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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检测情绪的方法，包括智

能语音开发平台接收家长发出的开始检测指令，

并对所述开始检测指令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

触发传感器，传感器采集儿童的人体皮肤电阻数

据，经开发板发送至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数据

处理中心服务器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

分析，得到情绪分析结果；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

将所述情绪分析结果发送至安装有情绪检测应

用程序的移动终端，供家长查看，可以支持家长

不在孩子身边时，即时地检测儿童的情绪，并结

合语音交互系统和传感器技术得到儿童的情绪

分析结果，帮助家长更好地关注儿童的情绪成长

状态，帮助家长科学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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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检测情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S1，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接收家长发出的开始检测指令，并对所述开始检测指令进行分

析，根据分析结果触发传感器；

S2，传感器采集儿童的人体皮肤电阻数据，经开发板发送至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

S3，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情绪分析结果；

S4，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将所述情绪分析结果发送至安装有情绪检测应用程序的移动

终端，供家长查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情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接收家

长发出的开始检测指令，并对所述开始检测指令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触发传感器包括：

麦克风接收家长发出的检测情绪的语音指令，并将所述语音指令经开发板发送至智能

语音开发平台；

智能语音开发平台对所述语音指令进行分析，得到字符式指令，并根据所述字符式指

令触发传感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检测情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包括：

语言识别模块和技能服务模块；

所述语言识别模块，用于对所述语音指令进行分析，转化为字符式指令；所述技能服务

模块根据所述字符式指令匹配触发服务器动作的启动指令，并将所述启动指令发送至开发

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情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接收家

长发出的开始检测指令，并对所述开始检测指令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触发传感器包括：

移动终端接收家长发出的按键启动指令，并将按键启动指令发送至智能语音开发平

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根据按键启动指令经开发板触发传感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情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对所

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情绪分析结果包括：

S31，所述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去噪；

S32，采用PCA主成分分析法对去噪后的数据进行降维、提取对情绪分类影响值大于K的

特征值，其中K>0；

S33，通过K近邻算法进行对所述特征值情绪分类，得出情绪分析结果。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情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为皮肤

电阻值。

7.一种检测情绪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智能语音开发平台、开发板、传感器、数据

处理中心服务器和安装有情绪检测应用程序的移动终端；

所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用于接收家长发出的开始检测指令，并对所述开始检测指令

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触发传感器；

所述传感器，用于采集儿童的人体皮肤电阻数据，经开发板发送至数据处理中心服务

器；

所述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用于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情绪分析结

果；将所述情绪分析结果发送至安装有情绪检测应用程序的移动终端，供家长查看。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检测情绪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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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麦克风，用于接收家长发出的检测情绪的语音指令，并将所述语音指令经开发板

发送至智能语音开发平台；

所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用于对所述语音指令进行分析，得到字符式指令，并根据所述

字符式指令触发传感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检测情绪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包括：

语言识别模块和技能服务模块；

所述语言识别模块，用于对所述语音指令进行分析，转化为字符式指令；所述技能服务

模块根据所述字符式指令匹配触发服务器动作的启动指令，并将所述启动指令发送至开发

板。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检测情绪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包

括：去噪模块、特征值提取模块和情绪分类模块；

所述去噪模块，用于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去噪；

所述特征值提取模块，用于采用PCA主成分分析法对去噪后的数据进行降维、提取对情

绪分类影响值大于K的特征值，其中K>0；

所述情绪分类模块，用于通过K近邻算法进行对所述特征值情绪分类，得出情绪分析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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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检测情绪的方法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语音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检测情绪的方法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情绪检测主要是以人体生理值为阻抗方式通以信号电流反馈再经一中央处理器

为信号处理后，其侦测结果经由一输出装置呈现出而获得情绪侦测的目的。目前市面上有

关情绪检测的专利技术不多，大多情绪检测是基于语音分析进行情绪监控的，目标对象主

要是老年人。市面上还没有专门监控儿童情绪的系统或者装置。而儿童的情绪多变、难以捉

摸，且直接影响儿童的身心发展。因此，行业内急需研发一种结合语音交互系统和传感器技

术有效地监控儿童情绪，辅助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方法或者系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以上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了一种检测情绪的方法

和系统。

[0004]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为了克服以上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了一种检测情绪的

方法和系统。

[0005]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检测情绪的方法，包括：

[0007] S1，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接收家长发出的开始检测指令，并对所述开始检测指令进

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触发传感器；

[0008] S2，传感器采集儿童的人体皮肤电阻数据，经开发板发送至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

[0009] S3，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情绪分析结果；

[0010] S4，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将所述情绪分析结果发送至安装有情绪检测应用程序的

移动终端，供家长查看。

[0011] 优选地，所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接收家长发出的开始检测指令，并对所述开始检

测指令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触发传感器包括：麦克风接收家长发出的检测情绪的语音

指令，并将所述语音指令经开发板发送至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对所述语

音指令进行分析，得到字符式指令，并根据所述字符式指令触发传感器。

[0012] 优选地，所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包括：语言识别模块和技能服务模块；所述语言识

别模块，用于对所述语音指令进行分析，转化为字符式指令；所述技能服务模块根据所述字

符式指令匹配触发服务器动作的启动指令，并将所述启动指令发送至开发板。

[0013] 优选地，所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接收家长发出的开始检测指令，并对所述开始检

测指令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触发传感器包括：移动终端接收家长发出的按键启动指令，

并将按键启动指令发送至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根据按键启动指令经开发

板触发传感器。

[0014] 优选地，所述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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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包括：

[0015] S31，所述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去噪；

[0016] S32，采用PCA主成分分析法对去噪后的数据进行降维、提取对情绪分类影响值大

于K的特征值，其中K>0；

[0017] S33，通过K近邻算法进行对所述特征值情绪分类，得出情绪分析结果。

[0018] 优选地，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为皮肤电阻值。

[0019]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

[0020] 一种检测情绪的系统，包括：智能语音开发平台、开发板、传感器、数据处理中心服

务器和安装有情绪检测应用程序的移动终端；所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用于接收家长发出

的开始检测指令，并对所述开始检测指令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触发传感器；所述传感

器，用于采集儿童的人体皮肤电阻数据，经开发板发送至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所述数据处

理中心服务器，用于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情绪分析结果；将所述情绪分

析结果发送至安装有情绪检测应用程序的移动终端，供家长查看。

[0021] 优选地，还包括：麦克风；所述麦克风，用于接收家长发出的检测情绪的语音指令，

并将所述语音指令经开发板发送至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所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用于对所

述语音指令进行分析，得到字符式指令，并根据所述字符式指令触发传感器。

[0022] 优选地，所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包括：语言识别模块和技能服务模块；所述语言识

别模块，用于对所述语音指令进行分析，转化为字符式指令；所述技能服务模块根据所述字

符式指令匹配触发服务器动作的启动指令，并将所述启动指令发送至开发板。

[0023] 优选地，所述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包括：去噪模块、特征值提取模块和情绪分类模

块；所述去噪模块，用于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去噪；所述特征值提取模块，用于采

用PCA主成分分析法对去噪后的数据进行降维、提取对情绪分类影响值大于K的特征值，其

中K>0；所述情绪分类模块，用于通过K近邻算法进行对所述特征值情绪分类，得出情绪分析

结果。

[0024]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的优点：

[0025] 本方案通过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接收家长发出的开始检测指令，并对所述开始检测

指令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触发传感器，传感器采集儿童的人体皮肤电阻数据，经开发板

发送至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分析，得

到情绪分析结果；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将所述情绪分析结果发送至安装有情绪检测应用程

序的移动终端，供家长查看，可以支持家长不在孩子身边时，即时地检测儿童的情绪，并结

合语音交互系统和传感器技术得到儿童的情绪分析结果，帮助家长更好地关注儿童的情绪

成长状态，帮助家长科学育儿。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的检测情绪的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的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分析的流程示

意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的检测情绪的系统的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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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0] 参见图1-2、一种检测情绪的方法，包括：

[0031] S1，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接收家长发出的开始检测指令，并对所述开始检测指令进

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触发传感器；

[0032] 在本实施例，步骤S1包括：麦克风接收家长发出的检测情绪的语音指令，并将所述

语音指令经开发板发送至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对所述语音指令进行分

析，得到字符式指令，并根据所述字符式指令触发传感器。更进一步地，所述智能语音开发

平台包括：语言识别模块和技能服务模块；所述语言识别模块，用于对所述语音指令进行分

析，转化为字符式指令；所述技能服务模块根据所述字符式指令匹配触发服务器动作的启

动指令，并将所述启动指令发送至开发板。开发板在Wi-Fi环境下根据所述启动指令开启传

感器。所述语音指令为“检测情绪”的指令，家长作为用户，当他需要给儿童检测情绪时，会

向麦克风发出“检测情绪”的指令，检测情绪的系统开启工作。

[0033] 其中，开发板使用的是Ameba开发板，平台是DuerOS智能语音开发平台。

[0034] 作为另一实施例，步骤S1包括：移动终端接收家长发出的按键启动指令，并将按键

启动指令发送至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根据按键启动指令经开发板触发传

感器。

[0035] S2，传感器采集儿童的人体皮肤电阻数据，经开发板发送至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

其中，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为皮肤电阻值。

[0036] S3，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情绪分析结果；

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会根据情绪算法解析接收的人体皮肤电阻数据，判断当前用户最可能

处于何种情绪。解析公式为欧式距离公式：

[0037]

[0038] X、Y是测试数据集。采用投票计数原理统计特征值出现在多个样本测试区域的频

率。

[0039] 步骤S3包括：

[0040] S31，所述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去噪；因为在采集信

息的环境和采集到的GSR(皮肤电信号)信息会有噪声或者电磁干扰，对真实的GSR信号造成

一定的误差。需要对信息进行信息去噪，去噪的常用方法有：小波变换法(wavelet 

Transform简称WT)，通过固定窗口面积，然后改变时间和频率进行分析。在小波域，可以有

效信号为连续集，噪声则是断断续续的。其中f(t)为GSR信号序列，WTf(a，τ)称为小波变换

系数，a为尺度因子，τ为平移因子，ψ(t)为基本小波，基本小波ψ(t)经过位移和拉伸得到小

波基函数(1.2)，当小波满足(1.3)时，连续小波存在逆变换，可以得到(1.4)，因为要使用计

算机进行计算，所以要进行离散化处理，得到(1.5)，将(1.5)带回(1.1)，得到(1.6)，将收集

到的GSR信号序列带入(1.6)，可得去噪后的序列：一个低频序列和一个高频序列，低频序列

仍可继续进行小波变换得到更好的数据，但是样本量会减少。高频序列为去噪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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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0043]

[0044] 连续小波的逆变换公式为：

[0045]

[0046] 对连续小波离散变换

[0047] ψj，k(t)＝a0-j/2ψ(a0-jt-kτ0)j∈Z   (1.5)

[0048] 则信号f(t)的离散小波变换(DWT)为：

[0049] WTf(j，k)＝∫f(t)a0-j/2ψ(a0-jt-kτ0)dt   (1.6)

[0050] S32，采用PCA主成分分析法对去噪后的数据进行降维、提取对情绪分类影响值大

于K的特征值，其中K>0；对于去噪后的GSR信号选择其中的24个时域特征和6个频域特征。特

征值：GSR均值、GSR中值、GSR标准差、GSR最大值、GSR最小值、GSR范围、GSR最大值比率、GSR

最小值比率、GSR一阶差分中值、GSR一阶差分绝对值均值、GSR一阶差分最大值、GSR一阶差

分最小值、GSR一阶差分范围、GSR一阶差分最小值比率、GSR一阶差分最大值比率、GSR归一

化一阶差分绝对值均值、GSR二阶差分标准差、GSR二阶差分最小值、GSR二阶差分最大值、

GSR二阶差分范围、GSR二阶差分最小值比率、GSR二阶差分最大值比率、GSR归一化为阶差分

绝对值均值、GSR频域均值、GSR频域中值、GSR频域标准差、GSR频域最大值、GSR频域最小值、

GSR频域范围

[0051] 下面为提取特征涉及到的公式:

[0052] (1)均值公式：

[0053] (2)标准差：

[0054] (3)归一化：

[0055] (4)一阶差分：Δx＝Xn+1-Xn

[0056] (5)二阶差分：2Δx＝Xn+2-Xn

[0057] (6)最大值比率：

[0058] (7)最小值比率：

[0059] (8)归一化(为了简化训练复杂度)：

[0060] 对去噪后的信号段分别提取特性值，Xi是第i个归一化后的特性值；X(i,max)是第

i个原始特征的最大值；X(i,min)是第i个原始特征的最小值。数据分析：

[0061] 特征值有三十个，但众所周知三十个中必然有关联性不大的特征值，为了提高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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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准确率，减少训练维度和难度，选择PCA降维方法将数据作降维处理。将提取特征值的数

据转化为矩阵，然后先根据协方差定义求出对应的协方差矩阵，再根据公式，求出特征向量

X，根据λ的大小对对饮的特征向量进行排序，选取其中合适数量的特征值组成新的矩阵。最

后再把样本对特征向量进行矩阵投影运算，得到可以进行分类的数据。

[0062] 涉及公式如下：

[0063] 协方差公式：

[0064] ∑i，j＝cov(Xi，Xj)＝E[(Xi-μi)(Xj-μj)]

[0065] 特征向量X：(λ0E-A)X＝0,λ为特征值，μ为均值。

[0066] 投影公式：P＝A*(A^TA)^{-1}A^T，T为转置矩阵，A为矩阵

[0067] S33，通过K近邻算法进行对所述特征值情绪分类，得出情绪分析结果。预测与分

类：

[0068] 在最后的情绪分类部分，选择的是K近邻算法，首先通过计算要预测数据与已知样

本点的距离，将距离由小到大排序，再选择前K个点，确定K个点所在情绪类别(如开心，生

气，难过等)出现的频率，返回K个点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情绪类别。其中欧式距离公式：

[0069]

[0070] S4，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将所述情绪分析结果发送至安装有情绪检测应用程序的

移动终端，供家长查看。

[0071] 参见图3，上述检测情绪的方法应用的检测情绪的系统，包括：智能语音开发平台、

开发板、传感器、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和安装有情绪检测应用程序的移动终端；所述智能语

音开发平台，用于接收家长发出的开始检测指令，并对所述开始检测指令进行分析，根据分

析结果触发传感器；所述传感器，用于采集儿童的人体皮肤电阻数据，经开发板发送至数据

处理中心服务器；所述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用于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分析，得到

情绪分析结果；将所述情绪分析结果发送至安装有情绪检测应用程序的移动终端，供家长

查看。

[0072] 在本实施例，还包括：麦克风和音响；所述麦克风，用于接收家长发出的检测情绪

的语音指令，并将所述语音指令经开发板发送至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所述智能语音开发平

台，用于对所述语音指令进行分析，得到字符式指令，并根据所述字符式指令触发传感器。

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根据情绪分析结果向智能语音开发平台发送对应的指令，后传输到开

发板，开发板启动音响，语音播报情绪检测结果。在本实施例，麦克风和音响集成于开发板

上，麦克风接收用户指令，音响执行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要求的行动。

[0073] 在本实施例，所述智能语音开发平台包括：语言识别模块和技能服务模块；所述语

言识别模块，用于对所述语音指令进行分析，转化为字符式指令；所述技能服务模块根据所

述字符式指令匹配触发服务器动作的启动指令，并将所述启动指令发送至开发板。

[0074] 在本实施例，所述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包括：去噪模块、特征值提取模块和情绪分

类模块；所述去噪模块，用于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去噪；所述特征值提取模块，用

于采用PCA主成分分析法对去噪后的数据进行降维、提取对情绪分类影响值大于K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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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其中K>0；所述情绪分类模块，用于通过K近邻算法进行对所述特征值情绪分类，得出情

绪分析结果。

[0075] 本方案通过智能语音开发平台接收家长发出的开始检测指令，并对所述开始检测

指令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触发传感器，传感器采集儿童的人体皮肤电阻数据，经开发板

发送至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对所述人体皮肤电阻数据进行分析，得

到情绪分析结果；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将所述情绪分析结果发送至安装有情绪检测应用程

序的移动终端，供家长查看，可以支持家长不在孩子身边时，即时地检测儿童的情绪，并结

合语音交互系统和传感器技术得到儿童的情绪分析结果，帮助家长更好地关注儿童的情绪

成长状态，并提供了情绪平复等教育建议，帮助家长科学育儿。

[0076]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不能对本发明进行限定，其他的任

何未背离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所做的改变或其它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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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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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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