的内部部件安装空间。

[0084] 进一步地，结合图7-9，侧面传感器62包括感测方向水平设置的两个第二人体传感

器621，两个第二人体传感器621的感测方向向所在侧框22的外侧设置，且两个第二人体传

感器621的感测方向呈夹角设置，增加感测范围。其中一个第二人体传感器621的感测范围

的一边与主体1的背面平行，另一第二人体传感器621则向主体1的正面一侧摆动，增加感测

范围。

[0085] 两个第二人体传感器621上下并排设置，优选地，两个第二人体传感器621可沿竖

直轴线转动，以调节感测方向。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只有一个第二人体传感器621可以转

动。

[0086] 边框2的侧框22外侧设有向外凸起的半圆形凸台221，所述凸台221的弧面的轴线

竖直设置。两个所述第二人体传感器621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凸台221内，所述凸台221上设

有分别供两个第二人体传感器621向外感测的两个弧形感测口222，所述弧形感测口222水

平设置，在所述第二人体传感器621转动时沿所述弧形感测口222摆动，实现感测范围的调

节。优选地，凸台221上设有两个可转动地转动旋钮223，两个所述转动旋钮223与两个第二

人体传感器621分别连接，以分别带动所述第二人体传感器621转动调节所述第二人体传感

器621的感测方向。

[0087] 第二人体传感器621探测角度水平方向可调，当平面智慧机器人安装在临直角墙

边时，加上正面空间区域的传感器，可以形成水平180-270度的人体探测范围，如果平面智

慧机器人两侧均临直角墙边，还可以形成水平360度的探测范围，因此适合任意户型空间结

构的探测感知。半圆形凸台221结构设计，节约了平面智慧机器人内部空间，也保证传感器

角度调整需要，保证了传感器的探测范围达到最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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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最后，本发明还构造一种实现对主动关怀的实现系统，包括后台服务器、多个家居

装置、以及上述实施例所示的实现装置。

[0089] 下面结合一些具体应用来说明本发明的实现装置(例如名字为小球，且以下简称

装置)是如何实现主动关怀的：

[0090] 用户离家：装置感知到用户早上七点从入户门侧的过道经过(例如从2#感测区域

至1#感测区域)，或装置获取到用户出门时的语音信息“小球小球，我上班去了，帮我看好

家”，便可获取用户的当前需求为离家，进而自动回复“主人一路平安！”。若此时装置感知用

户的部分涉隐传感器关闭，还会发出语音提示“出门前请您打开我的眼睛(摄像头)/耳朵

(麦克风)感知，我好帮您看好家”，当用户靠近装置打开涉隐传感器，例如打开了摄像头，装

置便可通过视频识别获取用户当前形象/表情/衣着/体温等状态，根据识别的结果主动语

音关怀用户：“主人，您今天出门好像没有理胡须哟”或“主人，今天工作日您不需要穿正装

吗？”或“主人，我感知您体温有点高，是不是那里不舒服？”或“主人，我看您精神不太好，您

昨晚太夜睡觉好，请多注意身体”等，用户可选择回复，然后关门离开，装置自动记录用户回

复出门时的个人状态，以便回家时根据需要关怀用户，用户离家后一定时间内，系统自动进

入白天布防状态。而且，在布防状态下，室内特定单个人体传感器或任意相邻多个传感器在

一定时间内先后或同时被触发时，系统都可判断为非法入侵报警。

[0091] 用户回家：装置感知到用户下午七点从入户门侧的过道经过(例如从1#感测区域

至2#感测区域)，或装置获取到用户回家时的语音信息“小球小球，我下班了”，便可获取用

户的当前需求为下班回家，进而自动回复“主人，欢迎主人回家，请撤防”。当用户在一定时

间内通过指纹识别或密码或视频识别或声纹识别等解除安全布防状态，系统自动开启回家

模式，装置自动开启客厅灯光、窗帘及空调、艺术屏展示等设备，并在通过视频识别获取到

用户身份/表情/体温等特征，针对不同的用户或不同表情或不同体温或不同的时间段，以

不同的语义语音主动关怀用户，如：下午放学时间感知小主人回家，装置主动童声问候“小

主人，今天上学开心吗？今天上了什么课程？”，小主人回复“开心，今天上了英文、数据、体育

课”，装置会回复“那我们一起温习一下今天学习的英文单词吧！”，这样小朋友一回来就可

以跟装置一起开始学习了；下班时间主人回家，装置主动问候“主人，看您样子很开心，要不

要来点音乐”或“主人，早上出门时您的体温有点高，现在是不是好一点了？”或“主人，小主

人今天放学我与他温习了50个英文单词，这些单词他都能拼读了”或“主人，男主人晚上有

饭局，不在家吃饭”等。另外，当装置感知用户打开入户门，自动语音问候，感知用户不但不

撤防，而且感知用户直接走向室内其它区域，一定时间内系统自动报警，并将现场视音情况

自动上传至物业中心或主人手机或服务平台。

[0092] 用户早上起床：例如，早上用户一般定时7点起床，但今天临时有事6点40就起床，

而用户的妻子或老公却要8点起床，卧室内的装置感知用户揭开被子，坐或站起来时，自动

卧室开启暗灯光；如果用户单身或同时起床，则装置感知用户起床，自动开启背景音乐，打

开窗帘，开启艺术品或清晨风景画展示，并主动关怀用户“主人，早上好，昨天晚上室内空气

质量全过程各项指标没有超标，您应该睡得还好吧？”或“主人，早上好，昨晚您去了几次厕

所，是不是肠胃不好，要多注意身体才是”或“主人，早上好，昨晚3点室内CO2超标，但卧室没

有新风机，所以我没能帮您调节室内空气质量，您需要打开窗户睡觉或安装新风机以便我

能主动调节室内空气质量”等。如果卧室没有安装装置，当客厅的装置确定出用户起床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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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门，便自动开启背景音乐，打开窗帘，开启艺术品或清晨风景画展示，并根据不同区域

传感器对应探测的不同卧室的不同用户，针对不同用户或不同时间段，以不同的语义和语

音主动关怀用户“主人，早上好，昨晚您去了几次厕所，是不是肠胃不好，要多注意身体才

是”或“主人，早上好，昨晚您太晚睡觉，现在又这么早起床，要多注意身体”或“主人，早上

好，昨晚客厅空间甲醛指标超标，我已为您开启新风或窗户调节空气(没有新风机或电动窗

时，提醒用户安装)”或“老人家，早上好，今天室外气温12度，您要多注意保暖”或“小朋友，

早上好，今天是第十天按时早起，值得表扬，继续保持”。当装置感知用户从卧室走向洗手

间，自动开启洗手间灯光及排风机，方便用户洗脸擦牙上厕所。当装置感知用户洗刷完毕出

来后，洗手间灯光及排风机自动关闭。

[0093] 用户晚上睡觉：如果卧室没有安装装置，客厅的装置感测到用户在平时的睡觉时

间进入卧室，或者，获取到用户的语音消息“小球小球，我睡觉了”，便可确定用户的当前需

求为晚上睡觉，并输出“晚安”，然后，自动开启卧室灯光、关闭窗帘、空调调整到合适温度。

同时，一定时间内，客厅灯光自动关闭，自动关闭装置的展示屏，进入布防。如果卧室已安装

装置，该装置感测到用户在平时的睡觉时间上传、盖被子，或者，获取到用户的语音消息“小

球小球，我睡觉了”，也可确定用户的当前需求为晚上睡觉，并输出语音消息“主人，晚安，现

在卧室温度24度，湿度50％，您需要盖空调被睡觉”，然后自动关闭卧室灯光、关闭窗帘、空

调调整到合适温度。

[0094] 用户晚上起夜：如果卧室已安装装置，当该装置感知到用户揭开被子，坐或站起来

时，系统自动开启卧室暗灯光，当用户打开卧室门时，自动联动开启客厅或走廊暗灯光。当

装置通过传感器感知用户从卧室侧到厕所侧时，相关走廊和厕所灯光亮起。当装置通过传

感器感知用户反向从厕所至卧室侧时，相关走廊和厕所灯光自动关闭。用户上床睡觉后，自

动关闭卧室暗灯光。装置通过识别用户的需求来控制灯的开关，既节能也卫生又能保护隐

私，还免除语音控制时干扰亲人休息，尤其是晚上睡觉时，也免除手动开关的麻烦等。如果

卧室没有安装装置，根据户型结构特点，用户打开卧室门，便自动感知并开启起夜模式，客

厅暗灯光开启，当装置通过传感器感知用户从卧室侧到厕所侧时，相关走廊和厕所灯光亮

起。当装置通过传感器感知用户反向从厕所至卧室侧时，相关走廊和厕所灯光自动关闭。

[0095] 白天布防状态：根据户型结构、可能存在的信号干扰、门窗位置等信息特点，装置

可定义单个传感器、双传感器、多传感器以及传感器的触发逻辑来感知人体，若感知存在非

法入侵时，系统自动现场语音报警及推送报警信息至物业和智慧家庭服务平台。

[0096] 晚上布防状态：晚上布防主要对探测区域内的入户门、重要门窗侧传感器进行布

防，并定义从用户卧室侧传感器为第一触发的逻辑感知为起夜模式，并且从卧室至厕所的

全过程传感顺序逻辑定义为开灯模式，从厕所至卧室反向传感逻辑触发时定义为关灯模

式，从厕所到卧室的暗光逐步关闭。在起夜模式下，如用户去厕所过程中需经过已布防的区

域传感器，装置仍判断为起夜模式，但如果入户门侧传感器为第一感知用户，则系统认为为

非法入侵。

[0097] 老人在家：装置感知到室内只有老人在家时，例如，如老人长时间地待在一个区

域，如在客厅沙发，装置判断超过自定义时间阀值时，主动关怀“老人家，您已经在沙发上连

续坐了3小时了，您身体不好，不适合长时间不动”或“老人家，你看书已经超过3小时了，来

点音乐一起放松一下吧”或“老人家，有一首您喜欢的广场舞曲要不要一起互动一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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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没有得到老人的回复，装置自动开启摄像机、麦克风，视频分析用户当前状态，如果老

人状态出现异常，便自动开启紧急状态音乐，即提醒老人如果2分钟内不回复，即形成报警

信号，如果老人听力有问题，也可闪烁灯光来提醒用户，超过2分钟时，系统自动将老人当前

紧急状态推送给物业或亲属或服务平台。如老人在装置不能感知的房间长时间持续停留，

而非正常休息时间，便在老人的子女回家时，第一时间语音告知用户“主人，您父亲/母亲N

次在自己某某房室连续长时间停留，这样不利于健康，您可以在房间安装一个我的扩展版

机器人，这样我就可以为您照顾老人了”或“装置在客厅播放紧急音乐，老人家听到音乐知

道装置在提醒他活动身体而出来走动”或听力障碍的老人，装置自动拔打老人电话或闪烁

室内灯光来提醒老人出来走动，如语音/电话/音乐/闪灯均没有得到老人的回复，系统自动

将老人当前紧急状态推送给物业或亲属或服务平台。另外，若老人用户每天11点左右需要

服药，则当装置在上午11点主动关怀老人“主人，您肠胃不好，某某肠胃药需要饭前1小时服

用，请您现场服药”。假如N分钟(如十分钟)之内，如果装置感知不到用户靠近药柜取药、吃

药，则可再次主动关怀老人“主人，刚才肠胃药吃过了吗？”。

[0098] 紧急按钮触发：当紧急按钮触发时，自动开启摄像头现场识别老人当前状态，或老

人在装置侧方感知区域，立即分析传感器感知用户最近N分钟是否都在报警区域，如果是说

明场老人可能是疾病引起紧急状态，如果不是说明老人可能是跌倒，则立即向物业或亲属

或服务平台报警，并上报感知用户的相关数据及老人的健康数据。

[0099] 老人空闲：装置感测到老人徘徊N次(频次/速度/方向/远近距离/区域/老人习惯/

时间节点等综合来判断是为徘徊)，便可主动关怀老人“主人，您是不是遇到不开心事了？”

或“主人，您在家徘徊走动空间有限，您可以去外面走动一下，带上您的定位表，好让我随时

知道你在那里”或“主人，最近有一幅珍品书法作品，您可以过来看一下，它是谁于N年创造，

当时的背景是……”或“主人，您上次没有听完的评书，要不要接着听一下？”。通过根据老人

当前状况，主动关怀并与老人交流互动，让老人在休闲的时候做自己想做的事，缓解老人在

家独单无聊，缺少关爱与交流。

[0100] 休闲娱乐：装置感知客厅有用户或多个用户或最后一个用户从餐厅或卧室走到客

厅，同时时间为某连续局开始的8点钟，便主动关怀“主人，昨晚看的某某电视局现在已经开

始了，要不要一起看呀？”，若用户回复“好呀”，便自动开启影音模式，自动关闭餐厅、厕所、

卧室的灯光，调暗客厅灯光。当客厅小孩打闹声音太大时，装置主动关怀用户“小朋友，夜晚

请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影响他人休息”。当有人临时起去厕所时，装置感知用户从客厅到厕

所的感知逻辑，自动开启走廊和厕所灯光，当用户从厕所出来再去客厅看电视时，装置感知

用户从厕所到客厅的感知逻辑，自动关闭厕所及走廊的灯光。在休闲时间段，装置感知用户

正反向触发9#与10#传感器时，自动切换艺术展示内容，并可设置伴随合适的语音音量介绍

该艺术品的来由、作者、特点、历史故事等内容，当装置感知用户无兴趣离开展示附近区域，

则自动关闭语音内容，不给用户生活带来干扰。通过这样不经意、碎片化的时间中感染、影

响与提升用户的艺术素养与知识，变被动为主动信息服务，充实用户业余生活。用户可能会

因思考问题/无聊/做家务/玩耍等缘故反复徘徊，装置会根据用户的移动速度、频次、轨迹、

时间特征、用户类型、表情、行为等进行机器学习与智慧分析判断，主动关怀用户“主人，您

喜欢的某某歌星出了一张新的MTV，要不要一起欣赏一下？”或“主人，您已经在N分钟内，反

复徘徊N次了，您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事，能不能跟我诉说一下？”或装置感知用户反复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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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定阀值时，自动开启摄像机现场视频分析用户当前表情/行为/动作等，主动关怀用

户“主人，您已经在N分钟内，反复徘徊N次了，看您脸色很不好，您是不是那里不舒服？”。

[0101] 用户就餐：假如用户平时的就餐时间为7点/12点/18点，在机器学习分后，如果装

置感知到在就餐时间段内有高温物品及人员聚集在餐厅时，自动开启就餐模式，打开餐厅

灯光，就餐轻音乐响起，关闭其它房间灯光(感知用户已离开)；

[0102] 用户会客：当装置感知用户从屋内打开入户门，并感知到客人(人脸识别)进入室

内，主动关怀客人“尊贵的某某客人，欢迎来我家做客”，同时自动开启会客模式，例如，展示

的艺术图或切换到迎客松图面，自定义N分钟后，自动切换成用户喜欢的珍贵名画。当装置

感知到客人经过装置正面前2米逻辑感知范围时(即正反向触发9#与10#传感器)，自动切换

用户其它一张珍贵名画，吸引客人注意，增加主人与客人的沟通话题，同时也展示主人的兴

趣爱好。当拜访限时时间段左右，且装置感知用户打开入户门，便自动关怀用户“贵客是不

是要走了？欢迎下次再来”，同时，自动呼叫电梯到用户楼层接客人，单元大厅感知有客人从

电梯出来，自动播放欢送音乐歌/曲。

[0103] 用户会议：每个不同的会议室根据空间大小安装大小不同版本的智能电视或平面

机器人(家庭以外应用统称为平面机器人)等装置，用户通过移动APP端/PC端/平台/本地输

入预约会议时间、参会人员、时长、第几号会议室、会议主题、远程区域等相关信息。会议1小

时前，有用户到已被预约会议室，装置根据每个会议室的空间结构，通过机器学习/用户输

入/大数据分析/视频分析待确定的会议室感知的逻辑关系，确定最少二个以上传感器逻辑

感知来判断用户是否进入会议室，当判断用户进入会议室时，自动启动显示屏并显示公司

相关广告或介绍，且主动关怀用户“同事，你好！这个会议室1小时后有重要会议，请注意把

握时间”；会议10分钟前，装置自动启动会议室空调，并将温湿度调到合适值，当装置感知用

户进入会议室时，主动关怀用户“欢迎同事参加某某会议，请到我这里签到(例如，通过右下

角指纹签到或视频识别签到)”；会议时间到，装置主动提醒所有参会同事“会议时间到，大

家准备开会”，并显示会议汇报PPT或用户电脑投屏内容，主持人回复装置“好的，小球，请帮

我把PPT切换到第2页”，同事们我们今天的会议……，主持人语音“小球，下一页或上一页”，

装置自动帮用户PPT切换到相应展示页面。会议结束，主持人宣布“今天的会议到就到这，散

会，小球，我们走了”，装置感知最后一个用户离开会议室，自动关闭会议室灯光，同时，显示

屏处于待机状态。

[0104] 展示模式：每个不同的展位根据空间大小安装大小不同版本的智能电视或平面机

器人(家庭以外应用统称为平面机器人)等装置，用户通过移动APP端/PC端/平台/本地输入

预约参观时间、参观单位、参观人员、讲解人员、陪同人员、参观时长、流程图、参观目的等相

关信息。当参观客户到达展示厅时，装置通过近距离人体传感器/蓝牙/指纹/人脸识别感知

讲解人员或已输入的客户人脸到那个展示屏，主动关怀“某某领导，欢迎您到某某公司展厅

参观，我主要展示的是某某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可以向我提问，我帮您解答”或“欢迎参

观某某板块内容，我公司在本板块主要……”，装置根据讲解人员的移动路径判断参观人员

移动路径，已参观过的内容后续参观者可以随意提问互动，未参观过的内容系统默认保持

静默状态，直到讲解人员到达，避免每个装置都发出声音干扰正常参观流程；当参观人群参

观完最后一个显示屏离开展厅时，装置感知最后参观者经过2米逻辑感知范围时(例如，3#/

6#/9#/10#等传感器组合的触发逻辑)，主动关怀参观者“某某公司相关领导，今天参观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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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就这些，欢迎您下次莅临指导”，装置自动打开展厅大门欢送参观者，当装置感知最

后参观者离开感知区域后，自动关闭灯光或空调等。

[0105] 办公模式：每个不同的办公室、走廊、前台、开放办公区域等根据空间大小/结构特

点/内容展示/控制管理/环境监控等需求，安装大小不同版本的智能电视或平面机器人(家

庭以外应用统称为平面机器人)等装置，装置感知经过2米逻辑感知范围时(例如，3#/6#/

9#/10#等传感器组合的触发逻辑)，结合视频分析复核与量化，主动输出语音、视音频、图像

或控制等，帮助解决用户可能存在的需求。在早上上班时间，公司前台或大厅的装置感知与

识别用户，自动撤防并开启该用户所在卡位及走廊的灯光、窗帘及空调，并主动关怀用户

“早上好！陈总这么早就来公司了！”或上班前10分钟，装置自动开启背景音乐，提醒用户离

上班时间已经很近，请大家做好上班准备。在中午休息时间、下班时间，装置自动播放背景

音乐，提醒用户中午已经下班，并在下班后10分钟内关闭办公区灯光、窗帘，以便用户吃完

中午饭后回公司午休。在下午上班前5分钟，装置自动开启背景音乐，提醒用户离上班时间

已经很近，请大家做好上班准备；在下午下班时间，装置感知到某区域没有人便自动关闭该

区域的灯光，直至所有人员离开，关闭所有办公室灯光、窗帘与空调，并安防布防。在加班时

间，例如晚上8点，装置感知(或视频识别身份)加班人员经过时，主动关怀用户“同事(视频

识别身份后改称用户职称‘陈总’)，您还在加班呢？感谢您为公司所做的付出”或晚上10点

感知(或视频识别身份)加班人员经过装置时，主动关怀用户“同事(视频识别身份后改称用

户职称‘陈总’)，您应该回去休息了，多注意身体，工作可以明天做”等，对不同加班时间段，

定义不同的问候语，让员工感受公司的温暖，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与责任感。

[0106] 酒店模式：每个不同的客房根据空间大小安装大小不同版本的智能电视等装置，

该装置感知到客人开门，自动打开客房灯光、窗帘(晚上为关闭)、空调等，并主动关怀客人

“尊贵的某某客人，欢迎入住某某酒店，我是您酒店的管家，您有什么需求可以直接跟我

讲”。当装置感知到用户位于电视近2米范围时，自动开启电视。当客人睡觉前跟装置讲“管

家，我明天7点起床，要去开个会，现在睡觉了”，装置自动回复“好的，某总我准备7点叫您起

床”，装置感知客人躺下睡觉，自动启动睡觉模式，关闭灯光、窗帘，将空调调至合适温度，对

准酒店入户门/窗侧传感器进行布防状态，如果门窗侧传感器首先感知到人，自动报警；如

果感知客人从装置对应床侧的传感器先触发，并加上红外阵列传感器识别用户状态及动

作，确定用户的需求为起夜。另外，若装置感知用户揭开被子坐起来，自动开启起夜模式，开

启客户与厕所的暗灯光，当用户反向触发传感逻辑回到床上后，起夜模式自动关闭；当早上

6点50分，客人揭开被子坐起来，装置感知客人起床，自动播放起床音乐，并主动关怀用户

“陈总，您定时7点起床，是不是您没有睡好？”或“陈总，现在时间6点50分，不过您早上有会

要开，您现在可以起床了”或“陈总，昨天晚上睡觉还好吧，您上了3次厕所，是不是您肠胃不

好，多注意身体！”或用户没有按时起床，此时已经8点30分，装置根据昨天客人12点睡觉，自

动播放起床音乐，并主动关怀用户“陈总，我们酒店的早餐用餐时间是7点至9点，现在起床

还能赶上最后的就餐时间”。在上午10点，装置若感知用户在客房反复徘徊达到一定阀值，

主动关怀客人“陈总，您已经徘徊N次，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或“陈总，您已经徘徊N

次，要不要来点轻音乐或电视放松一下？”，用户回复“好呀！”，装置自动开始播放音乐或视

频，并可询问客人想看什么想听什么，并满足用户需求输出相关内容。在中午11点30分，装

置若感知客人在客房或经过装置2米范围时，主动关怀客人“陈总，我们酒店最迟退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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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2点，您需要续房吗？”或感知客人频繁在各传感区域移动，之后只在客房入户门方向停

留，加上11点30分左右时间，装置判断客人可能准备退房，自动关怀客人“陈总，您是不是准

备退房了”或用户直接语音告知装置“管家，我走了”，装置自动回复“一路平安，欢迎下次再

次入住，我现在安排服务员查房”。

[0107] 智慧农村模式：农村用户一般都是独立的房屋，留守老人与儿童比较多，一般在入

户门客厅安装平面机器人或用户主卧室安装智能电视等装置。装置。另外，农民最多关注的

是老人的关爱、陪护等，以及农产作物的情况，因此，装置内置LoRa远距离无线模块，可以接

收附近几KM内的田里各种传感数据，以便农户对田间数据实时监控与管理，例如：早上起

床，装置感知用户揭开被子起床，主动关怀用户“主人，早上好！您家7块水稻田，现成土壤表

皮含水量只有N％，最迟明天必须补水”或“主人，今天要下大雨，您今天应该降低稻田水位，

以免水多涝灾”。对于留守儿童：当儿童放学时间回到家，经过装置2米感知范围或声音识别

或视频辅助识别时，主动关怀儿童“小明，回来了！今天在学校开心吗？”或“小明，回来了！今

天学校上什么课程呢？”或“小明，回来了！爷爷/奶奶在外面做农活，你在家先做好功课吧！”

或“小明，回来了！昨天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单词我们一起温习一下吧”等。早上装置定时叫

醒儿童“小明，现在已经6点了，该起床了”，同时播放起床音乐，打开窗帘；如果感知儿童赖

床超过N分钟，再次主动叫醒儿童“小明，你已经连续10天准时起床了，不能因为这次赖床，

打破你的记录哟”；早上上学时间，儿童主动与装置道别或装置感知儿童出门，装置主动关

怀儿童“小明，该出门了，不然要迟到了，一路要注意安全”。

[010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打破了常规的家居控制方式(如APP、面板、被动语音唤醒控制

等)，根据多人体传感器的触发时间、区域确认触发事件、多触发逻辑关系、视频分析、室内

空间结构、节点时间、环境特征、特定场景、用户姿态、紧急求助、表情、健康数据等事件，对

用户行为、动作、移动速度、频次、轨迹进行机器学习与大数据分析，智慧判断用户需求，准

确地给用户提供主动关怀、交互、询问、警告、控制等特色服务，让用户真正感受家的温暖、

家的智慧，可增加用户黏性，解决用户的情感与归属问题，让用户享受智慧系统给用户带来

的实惠、快捷、方便、智能、舒适的用户体验，让用户重新认识智慧系统、喜欢智慧系统、想更

多的消费智慧系统，让用户真正感受家的温暖，家的智慧。

[0109]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纂改、

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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