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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

机器人，包括：吊坠鱼机器人本体、无线微型摄像

头、心率传感器、总开关按钮、充电口、SIM卡卡

槽、震动传感器；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

为吊坠鱼形，无线微型摄像头、心率传感器设置

在吊坠鱼眼睛处。本发明以幼童日常佩戴的饰品

为载体，增加隐蔽性；以识别接触者微表情和人

体异常行为为主，以监测幼童身体异常状况为辅

来进行危险预警；若检测到异常行为，则将分析

结果告知其监护人来进行二次判断，同时对佩戴

者进行实时定位，以此大幅度降低误判的概率；

增加了手动报警装置，即用指纹识别技术来主动

报警；危险信号隐蔽性提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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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吊坠鱼机

器人本体、无线微型摄像头（1）、心率传感器（2）、总开关按钮（3）、充电口（4）、SIM卡卡

槽（5）、震动传感器（6）；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为吊坠鱼形，无线微型摄像头（1）、心

率传感器（2）设置在吊坠鱼眼睛处；SIM卡卡槽（5）设置在吊坠鱼鱼鳍处；总开关按钮（3）设

置在鱼嘴处；充电口（4）设置在鱼腹部；震动传感器（6）设置在吊坠鱼本体内部；吊坠鱼机器

人本体鱼尾处能与前部分离，吊坠鱼机器人本体鱼尾处设有指纹主动报警器，吊坠鱼机器

人本体鱼尾与前部连接处设有指纹识别器；吊坠鱼机器人本体鱼尾为夹子，能夹在袖口、口

袋的位置，用以防止犯罪分子将佩戴者的手捆绑而无法报警；吊坠鱼机器人本体与吊链通

过卡槽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其特征在于，

所述无线微型摄像头：

安装在门口、客厅、卧室，路由器无线连接，能和手机相连，360度无死角监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其特征在于，

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包括人体行为异常识别功能：

在幼童独处时，机器人能通过摄像机视频采集机器得到周围的视频，进行图像视觉的

分析和处理，检测处视频中人体的行为，包括人体的体态、手势、表情，这些视觉线索综合起

来表达了对方潜在的意图和情绪的信息；检测和理解人的各种行为，包括简单的单人运动

行为、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多人的群体性运动以及人与环境中的事物的复杂的交互运

动行为；同时结合视频中的场景，对人体行为的目的和所要传递的信息进行语义的描述和

表达，并判断出人体行为是否有异常；随后机器人对检测出包含有异常行为的视频发送给

监护人，以供监护人对幼童周围可能存在的危险行为有及时的判断；

当获取到幼童一段时间内的视频后，基于所获得的视频，机器人做前景目标提取、目标

分割于识别、目标运动跟踪和目标行为分析；

前景目标提取：在机器人中嵌入的摄像头所监控的视频中将运动目标与背景分离出

来，得到目标的轮廓或者整体区域；

目标分割于识别：目标分割是利用原始的三通道图像，根据颜色信息和梯度信息，将图

像中的目标分割成独立的部分；在遇到遮挡、重叠的情况时，图像分割的效果优劣也直接决

定后期的识别准确率；目标识别是根据目标的轮廓信息，提取其特征信息进行模版匹配，最

后将其分类；

目标运动跟踪：是利用目标连续帧的信息，总结其质心，轨迹的运动特征，实时的跟踪

并保存每个目标团块的特征信息；

目标行为分析：包括定义异常行为和提出异常行为判别的依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其特征在于，

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基于心跳频率传感器检测的自动报警功能：

基于心跳频率传感器检测模块由反射式红外传感器、单片机和LED显示器组成；其主要功能

是根据人体组织半透明度随着心脏的搏动改变，由红外传感器探测到这一变化，通过专用

集成电路将信号放大并利用，从而获得心跳的频率；机器人通过心跳频率传感器实时采集

幼童的心跳频率并传输给心跳频率处理控制装置，该装置判断接收值是否在正常阈值范围

内，如果不在正常范围内，通过预警装置提醒监护人幼童的异常状态。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211330 A

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其特征在于，

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实时定位功能：

实时定位用于幼童处于危险状态时机器人能定位到具体位置，为警方展开营救提供位

置信息，减少营救的时间；机器人能在检测到可能存在的危险的时候及时的发送位置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其特征在于，

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自动识别危险功能：

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将以随身的饰品或者挂件的形式进行隐蔽性的安全防

护，包括项链、手环、发卡；在内设置有摄像头，能进行长时间的视频录像以及对视频中的人

体行为进行分析和识别，主要对佩戴者所接触的人进行识别，识别人的异常行为，并且进行

异常行为检测预警；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能存储电话、并且能与交流设备进行连

接，包括微信、QQ；佩戴者将家人朋友的电话和微信存储和连接在预警机器人中。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其特征在于，

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主动启动预警功能：

在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中存储佩戴者的指纹信息，能依靠佩戴者手动指纹识

别来启动预警装置，同样用电话响铃、视频传送至手机以及实时定位来告知家人采取有效

的措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其特征在于，

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感应预警功能：

在无法进行准确的行为识别的同时，被害者又来不及进行自主启动迫害预警装置时，

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能通过检测佩戴者的身体情况来判断是否已经受到迫害，并

且启动预警装置告知家人。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其特征在于，

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危险报警功能：

如果迫害预警装置启动，并且已经由家人确认时，启动危险报警装置；幼童危险迫害微

型预警机器人在设置时选择提示方式：特定频率铃声；轻微震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隐蔽性

的提示佩戴者注意安全，有危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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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器人，具体涉及一种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科技的发展带来社会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社会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近年

来，社会上有很多幼童不幸遭遇性侵、猥琐、绑架、失联等事件；但相较而言幼童对很多犯罪

行为是无意识的，且遇害时难以第一时间告知家人。针对幼童遇害的情况，目前市场上大多

数都是自救型产品，如：高分贝报警器、360-儿童手表3S、米兔儿童手表、定位童鞋等。这些

产品主要实现了定位、报警、通话等功能，但是它们对于隐蔽性犯罪分子并不适用。主要存

在的问题有：产品功能需要佩戴者主动启用，而在此时，危险可能已经发生；产品基本采用

振动的方式进行危险提示，隐蔽性难以保障；特殊的危险情况没有被考虑进来，产品功能不

够全面；产品的误报警率较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包括：吊坠鱼机器

人本体、无线微型摄像头、心率传感器、总开关按钮、充电口、SIM卡卡槽、震动传感器；幼童

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为吊坠鱼形，无线微型摄像头、心率传感器设置在吊坠鱼眼睛处；

SIM卡卡槽设置在吊坠鱼鱼鳍处；总开关按钮设置在鱼嘴处；充电口设置在鱼腹部；震动传

感器设置在吊坠鱼本体内部；吊坠鱼机器人本体鱼尾处能与前部分离，吊坠鱼机器人本体

鱼尾处设有指纹主动报警器，吊坠鱼机器人本体鱼尾与前部连接处设有指纹识别器；吊坠

鱼机器人本体鱼尾为夹子，能夹在袖口、口袋的位置，用以防止犯罪分子将佩戴者的手捆绑

而无法报警；吊坠鱼机器人本体与吊链通过卡槽连接。

[0005] 进一步地，所述无线微型摄像头：

安装在门口、客厅、卧室，路由器无线连接，能和手机相连，360度无死角监控。

[0006] 更进一步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包括人体行为异常识别功能：

在幼童独处时，机器人能通过摄像机视频采集机器得到周围的视频，进行图像视觉的

分析和处理，检测处视频中人体的行为，包括人体的体态、手势、表情，这些视觉线索综合起

来表达了对方潜在的意图和情绪的信息；检测和理解人的各种行为，包括简单的单人运动

行为、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多人的群体性运动以及人与环境中的事物的复杂的交互运

动行为；同时结合视频中的场景，对人体行为的目的和所要传递的信息进行语义的描述和

表达，并判断出人体行为是否有异常；随后机器人对检测出包含有异常行为的视频发送给

监护人，以供监护人对幼童周围可能存在的危险行为有及时的判断；

当获取到幼童一段时间内的视频后，基于所获得的视频，机器人做前景目标提取、目标

分割于识别、目标运动跟踪和目标行为分析；

前景目标提取：在机器人中嵌入的摄像头所监控的视频中将运动目标与背景分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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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得到目标的轮廓或者整体区域；

目标分割于识别：目标分割是利用原始的三通道图像，根据颜色信息和梯度信息，将图

像中的目标分割成独立的部分；在遇到遮挡、重叠的情况时，图像分割的效果优劣也直接决

定后期的识别准确率；目标识别是根据目标的轮廓信息，提取其特征信息进行模版匹配，最

后将其分类；

目标运动跟踪：是利用目标连续帧的信息，总结其质心，轨迹的运动特征，实时的跟踪

并保存每个目标团块的特征信息；

目标行为分析：包括定义异常行为和提出异常行为判别的依据。

[0007] 更进一步地，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基于心跳频率传感器检测

的自动报警功能：基于心跳频率传感器检测模块由反射式红外传感器、单片机和LED显示器

组成；其主要功能是根据人体组织半透明度随着心脏的搏动改变，由红外传感器探测到这

一变化，通过专用集成电路将信号放大并利用，从而获得心跳的频率；机器人通过心跳频率

传感器实时采集幼童的心跳频率并传输给心跳频率处理控制装置，该装置判断接收值是否

在正常阈值范围内，如果不在正常范围内，通过预警装置提醒监护人幼童的异常状态。

[0008] 更进一步地，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实时定位功能：

实时定位用于幼童处于危险状态时机器人能定位到具体位置，为警方展开营救提供位

置信息，减少营救的时间；机器人能在检测到可能存在的危险的时候及时的发送位置信息。

[0009] 更进一步地，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自动识别危险功能：

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将以随身的饰品或者挂件的形式进行隐蔽性的安全防

护，包括项链、手环、发卡；在内设置有摄像头，能进行长时间的视频录像以及对视频中的人

体行为进行分析和识别，主要对佩戴者所接触的人进行识别，识别人的异常行为，并且进行

异常行为检测预警；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能存储电话、并且能与交流设备进行连

接，包括微信、QQ；佩戴者将家人朋友的电话和微信存储和连接在预警机器人中。

[0010] 更进一步地，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主动启动预警功能：

在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中存储佩戴者的指纹信息，能依靠佩戴者手动指纹识

别来启动预警装置，同样用电话响铃、视频传送至手机以及实时定位来告知家人采取有效

的措施。

[0011] 更进一步地，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 感应预警功能：

在无法进行准确的行为识别的同时，被害者又来不及进行自主启动迫害预警装置时，

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能通过检测佩戴者的身体情况来判断是否已经受到迫害，并

且启动预警装置告知家人。

[0012] 更进一步地，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危险报警功能：

如果迫害预警装置启动，并且已经由家人确认时，启动危险报警装置；幼童危险迫害微

型预警机器人在设置时选择提示方式：特定频率铃声；轻微震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隐蔽性

的提示佩戴者注意安全，有危险发生。

[0013] 本发明的优点：

本发明的一种微型具有隐蔽性的幼童危险预警机器人，以幼童日常佩戴的饰品为载

体，增加隐蔽性；以识别接触者微表情和人体异常行为为主，以监测幼童身体异常状况为辅

来进行危险预警；若检测到异常行为，则将分析结果告知其监护人来进行二次判断，同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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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者进行实时定位，以此大幅度降低误判的概率；增加了手动报警装置，即用指纹识别技

术来主动报警；危险信号隐蔽性提示的功能。

[0014] 本发明用于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无论其是否具有是非判断能力，都能在人身

安全遭到威胁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从而降低受害事件的发生。

[0015] 除了上面所描述的目的、特征和优点之外，本发明还有其它的目的、特征和优点。

下面将参照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16]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示意性实

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一种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的吊链连接的组合

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一种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的鱼尾连接的组合

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的一种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的自动识别危险功

能流程图；

图5是本发明的一种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的主动启动预警功

能流程图；

图6是本发明的一种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的感应预警功能流

程图。

[0018] 附图标记：

1为无线微型摄像头、2为心率传感器、3为总开关按钮、4为充电口、

5为SIM卡卡槽、6为震动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0] 参考图1至图3，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包括：吊坠

鱼机器人本体、无线微型摄像头1、心率传感器2、总开关按钮3、充电口4、SIM卡卡槽5、震动

传感器6；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为吊坠鱼形，无线微型摄像头1、心率传感器2设置

在吊坠鱼眼睛处；SIM卡卡槽5设置在吊坠鱼鱼鳍处；总开关按钮3设置在鱼嘴处；充电口4设

置在鱼腹部；震动传感器6设置在吊坠鱼本体内部；吊坠鱼机器人本体鱼尾处能与前部分

离，吊坠鱼机器人本体鱼尾处设有指纹主动报警器，吊坠鱼机器人本体鱼尾与前部连接处

设有指纹识别器；吊坠鱼机器人本体鱼尾为夹子，能夹在袖口、口袋的位置，用以防止犯罪

分子将佩戴者的手捆绑而无法报警；吊坠鱼机器人本体与吊链通过卡槽连接。指纹主动报

警器通过指纹识别器识别指纹后进行报警。

[0021] 所述无线微型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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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门口、客厅、卧室等地方，使用方便，路由器无线连接，能和手机相连，360度无死

角监控。

[0022] 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包括人体行为异常识别功能：

在幼童独处时，机器人能通过摄像机等视频采集机器得到周围的视频，进行图像视觉

的分析和处理，检测处视频中人体的行为，包括人体的体态、手势、表情，这些视觉线索综合

起来表达了对方潜在的意图和情绪等信息；检测和理解人的各种行为，包括简单的单人运

动行为、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多人的群体性运动以及人与环境中的事物的复杂的交互

运动行为；同时结合视频中的场景，对人体行为的目的和所要传递的信息进行语义的描述

和表达，并判断出人体行为是否有异常；随后机器人对检测出包含有异常行为的视频发送

给监护人，以供监护人对幼童周围可能存在的危险行为有及时的判断；

当获取到幼童一段时间内的视频后，基于所获得的视频，机器人做前景目标提取、目标

分割于识别、目标运动跟踪和目标行为分析；

前景目标提取：在机器人中嵌入的摄像头所监控的视频中将运动目标与背景分离出

来，得到目标的轮廓或者整体区域；

目标分割于识别：目标分割是利用原始的三通道图像，根据颜色信息和梯度信息，将图

像中的目标分割成独立的部分；在遇到遮挡、重叠的情况时，图像分割的效果优劣也直接决

定后期的识别准确率；目标识别是根据目标的轮廓信息，提取其特征信息进行模版匹配，最

后将其分类；

目标运动跟踪：是利用目标连续帧的信息，总结其质心，轨迹等运动特征，实时的跟踪

并保存每个目标团块的特征信息；

目标行为分析：包括定义异常行为和提出异常行为判别的依据。

[0023] 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包括基于心跳频率传感器检测的自动报警功

能：基于心跳频率传感器检测模块由反射式红外传感器、单片机和LED显示器组成；其主要

功能是根据人体组织半透明度随着心脏的搏动改变，由红外传感器探测到这一变化，通过

专用集成电路将信号放大并利用，从而获得心跳的频率；机器人通过心跳频率传感器实时

采集幼童的心跳频率并传输给心跳频率处理控制装置，该装置判断接收值是否在正常阈值

范围内，如果不在正常范围内，通过预警装置提醒监护人幼童的异常状态。

[0024] 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包括实时定位功能：

实时定位用于幼童处于危险状态时机器人能定位到具体位置，为警方展开营救提供位

置信息，减少营救的时间；机器人可以在检测到可能存在的危险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发送位

置信息。

[0025] 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自动识别危险功能：

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将以随身的饰品或者挂件的形式进行隐蔽性的安全防

护，包括项链、手环、发卡；在内设置有摄像头，能进行长时间的视频录像以及对视频中的人

体行为进行分析和识别，主要对佩戴者所接触的人进行识别，识别人的异常行为，并且进行

异常行为检测预警；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能存储电话、并且能与交流设备进行连

接，包括微信、QQ；佩戴者将家人朋友的电话和微信存储和连接在预警机器人中。

[0026] 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主动启动预警功能：

在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中存储佩戴者的指纹信息，能依靠佩戴者手动指纹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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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来启动预警装置，同样用电话响铃、视频传送至手机以及实时定位来告知家人采取有效

的措施。

[0027] 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 感应预警功能：

在无法进行准确的行为识别的同时，被害者又来不及进行自主启动迫害预警装置时，

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能通过检测佩戴者的身体情况来判断是否已经受到迫害，并

且启动预警装置告知家人。

[0028] 所述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还包括危险报警功能：

如果迫害预警装置启动，并且已经由家人确认时，启动危险报警装置；幼童危险迫害微

型预警机器人在设置时选择提示方式：特定频率铃声；轻微震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隐蔽性

的提示佩戴者注意安全，有危险发生。

[0029] 本发明为了实现隐蔽性以及实用性，设计为儿童吊坠鱼的形式。鱼眼睛处设计为

微型摄像头和心率传感器；鱼鳍处设计为SIM卡卡槽；鱼嘴为产品总开关；鱼腹部有充电口

（和普通安卓手机是通用的接口）；震动传感器在鱼体内部；在鱼尾处可以分离，设计为指纹

主动报警器，抽出部分为指纹识别器，尾部为夹子可以夹在袖口、口袋等位置，防止犯罪分

子将佩戴者的手捆绑而无法报警。

[0030] 无线微型摄像头：

传统摄像头、录像机体积大，醒目，而且还带线，容易被发现从而被不法分子损坏失去

价值，远不如无线摄像头好用。现在流行的是无线微型摄像头，不仅能实时远程监控，功能

也更加强大。现在市面上的无线微型摄像头的应用有很多，比如：有一款可以在不接电的情

况下，它一样能布防长达五天之久，先进的人体感应技术可以即时感应到异常移动并发送

提醒至你的手机，这种微型摄像头隐蔽性强，有网无网照样看，在没有光的区域也可拍摄，

且不发光，手机远程可实时的查看现场直播，可以远程一键灭指示灯，避免引起注意；一款

造型美观大方的家用网络摄像头，可以安装在门口、客厅、卧室等地方，使用方便，路由器无

线连接，可以和手机相连，360度无死角监控。

[0031] 所以本发明由于隐蔽性以及微型的需求，在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中也使

用这种无线微型摄像头，摄像头的大小直径约为1厘米，工作电压1.8V，在项链的左边鱼眼

睛处设置为摄像头，进行实时的摄像，并且增加了隐蔽性。

[0032] 心率感应器：

心率监测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本发明运用的是一种光电透射测量法，原理上来说就

是产品与皮肤接触的传感器会发出一束光打在皮肤上，测量反射/透射的光。因为血液对特

定波长的光有吸收作用，每次心脏泵血时，该波长都会被大量吸收，以此就可以确定心跳。

目前市面上的智能手环或手表监测心率的功能多是采用了光电透射测量法。大小大约在1

厘米左右，安装位置在本产品右边鱼眼睛处，可以贴近皮肤进行检测。

[0033] 指纹识别：

指纹，由于其具有终身不变性、唯一性和方便性，已几乎成为生物特征识别的代名词。

指纹是指人的手指末端正面皮肤上凸凹不平产生的纹线。纹线有规律的排列形成不同的纹

型。应用到我们的微型幼童迫害预警机器人中对其有更专业的身份鉴定，目前指纹采集头

可以更加小型化，并且价格会更加的低廉。我们所采用的微型指纹识别采用一家名为

CrucialTek的团队发布了一种微型指纹识别器，它能够识别到的最小表面积只有8平方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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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算上外部的包装，这种传感器只占用18.72平方毫米面积。

[0034] 定位系统：

现有的定位技术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GPS的定位，一种是基于移动运营网的基站的定

位。

[0035] 基于GPS的定位是利用GPS定位模块接收GPS卫星发出的信号，利用这些信号进行

导航定位。基站定位是利用基站对手机的距离测算距离来确定手机位置的，需要网络把定

位信息发送过来。在我国，基站位置目前仍属于保密内容，不可能拿到准确的基站位置数据

库，国家也不允许移动运营商提供基站位置信息。而GPS定位精度较高，因此选择GPS定位与

基站定位相结合来实现准确定位。

[0036] 现在的GPS定位器系列的产品都是需要流量来传递定位信息的，只定位的话，用的

流量不多的，一般是用2G网络，一个月30M就足够了。

[0037] 本发明具有以下的功能：

人体行为异常识别：

在幼童独处时，机器人可以通过摄像机等视频采集机器得到周围的视频，进行图像视

觉的分析和处理，检测处视频中人体的行为，比如人体的体态、手势、表情等，这些视觉线索

综合起来表达了对方潜在的意图和情绪等信息。检测和理解人的各种行为，包括简单的单

人运动行为、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多人的群体性运动以及人与环境中的事物的复杂的

交互运动行为等。同时结合视频中的场景，对人体行为的目的和所要传递的信息进行语义

的描述和表达，并判断出人体行为是否有异常。随后机器人对检测出包含有异常行为的视

频发送给监护人，以供监护人对幼童周围可能存在的危险行为有及时的判断。

[0038] 当获取到幼童一段时间内的视频后，基于所获得的视频，机器人做前景目标提取、

目标分割于识别、目标运动跟踪和目标行为分析几个方面。1.前景目标提取是指在机器人

中嵌入的摄像头所监控的视频中将运动目标（也即前景）与背景分离出来，得到目标的轮廓

或者整体区域。这是处理流程的第一步，由于后期的处理都是基于该前景图像，因此它的处

理效果好坏将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识别准确率。通常的前景提取方法有光流法，连续帧的

帧间差分法以及基于背景更新的差分法。2.目标分割于识别，目标分割是利用原始的三通

道图像，根据颜色信息和梯度信息，将图像中的目标分割成独立的部分。在遇到遮挡、重叠

的情况时，图像分割的效果优劣也直接决定后期的识别准确率。目标识别是根据目标的轮

廓信息，提取其特征信息进行模版匹配，最后将其分类。3.目标运动跟踪是利用目标连续帧

的信息，总结其质心，轨迹等运动特征，实时的跟踪并保存每个目标团块的特征信息。4.目

标行为分析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是如何定义异常行为和提出异常行为判别的依据。

[0039] 异常行为检测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本发明所提出的智能机器人通过视

频传输来感知外界的行为，就像机器拥有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目前的智能机器人已

经能够与人进行简单的语言交流、人脸识别、手势识别等，还可以通过视觉感知外部复杂的

环境，结合人体手势和行为实现人体行为的理解。

[0040] 基于心跳频率传感器检测的自动报警：

目前关于心率检测基本实现原理由两大类：

将多普勒雷达技术与高速信号处理技术相结合，实现快速傅里叶变换和频率响应曲线

很陡的滤波功能，这样就可以从杂乱的回波信号中提取出人体所特有的心率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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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由红外传感器作探测装置通过接触人体表面而获得心率信号，随着心脏的搏动，

人体组织半透明度随之改变，当心脏将血液推入动脉时，血液组织的半透明度减低，传输到

光敏器件上的红外线变弱，红外线接收器的输出信号较小，从而实现对心跳信号的取样。

[0042] 测试仪是由反射式红外传感器、单片机和LED显示器组成。其主要是根据人体组织

半透明度随着心脏的搏动改变这个原理（即当血液送到人体组织时，组织的半透明度减小；

当血液流回心脏时，组织的半透明度增大），由红外传感器探测到这一变化，通过专用集成

电路将信号放大并利用，从而获得心跳的频率。我们的机器人通过心跳频率传感器实时采

集幼童的心跳频率并传输给心跳频率处理控制装置，该装置判断接收值是否在正常阈值范

围内，如果不在正常范围内，通过预警装置提醒监护人幼童的异常状态

实时定位：

本发明所提出的实时定位是用于幼童处于危险状态时机器人可以定位到具体位置，为

警方展开营救提供位置信息，减少营救的时间。因为当幼童处于危险情况的时候，比如被诱

拐到异地，此时对幼童来说环境陌生，没有能力实施自救；或者当幼童遭遇性侵，幼童无法

辨别且无力反抗。关于幼童所可能遇到的迫害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犯罪者都会选择隐

蔽性较好的地方作案。如果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在检测到可能存在的危险的时候可以及时的

发送位置信息，我们也就可以更加及时对作出行动。

[0043]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定位技术是机器人领域的研究热点，现在大多数机器

人采用激光和视觉定位，无论是激光还是视觉，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运算量大、环境适

应性差等问题；  UWB是一种无载波通信技术，利用纳秒至微微秒极的非正弦波窄脉冲传输

数据，通过在较宽的频谱上传送极低功率的信号。优点在于传输功率高，功耗小，抗干扰能

力和穿透能力强，高精度和高准确性的定位，从而实现特定目标的。UWB定位技术首先在环

境中布置一些锚点，之后基于无线测量物体与锚点的距离或时间，计算得出物体的位置。

UWB定位不论收还是发，都需要相应的RF射频模组，模组可分别设置为标签和锚点，锚点固

定不动，标签放在运动的机器人上。UWB基站只需要供电，不需要接入网络，从显示终端上对

标签完成配置之后，标签会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选择适当的基站进行定位。将计算结果直

接输出到机器人的控制主办，并且同时通过板载的wifi模块，将实时位置输出到显示终端

上。

[0044] 参考图4，如图4所示，自动识别危险功能：

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将以随身的饰品或者挂件的形式进行隐蔽性的安全防

护，如幼童佩戴的项链、手环、发卡等。在内设置有摄像头，可以进行长时间的视频录像以及

对视频中的人体行为进行分析和识别，主要对佩戴者所接触的人进行识别，识别人的异常

行为，并且进行异常行为检测预警。这个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可以存储电话、并且

可以与交流设备进行连接，如：微信、QQ等。佩戴者将家人朋友的电话和微信存储和连接在

预警机器人中。

[0045] 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一些隐蔽性的危险行为孩子无法正确的识别，这款机器人

可以实时对外界进行视频分析和行人的异常行为识别，当发现有异常的行为出现时，对存

储的电话号码发送短信提示，并且对关联的微信号码发送消息提示以及发送实时的定位，

同时机器人还要将被检测出有异常行为视频按照短视频的方式截取发送到所挂的微信号

码上，通知孩子父母和家人，并且由家人来进一步判别行人的行为是否有危险性。这样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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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判断的优势在于，有些产品直接进行警报或者提示进行报警装置，有可能有误判的可

能性，而机器的只能作为预判，将预判的危险行为以视频（第一视角）的形式来展现给家长，

家长判别真的有危险时再启动危险报警装置。

[0046] 参考图5，如图5所示，主动启动预警功能：

由于本产品的机器人主要根据人体的异常行为识别进行预判，对于一些犯罪分子在表

面上没有伤害性的行为，而是在语言上进行诱拐或者哄骗等，佩戴者在察觉有危险的情况

下可以进行手动启动预警。在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中存储佩戴者的指纹信息，可

以依靠佩戴者手动指纹识别来启动预警装置，同样用电话响铃、视频传送至手机以及实时

定位来告知家人采取有效的措施。由于在大部分情况下，被诱骗者后知后觉发现上当之后，

难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自救，因此本产品的启动预警功能可以帮助受害者进行有效的自

救。

[0047] 参考图6，如图6所示，感应预警功能：

被害者的受迫害方式有很多种，比如犯罪分子并没有在正面进行犯罪手段，而是采取

背后的突然袭击，在无法进行准确的行为识别的同时，被害者又来不及进行自主启动迫害

预警装置时，幼童危险迫害微型预警机器人可以通过检测佩戴者的身体情况来判断是否已

经受到迫害。并且启动预警装置告知家人。

[0048] 危险报警功能：

如果迫害预警装置启动，并且已经由家人确认时，启动危险报警装置。幼童危险迫害微

型预警机器人在设置时选择提示方式：特定频率铃声；轻微震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隐蔽性

的提示佩戴者注意安全，可能有危险发生。

[0049] 一般的产品进行对受害者的提示方式用闪烁的方式，但是这样的方式并不是十分

隐蔽。本产品根据一些频率的声音只有一些年龄小的人才能评出听见，而超过一定年龄段

之后就无法听见这个频率的声音了，所以这样的频率音进行提示具有隐蔽性。人耳能听到

的音频范围在20到20k赫兹，而小孩子能听到略高于这个频率的声音。而本产品设计使用用

小孩才能听到的频率声音铃声作为提示音，25000～40000赫的声波。年龄越小，越清晰的听

到这样的铃声。当然还可以选择轻微震动提示，对于一些听力并不是很好的用户进行提示。

[0050] 本发明的一种微型具有隐蔽性的幼童危险预警机器人，以幼童日常佩戴的饰品为

载体，增加隐蔽性；以识别接触者微表情和人体异常行为为主，以监测幼童身体异常状况为

辅来进行危险预警；若检测到异常行为，则将分析结果告知其监护人来进行二次判断，同时

对佩戴者进行实时定位，以此大幅度降低误判的概率；增加了手动报警装置，即用指纹识别

技术来主动报警；危险信号隐蔽性提示的功能。

[0051] 本发明用于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无论其是否具有是非判断能力，都能在人身

安全遭到威胁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从而降低受害事件的发生。

[005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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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