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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时间检测的智能化

座椅调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采集用户在座

椅上的持续就坐时间；S2、根据用户的持续就坐

时间的长短采集用户不同的身体数据信息；S3、

对用户不同的身体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根据分

析结果为用户选择不同的按摩方案。本发明主要

解决了在用户久坐时根据用户的实际身体状态

为用户进行按摩，防止用户久坐不适的问题，同

时，还根据用户久坐时的身体状态向用户推送相

应的运动建议，使用户能够及时且适当的活动身

体，防止久坐对身体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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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时间检测的智能化座椅调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采集用户在座椅上的持续就坐时间；

S2、根据用户的持续就坐时间的长短采集用户不同的身体数据信息；

S3、对用户不同的身体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为用户选择不同的按摩方

案；

步骤S1具体包括：

采集用户在座椅上的持续就坐时间t；

步骤S2具体包括：

预设有第一时间t1、第二时间t2；

当t≤t1时，采集用户就坐时上半身的图像信息；

当t1<t<t2时，采集用户就坐时全身的图像信息；

当t≥t2时，采集用户就坐时脸部图像信息；

步骤S3具体包括：

预设有第一图像、第二图像、第三图像、第四图像、第五图像、第六图像；

当用户就坐时上半身的图像信息与第一图像匹配时，为用户选择第一按摩方案，当用

户就坐时上半身的图像信息与第二图像匹配时，为用户选择第二按摩方案；

当用户就坐时全身的图像信息与第三图像匹配时，为用户选择第三按摩方案，当用户

就坐时全身的图像信息与第四图像匹配时，为用户选择第四按摩方案；

当用户就坐时脸部图像信息与第五图像匹配时，为用户选择第五按摩方案，当用户就

坐时脸部图像信息与第六图像匹配时，为用户选择第六按摩方案；

第一按摩方案包括腰部按摩，第二按摩方案包括腰部按摩、背部按摩，第三按摩方案包

括腰部按摩、肩部按摩，第四按摩方案包括腰部按摩、背部按摩、肩部按摩，第五按摩方案包

括腰部按摩、背部按摩、肩部按摩，第六按摩方案包括背部按摩；

其中，第一图像为用户就坐时上半身为端正状态，第二图像为用户就坐时上半身为非

端正状态，第三图像为用户就坐时上半身和/或下半身为端正状态，第四图像为用户就坐时

上半身和下半身为非端正状态，第五图像为用户就坐时眼睛为睁开状态，第六图像为用户

就坐时眼睛为关闭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时间检测的智能化座椅调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具

体包括：

利用腰部按摩装置执行腰部按摩方案，利用肩部按摩装置执行肩部按摩方案，利用背

部按摩装置执行背部按摩方案；

所述腰部按摩装置设于座椅靠背与坐垫连接处，所述肩部按摩装置设于座椅靠背顶

部，所述背部按摩装置设于座椅靠背上且与座椅靠背面积相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时间检测的智能化座椅调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还

包括：

根据用户的持续就坐时间的长短向用户推送不同的运动建议；

当t≤t1时，向用户推送第一运动建议；

当t1<t<t2时，向用户推送第二运动建议；

当t≥t2时，向用户推送第三运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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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第一运动建议包括腰部运动建议，第二运动建议包括腰部运动建议、肩部运

动建议，第三运动建议包括腰部运动建议、肩部运动建议、背部运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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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时间检测的智能化座椅调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家居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时间检测的智能化座椅调控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全球每年有200多万人因久坐而死亡，且70％的疾病都将由坐得太久而引起，因

此，久坐被列为十大致死、致病杀手之一。久坐加速死亡绝不是危言耸听，其带来的危害是

相当大的。据巴西科学杂志报道：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椅子上的人，心脏病发作的机率

比常人高出54％；每天坐着的时间超过6小时的人，未来15年内死亡的几率，要比每天坐着

的时间少于3小时者高出40％。

[0003] 现在，虽然大多数人知道久坐的危害，但是，由于工作和学习的原因，常常忘了定

时站起来活动，尤其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紧张学习的学生，往往一坐就是1至2个小时，甚

至半天，给身体造成了很大伤害。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时间检测的智能化座椅调

控方法。

[0005] 本发明提出的基于时间检测的智能化座椅调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采集用户在座椅上的持续就坐时间；

[0007] S2、根据用户的持续就坐时间的长短采集用户不同的身体数据信息；

[0008] S3、对用户不同的身体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为用户选择不同的按

摩方案。

[0009] 优选地，步骤S1具体包括：

[0010] 采集用户在座椅上的持续就坐时间t；

[0011] 优选地，步骤S2具体包括：

[0012] 预设有第一时间t1、第二时间t2；

[0013] 当t≤t1时，采集用户就坐时上半身的图像信息；

[0014] 当t1<t<t2时，采集用户就坐时全身的图像信息；

[0015] 当t≥t2时，采集用户就坐时脸部图像信息。

[0016] 优选地，步骤S3具体包括：

[0017] 预设有第一图像、第二图像、第三图像、第四图像、第五图像、第六图像；

[0018] 当用户就坐时上半身的图像信息与第一图像匹配时，为用户选择第一按摩方案，

当用户就坐时上半身的图像信息与第二图像匹配时，为用户选择第二按摩方案；

[0019] 当用户就坐时全身的图像信息与第三图像匹配时，为用户选择第三按摩方案方

案，当用户就坐时全身的图像信息与第四图像匹配时，为用户选择第四按摩方案；

[0020] 当用户就坐时脸部图像信息与第五图像匹配时，为用户选择第五按摩方案，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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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就坐时脸部图像信息与第六图像匹配时，为用户选择第六按摩方案；

[0021] 优选地，第一按摩方案包括腰部按摩，第二按摩方案包括腰部按摩、背部按摩，第

三按摩方案包括腰部按摩、肩部按摩，第四按摩方案包括腰部按摩、背部按摩、肩部按摩，第

五按摩方案包括腰部按摩、背部按摩、肩部按摩，第六按摩方案包括背部按摩；

[0022] 其中，第一图像为用户就坐时上半身为端正状态，第二图像为用户就坐时上半身

为非端正状态，第三图像为用户就坐时上半身和/或下半身为端正状态，第四图像为用户就

坐时上半身和下半身为非端正状态，第五图像为用户就坐时眼睛为睁开状态，第六图像为

用户就坐时眼睛为关闭状态。

[0023] 优选地，步骤S3具体包括：

[0024] 利用腰部按摩装置执行腰部按摩方案，利用肩部按摩装置执行肩部按摩方案，利

用背部按摩装置执行背部按摩方案；

[0025] 优选地，所述腰部按摩装置设于座椅靠背与坐垫连接处，所述肩部按摩装置设于

座椅靠背顶部，所述背部按摩装置设于座椅靠背上且与座椅靠背面积相等。

[0026] 优选地，步骤S3还包括：

[0027] 根据用户的持续就坐时间的长短向用户推送不同的运动建议；

[0028] 当t≤t1时，向用户推送第一运动建议；

[0029] 当t1<t<t2时，向用户推送第二运动建议；

[0030] 当t≥t2时，向用户推送第三运动建议；

[0031] 其中，所述第一运动建议包括腰部运动建议，第二运动建议包括腰部运动建议、肩

部运动建议，第三运动建议包括腰部运动建议、肩部运动建议、背部运动建议。

[0032] 本发明主要解决了在用户久坐时根据用户的实际身体状态为用户进行按摩，防止

用户久坐不适的问题，同时，还根据用户久坐时的身体状态向用户推送相应的运动建议，使

用户能够及时且适当的活动身体，防止久坐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具体地，本发明根据用户在

座椅上的持续就坐时间选择性的采集用户不同的身体数据信息，并对采集的身体数据信息

进行分析，主要通过用户坐姿的端正与否在判断用户身体的疲惫状态，并根据用户身体疲

惫状态的不同为用户选择不同的按摩方案，通过按摩来缓解用户的身体的疲劳，防止用户

久坐对身体机能造成损伤，实现对用户身体状态的智能化监控和调节。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一种基于时间检测的智能化座椅调控方法的步骤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如图1所示，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时间检测的智能化座椅调控方法。

[0035] 参照图1，本发明提出的基于时间检测的智能化座椅调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S1、采集用户在座椅上的持续就坐时间t；

[0037] S2、根据用户的持续就坐时间的长短采集用户不同的身体数据信息；

[0038] 本实施方式中，步骤S2具体包括：

[0039] 预设有第一时间t1、第二时间t2；

[0040] 当t≤t1时，表明用户的持续就坐时间较短，此时采集用户就坐时上半身的图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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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0041] 当t1<t<t2时，表明用户的持续就坐时间有所增加，此时为提高对用户身体疲惫状

态检测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采集用户就坐时全身的图像信息；

[0042] 当t≥t2时，表明用户的持续就坐时间较长，为判断用户是否已经睡着，此时采集

用户就坐时脸部图像信息。

[0043] S3、对用户不同的身体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为用户选择不同的按

摩方案。

[0044] 本实施方式中，步骤S3具体包括：

[0045] 预设有第一图像、第二图像、第三图像、第四图像、第五图像、第六图像；

[0046] 当用户就坐时上半身的图像信息与第一图像匹配时，第一图像为用户就坐时上半

身为端正状态，表明此时用户的身体离疲惫状态较远，则为用户选择第一按摩方案，第一按

摩方案包括腰部按摩，利用腰部按摩来放松用户的腰部，防止用户继续就坐时腰部不适；当

用户就坐时上半身的图像信息与第二图像匹配时，第二图像为用户就坐时上半身为非端正

状态，表明此时用户的身体可能处于疲惫状态，则为用户选择第二按摩方案，第二按摩方案

包括腰部按摩、背部按摩，通过增加背部按摩来减轻用户身体的不适感，同时通过腰部按摩

和背部按摩来提高用户身体机能的稳定性；

[0047] 当用户就坐时全身的图像信息与第三图像匹配时，第三图像为用户就坐时上半身

和/或下半身为端正状态，表明用户有一定的疲惫程度，则为用户选择第三按摩方案方案，

第三按摩方案包括腰部按摩、肩部按摩，通过放松腰部和肩部来缓解用户的疲劳；当用户就

坐时全身的图像信息与第四图像匹配时，第四图像为用户就坐时上半身和下半身为非端正

状态，表明用户身体较为疲惫，此时为全面放松用户的腰部、肩部、背部，为用户选择第四按

摩方案，第四按摩方案包括腰部按摩、背部按摩、肩部按摩，以全面对用户的不同身体部位

进行放松和调节，防止长时间的就坐造成腰部、肩部、背部的不适；

[0048] 当用户就坐时脸部图像信息与第五图像匹配时，第五图像为用户就坐时眼睛为睁

开状态，即用户没有睡着，此时为用户选择第五按摩方案，第五按摩方案包括腰部按摩、背

部按摩、肩部按摩，由于用户就坐的时间的较长，因此对腰部、肩部、背部均进行按摩放松，

保证用户身体的舒适性；当用户就坐时脸部图像信息与第六图像匹配时，第六图像为用户

就坐时眼睛为关闭状态，表明此时用户已睡着或者处于休憩状态，则为用户选择第六按摩

方案，第六按摩方案包括背部按摩，防止过多部位的按摩影响用户的休息效果，在保证对用

户身体机能智能化调节的基础上避免影响用户的实际生活状态。

[0049] 本实施方式中，步骤S3具体包括：

[0050] 利用腰部按摩装置执行腰部按摩方案，利用肩部按摩装置执行肩部按摩方案，利

用背部按摩装置执行背部按摩方案；

[0051] 优选地，所述腰部按摩装置设于座椅靠背与坐垫连接处，以对用户的腰部进行针

对性的按摩；所述肩部按摩装置设于座椅靠背顶部，以准确地对用户的肩部进行按摩，保证

肩部按摩的有效性；所述背部按摩装置设于座椅靠背上且与座椅靠背面积相等，以对用户

的背部进行全面的按摩，保证背部按摩的效果。

[0052] 本实施方式中，步骤S3还包括：

[0053] 根据用户的持续就坐时间的长短向用户推送不同的运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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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当t≤t1时，向用户推送第一运动建议；

[0055] 当t1<t<t2时，向用户推送第二运动建议；

[0056] 当t≥t2时，向用户推送第三运动建议；

[0057] 其中，所述第一运动建议包括腰部运动建议，第二运动建议包括腰部运动建议、肩

部运动建议，第三运动建议包括腰部运动建议、肩部运动建议、背部运动建议；如此，根据用

户持续就坐时间的长短向用户推送不同的运动建议，以对用户腰部、肩部、背部进行针对性

的活动，避免久坐对用户身体造成的损伤，保证用户身体的健康。

[0058] 本实施方式主要解决了在用户久坐时根据用户的实际身体状态为用户进行按摩，

防止用户久坐不适的问题，同时，还根据用户久坐时的身体状态向用户推送相应的运动建

议，使用户能够及时且适当的活动身体，防止久坐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具体地，本实施方式

根据用户在座椅上的持续就坐时间选择性的采集用户不同的身体数据信息，并对采集的身

体数据信息进行分析，主要通过用户坐姿的端正与否在判断用户身体的疲惫状态，并根据

用户身体疲惫状态的不同为用户选择不同的按摩方案，通过按摩来缓解用户的身体的疲

劳，防止用户久坐对身体机能造成损伤，实现对用户身体状态的智能化监控和调节。

[005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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