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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INTELLIGENT INSOLE AND WORKING METHOD THEREFOR

(54) 发明名称 ：一种智能鞋垫及其工作方法

(57) Abstract: A n intelligent insole and a working method
therefor. The intelligent insole comprises an insole base layer
( 11), a pressure sensing portion (12), a control portion (13)

14 and a communication portion (14), wherein the insole base
layer ( 11) i s configured t o be i n contact with the sole o f a
foot, and has a profile matching the foot; the pressure sensing
portion (12) i s disposed on the insole base layer ( 11); the
pressure sensing portion (12) i s configured to convert pres
sure signals transmitted fixim one or more parts o f the foot
into corresponding electric signals; the control portion (13) i s
connected t o the pressure sensing portion (12), and i s con
figured to form corresponding control signals according t o
the electric signals transmitted from the pressure sensing por
tion (12); and the communication portion (14) i s connected t o
the control portion (13), and the communication portion (14)
i s configured to send the control signals generated by the
control portion (13) t o a controlled device.

(57) 摘要 :一种智能鞋垫及其工作方法 ，所述智能鞋
垫 ，包括鞋垫基层 （11 ) 、压力感应部 （12 ) 、控
制部 （13 ) 和通信部 （14 ) ，其 中：所述鞋垫基层
( 11 ) 设置为与脚底接触 ，且具有与脚相适应的轮

廓 ；所述压力感应 部 （12 ) 设置于所述鞋垫基层
( 11 ) ，所述压力感应部 （12 ) 设置为将脚 的一个

或者 多个部位传来 的压力信号转换成相应 的 电信
号；与所述压力感应部 （12 ) 相连 ，设置为根据所

述压力感应部 （12 ) 传来的电信号形成相应的控制信号 所述通信部 （14 ) 与所述控制部 （13 ) 相连 ，所述通
信部 （14 ) 设置为将所述控制部 （13 ) 产生的控制信号向受控设备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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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鞋垫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本文涉及便携 式智能穿戴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智能鞋垫及其工作方

法。

背景技术

随着移动通信和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 ，已经可以利用局部 网络或互联 网等

通信技术把传感器、控制器、机器、人 员和物等广泛联在一起 ，形成人与物 、

物与物相联 ，从 而形成一种信 息化 、远程管理控制和智能化 的网络。用户可

以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 实现对 网络 中设备 的便捷控制。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用户的双手都可能被 占用无法进行控制操作 ，或

者 虽然用户可以用手进行操作控制 ，但会带来一定安全 隐患。例如 ，驾驶汽

车时，驾驶 员注意力需要 高度集中，双手进行车辆安全驾驶操控 。当需要对

车 内多媒体设备进行操作 时，用手操作容 易使车辆行驶处于一定风险中。

发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智能鞋垫及其工作方法，能够利用脚部动作 实现

对相应设备 的控制 ，有效解放 了用户的双手 ，大大提 高了用户体验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智能鞋垫，包括鞋垫基层 、压力感应部 、控制部

和通信部 ，其 中：

所述鞋垫基层设置为与脚底接触 ，且具有与脚相适应 的轮廓；

所述压 力感应部设 置于所述鞋垫基层 ，所述压力感应部设置为将脚 的一
个或者多个部位传来的压力信号转换成相应 的电信号；

与所述压 力感应部相连 ，设置为根据所述压力感应部传来的电信号形成

相应 的控制信号；

所述通信部与所述控制部相连 ，所述通信部设置为将所述控制部产生的

控制信号向受控设备发送。



可选地 ，所述压力感应部 包括：

方向感应部 ，设置为将压力信号转换成相应 的方向控制信号；

确定感应部 ，设置为将压力信号转换成确定控制信号。

可选地 ，所述方向感性部 包括上方向感应部 、下方向感应部 、左方向感

应部和右方向感应部 ，其 中，上方向感应部设置为将接收到的压力信号转换

成 "向上 " 信号 ，下方向感应部设置为将接收到的压力信号转换成 "向下"

信号 ，左方向感应部设 置为将接收到的压力信号转换成 "向左" 信号，右方

向感应部设置为将接收到的压力信号转换成 "向右 " 信号。

可选地 ，所述上方向感应部设置于鞋垫的上部并对应于脚 尖部位 ；所述

下方向感应部设 置于鞋垫基层的下部并对应于脚跟部位 ；所述左方向感应部

设 置于鞋垫的左侧并对应 于左侧脚 弓部位 ；右方向感应部设置于鞋垫的右侧

并对应于右侧脚 弓部位 。

可选地 ，智能鞋垫还 包括触摸模拟感应装置，设置为将滑动操作模拟成

滚轮滑动操作或 鼠标移动操作 ；

所述触摸模拟感应装置设置于鞋藝基层上部并对应于脚趾滑动覆盖的区

域 。

可选地 ，所述通信部设置于所述鞋垫基层的与前脚掌边缘相对应 的区域 ，

包括蓝牙通信部 、无线保真 wifi 通信部和近场通信 NFC 通信部 中的至少一种 。

可选地 ，智能鞋垫还 包括供 电部 ，分别与所述控制部 、所述通信部相连 ，

设 置为为所述控制部 、所述通信部供 电；所述供 电部设置有外 电路接 口，设

置为与外 电路连接 以为 自身充电。

可选地 ，所述外 电路接 口包括通用 串行总线 USB 接 口，所述 USB 接 口

还与所述控制部相连 ，设置为执行所述智能鞋垫与外部设备之 间的数据传输 。

一种上述智能鞋垫的工作方法，包括：

通过所述压 力感应部将脚 的一个或者多个部位传来的压力信号转换成相

应 的电信号；

通过所述控制部将所述压力感应部传来的电信号形成相应 的控制信号；



通过所述通信部将所述控制部产生的控制信号发送给受控设备 。

可选地 ，所述通过所述控制部将所述压力感应部传来的电信号形成相应

的控制信号 包括：

通过所述控制部将所述压力感应部 中不同方向感应部发 出的方向感应信

号与确定感应部发 出的确定感应信号中的至少两种进行组合 ，以模拟预设功

能按键 。

一种智能鞋 ，包括上述智能鞋垫。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智能鞋垫及其工作方法，在鞋垫基层上设置有压力

感应部 、控制部和通信部 ，由于压力感应部能够将脚 的不同部位传来的压力

转换成相应 的电信号 ，通过控制部将该电信号转换成相应 的控制信号后 ，即

可通过通信部发送控制信号以便控制相应 的设备 。这样 即可利用脚部动作 实

现对相应设备 的控制 ，有效解放 了用户的双手 ，大大提 高了用户体验 。

附图概述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智能鞋垫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智能鞋垫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智能鞋垫的又一种结构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智能鞋垫的工作方法的一种流程 图。

本发 明的实施方式

结合 附图及较佳 实施例 ，对本发 明进行详细说 明如后 。通过具体 实施方式的

入且具体 的 了解 ，然而所附图示仅是提供参考与说 明之用 ，并非用来对本发

明加 以限制。

如 图 1 所示，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智能鞋垫，包括：



鞋垫基层 11，鞋垫基层 11 与脚底接触 ，且具有与脚相适应 的轮廓；

压力感应部 12，压力感应部 12 设置于鞋垫基层 11 上 ，设置为将脚 的一

个或多个部位传来的压力信号转换成相应 的电信号；

控制部 13，与压力感应部 12 相连 ，设置为根据压力感应部 12 传来的电

信号形成相应 的控制信号；

通信部 14，与控制部 13 相连 ，设置为将控制部 13 产生的控制信号向受

控设备发送。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智能鞋垫，在鞋垫基层 11 上设置有压力感应部 12、

控制部 13 和通信部 14，由于压力感应部 12 能够将脚 的不同部位传来的压力

转换成相应 的电信号，通过控制部 13 将该电信号转换成相应 的控制信号后 ，

即可通过通信部 14 发送控制信号以便控制相应 的设备 。这样 即可利用脚部动

作 实现对相应设备 的控制 ，有效解放 了用户的双手 ，大大提 高了用户体验 。

具体 而言，鞋垫基层 11 可 以为上下两层绝缘垫中间夹设功能模块的结

构 ，当然也可以将功能模块设置在鞋垫的上表 面或下表 面，只要 不影响其 实

现有效的鞋垫功能和智能控制功能即可。

可选的，如 图 2 所示，压力感应部 12 可以分为多个部分 ，分散设置于鞋

垫基层 11 上。压力感应部 12 可具体 包括方向感应部和确定感应部 ，其 中，

方向感应部可用于将压 力信号转换成相应 的方向控制信号；确定感应部可用

于将压 力信号转换成确定控制信号。为了使各部分感应到的压力大小适度且

具有 良好 的分辨力，可选的，可 以根据人体工学原理 ，方向感性部可 包括上 、

下、左 、右方向感应部 ，其 中，上方向感应部设置为将接收到的压力信号转

换成 "向上 " 信号，下方向感应部设置为将接收到的压力信号转换成 "向下"

信号 ，左方向感应部设 置为将接收到的压力信号转换成 "向左" 信号，右方

向感应部设置为将接收到的压力信号转换成 "向右 " 信号。

可选的，所述上方向感应部 122 可设置于鞋垫的上部并对应于脚 尖部位 ；

下方向感应部 123 设置于鞋垫基层的下部并对应于脚跟部位 ；左方向感应部

124 设置于鞋垫的左侧并对应于左侧脚 弓部位 ；右方向感应部 125 设置于鞋

垫的右侧并对应于右侧脚 弓部位 。而确定感应部 121 可以对应脚拇趾覆盖的



区域 。

可选的，当确定感应部 121 、上方向感应部 122 、下方向感应部 123 、左

方向感应部 124 、右方向感应部 125 中的每一个都单独作为感应信号源时，

这五个感应部可以具体用于模拟导航键 。这样 即可通过脚部不同部位 的按压

动作 实现对受控设备界面的五维导航操作 。

以 左脚鞋垫为例进行说 明。如 图 2 所示，左脚 的前 、后 、左、右 易操控

区和脚拇趾 区上可以分别设置有一个压力传感器，其分布位置依次为脚前掌

四个小脚趾感应 区 （脚 尖感应 区 ）、脚后跟感应 区、脚前掌左侧边缘感应 区、

脚前掌右侧边缘感应 区和脚拇趾感应 区。之所以 如 此 分布 ，因为脚趾不同于

手指 ，脚趾 中正常人只有脚拇趾能够相对灵活单独操作 ，实现五维方向控制。

因此 ，可选的，脚拇趾对应于五维导航键 中的 OK 键 。同样 ，因为普通 人 四

个小脚趾很难单独操控 ，所以任意一个或多个小脚趾作用均仅相 当于五维导

航键 的上键 。脚后跟为五 维导航键 的下键 。脚前掌左侧边缘 、脚前掌右侧边

缘则分别对应五维导航键 的左键和右键 。

其 中，压力感应部 12 的不同部分 ，除 了可以单独作为感应信号源提供控

制信号外 ，还可以进行组合 ，从 而形成另外的控制功能。将所述压力感应部

中不 同方向感应部发 出的方向感应信号与确定感应部发 出的确定感应信号中

的至少两种进行组合 ，以模拟预设功能按键 。本 实施例 中，即可以将确定感

应部 121 、上方向感应部 122 、下方向感应部 123 、左方向感应部 124 、右方

向感应部 125 中的任意两者的感应信号进行组合 ，以模拟预设功能按键 ，如

音量加减按键等。

下面通过具体 实施例来说 明。普通遥控器一般最常用的按键有开关键 、

五 维导航键 ，音量加减 ，倒退、暂退和快进功能键 ，返 回键 、home ( 直接返

回 主 菜单 ）键 、菜单键等。

其 中，对于智能鞋垫启动或关闭，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长时间脚 尖或后脚跟按压 ，如设定按压 时间超过 10 秒；

2 . 大脚趾长时间按压 ，如设定按压 时间超过 10 秒；

3 .遥控启动 。此方式可以借助手持 实体遥控器或手机上的遥控应用程序



实现 。也可以让智能鞋垫进入 睡眠待机状态，在此状态时可以对智能鞋垫进

行唤醒。

对于五 维导航键 ，可 以通过在前述脚力压控 区的五个作用 区域上进行单

次按压 实现 ，其 中，脚掌前后左右部位单次按压可 实现四个方向键功能；拇

趾单次按压可 实现 ok 键功能。可选的，为 了避免误操作 ，当前掌用力时检测

到的拇趾用力时，表 明可能是 由于身体平衡等其他原 因导致的拇趾用力，因

此 可 以 忽略该操作 ，而在脚平放 的情况下，检测到单独的拇趾下压才确定为

"ok" ) 。

对于倒退 、暂退和快进功能键 ，可以釆用双击 （即短 时间内连续两次脚

掌或拇趾按压 ）五 维导航键进行模拟。例如 ，脚 弓左侧压 两次代表后退，脚

弓右侧压 两次代表前进 ，拇趾压 两次代表暂停/继续的切换 。对于音量键 ，可

以釆用脚 尖 "双击 " （短 时间内按压 两次 ）代表音量增 ，脚后跟 "双击" 代

表音量减。

对于返 回键 、home 键 、菜单键 ，可 以釆用拇趾配合前后左右脚掌实现 。

例如 ，拇趾和脚 弓左侧一起 下压 实现返回，拇趾和脚后跟一起 下压 实现直接

回到主界面，拇趾和右侧一起 下压 实现菜单功能。

可选 的，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也可以根据前后左右脚掌按压用力

大小的不同来 区分不同的功能。如 ，可通过重按上方向感应部 122 实现返 回，

通过重按下方向感应部 123 打开菜单 ，通过重按左方向感应部 124 或右方向

感应部 125 实现直接 回到主界面。而同样情况下轻按上述 区域则可 实现模拟

五维导航键 。

需要说 明的是 ，对上述功能按键 的模拟仅仅为示例性的而非限制性的，

上述音量 、倒退 、快进等功能对应 的感应部位也可以互换 ，只要 能实现相应

的功能即可 ，本发 明的实施例对此不作 限定。根据该按键模拟思路 ，还可以

进一步实现对静音 、关闭程序 、关机 、切回桌面及打开浏览器主页的多媒体

及上 网应用快捷键等的模拟。

可选 的，智能鞋垫还 包括触摸模拟感应装置，用于将滑动操作模拟成滚

轮滑动操作或 鼠标移动操作 ，从 而进一步方便 了用户对受控设备 的操作 。所

述触摸模 拟感应 装置可 以设 置于鞋垫基层上部并对应 于脚趾滑动覆盖 的 区



域。

压力感应部 12 将脚的不同部位传来的压力转换成相应的电信号之后，控
制部 13 即可将该电信号或电信号的组合转换成控制信号，然后通过通信部
14 向受控设备发送。控制部 13 和通信部 14 在鞋垫基层 11上的分布可如图3
所示。其中，控制部 13 具体为主芯片，其为电路信息系统的核心，为了尽量
减小其所受压力，可以将控制部 13 设置在脚弓对应的位置附近。而通信部
14 由于要与外界进行无线通信，为了减小人体对无线信号的影响，可选的，
可以将通信部 14 设置于鞋垫基层 11的与前脚掌边缘相对应的区域。可选的，
本实施例中，通信部 14 包括蓝牙通信部、wifi 通信部和NFC 通信部中的一种
或几种，分别可以通过蓝牙、wifi 和NFC 与外界进行通信，从而实现设备控
制，也可以作为一个wifi 热点为附近无线终端提供wifi 上网服务。

为了给智能鞋垫中设置的功能模块进行供电，智能鞋垫上还设置有供电
部，本实施例中具体为电源管理模块，供电部分别与控制部 13、通信部 14

相连，用于为控制部 13、通信部 14 供电。供电部可以设置有外电路接口，
用于与外电路连接以为自身充电。可选的，这些外电路接口可以包括USB 口
或者厚度较小的探针触点接口，只要能够与外电路接通进行充电即可。特别
的，当该外电路接口为USB 口时，该USB 口还可与控制部 13 相连，用于执
行智能鞋垫与外部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包含上述智能鞋垫的智能鞋。

下面以NFC 通信方式为例，详细说明智能鞋垫对汽车内流媒体设备的控
制过程。

步骤 1，准备好NFC 标签；

步骤 2，由于智能鞋垫不具有可视化人机界面，需要借助个人电脑或智
能手机把 NFC 标签应用程序 APP 设置好并推送到智能鞋垫中，也就是说，
是通过个人电脑或智能手机来设置智能鞋垫预置的NFC 标签应用程序 APP。

可选的，设置的信息可包括智能鞋垫要启动各种受控设备信息，如车载导航
系统、家庭智能电器系统等信息，以及设备环境如汽车、家中、办公区信息
等；



步骤 3，将 NFC 标签贴在特定环境的特定位置，如汽车可以在车 门附近；

步骤 4，当智能鞋垫靠近则 NFC 标签时，智能鞋垫 系统则开启或关闭车

载导航 系统 、家庭智能电器等关联受控设备 。由于 NFC 模块耗 电极低 ，可 以

是直接 电源常供 电状态，故可以在 系统不开机 时也处于激活状态。

相应 的，如 图 4 所示，本发 明的实施例还提供一种上述智能鞋垫的工作

方法，可 包括：

S11 , 通过所述压力感应部将脚 的一个或者多个部位传来的压力信号转换

成相应 的电信号；

S12 ，通过所述控制部将所述压力感应部传来的电信号形成相应 的控制信

号；

S13 , 通过所述通信部将所述控制部产生的控制信号向受控设备发送。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智能鞋垫的工作方法，由于智能鞋垫的压力感应部

能够将脚 的不 同部位传来的压力转换成相应 的电信号，通过控制部将该 电信

号转换成相应 的控制信号后 ，即可通过通信部发送控制信号以便控制相应 的

设备 。这样 即可利用脚部动作 实现对相应设备 的控制 ，有效解放 了用户的双

手 ，大大提 高了用户体验 。

可选的，步骤 S12 中，通过所述控制部将所述压力感应部传来的电信号

形成相应 的控制信号 包括：

通过所述控制部将所述压力感应部 中不同方向感应部发 出的方向感应信

号与确定感应部发 出的确定感应信号中的至少两种进行组合 ，以模拟预设功

能按键 。

关于该智能鞋垫的详 细工作原理 已经在前文进行 了详细描述 ，故本 实施

例的描述 中未详尽之处 ，可以参见前述 实施例 中的相 关说 明，在此不做赞述。

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 员可 以理 解上述 实施例 中的模 块/单元可以釆用硬件

的形式实现 ，也可以釆用软件功能模块的形式实现 ，上述方法中的全部或部

分步骤可通过程序来指令相 关硬件完成 ，所述程序可以存储于计算机可读存

储介质 中，如只读存储 器、磁盘或光盘等。可选地 ，上述 实施例的全部或部

分步骤也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集成电路来实现 。



尽管为示例 目的，已经公开 了本发 明的实施例 ，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将意

识到各种 改进 、增加和取代也是可能的，因此 ，本发 明的范围应 当不限于上

述 实施例。

工业实用性

本发 明实施例可利用脚部动作 实现对相应设备 的控制 ，有效解放 了用户

的双手 ，大大提 高了用户体验 。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智能鞋垫，包括鞋垫基层 、压力感应部 、控制部和通信部 ，其 中：

所述鞋垫基层设置为与脚底接触 ，且具有与脚相适应 的轮廓；

所述压 力感应部设 置于所述鞋垫基层 ，所述压力感应部设置为将脚 的一

个或者多个部位传来的压力信号转换成相应 的电信号；

与所述压 力感应部相连 ，设置为根据所述压力感应部传来的电信号形成

相应 的控制信号；

所述通信部与所述控制部相连 ，所述通信部设置为将所述控制部产生的

控制信号向受控设备发送。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智能鞋垫，其 中，所述压力感应部 包括：

方向感应部 ，设置为将压力信号转换成相应 的方向控制信号；

确定感应部 ，设置为将压力信号转换成确定控制信号。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智能鞋垫，其 中，所述方向感性部 包括上方向

感应部 、下方向感应部 、左方向感应部和右方向感应部 ，其 中，上方向感应

部设 置为将接 收到的压 力信号转换成 "向上 " 信号，下方向感应部设置为将

接 收到的压 力信号转换成 "向下" 信号，左方向感应部设置为将接收到的压

力信号转换成 "向左 " 信号，右方向感应部设置为将接收到的压力信号转换

成 "向右 " 信号。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智能鞋垫，其 中，所述上方向感应部设置于鞋

垫的上部并对应 于脚 尖部位 ；所述下方向感应部设置于鞋垫基层的下部并对

应于脚跟部位 ；所述左方向感应部设置于鞋垫的左侧并对应于左侧脚 弓部位 ；

右方向感应部设置于鞋垫的右侧并对应于右侧脚 弓部位 。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智能鞋垫，智能鞋垫还 包括触摸模拟感应装置，

设置为将滑动操作模拟成滚轮滑动操作或 鼠标移动操作 ；

所述触摸模拟感应装置设置于鞋垫基层上部并对应于脚趾滑动覆盖的区

域 。

6、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5 中任一项所述的智能鞋垫，其 中，所述通信部设



置于所述鞋垫基层 的与前脚掌边缘相对应的区域 ，包括蓝牙通信部 、无线保

真 wifi 通信部和近场通信 NFC 通信部 中的至少一种 。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智能鞋垫，还 包括供 电部 ，分别与所述控制部 、

所述通信部相连 ，设 置为为所述控制部 、所述通信部供 电；所述供 电部设置

有外 电路接 口，设置为与外 电路连接 以为 自身充电。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智能鞋垫，其 中，所述外 电路接 口包括通用 串

行总线 USB 接 口，所述 USB 接 口还与所述控制部相连 ，设置为执行所述智

能鞋垫与外部设备之 间的数据传输 。

9、一种如权利要求 1-8 任一项所述的智能鞋垫的工作方法，包括：

通过所述压 力感应部将脚 的一个或者多个部位传来的压力信号转换成相

应 的电信号；

通过所述控制部将所述压力感应部传来的电信号形成相应 的控制信号；

通过所述通信部将所述控制部产生的控制信号发送给受控设备 。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方法，其中，

所述通过所述控制部将所述压力感应部传来的电信号形成相应 的控制信

号 包括：

通过所述控制部将所述压力感应部 中不同方向感应部发 出的方向感应信

号与确定感应部发 出的确定感应信号中的至少两种进行组合 ，以模拟预设功

能按键 。

11、一种智能鞋 ，包括如权利要求 1-8 任一项所述的智能鞋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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