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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公开的方法和装置从安装到或靠近用

户身体的惯性传感器的输出确定用户步调。一

般，公开的步调测量系统基于从惯性传感器输出

的惯性信号获取的频率测量来确定步调。更特定

地，步调测量系统从由惯性传感器生成的惯性信

号确定用户步调，其中该惯性信号包括一个或多

个频率分量。步调测量系统确定惯性信号的峰值

频率，其中该峰值频率对应于具有最大幅度的惯

性信号的频率分量。在对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

较应用峰值频率后，步调测量系统基于峰值频率

和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用户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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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由惯性传感器生成并且包括一个或多个频率分量的惯性信号确定用户步调

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确定所述惯性信号的峰值频率，所述峰值频率对应于具有最大幅度的频率分量；

将所述峰值频率应用到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以及

基于所述峰值频率和所述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所述用户步调，所述用户步

调表示用户的头部的移动和用户的一个或多个肢体的移动中的至少一个。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基于所述惯性信号的频率变换来确定谱信

号，其中确定所述峰值频率包括确定所述谱信号的峰值的频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所述用户步调包括在所述峰值频率超出频率阈

值时基于所述峰值频率和之前的用户步调来计算所述用户步调。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中基于所述峰值频率和所述之前的用户步调来计算所

述用户步调包括：

基于所述峰值频率来确定两个或以上测试用户步调；以及

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最接近所述之前的用户步调的测试用户步调。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所述用户步调包括在所述峰值频率小于频率阈

值时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率除以谐波因子。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谐波因子是1/2。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谐波因子是2。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谐波因子是3/2。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谐波因子是1。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

确定所述惯性信号的功率；以及

将所述功率与功率阈值比较；

其中确定所述用户步调进一步包括基于所述功率与所述功率阈值之间的比较来确定

所述用户步调。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确定所述峰值频率是否从第一低频率值爬

升，其中确定所述用户步调进一步包括基于所述峰值频率是否从所述第一低频率值爬升来

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

确定所述惯性信号的功率；

将所述功率与功率阈值比较；以及

将所述峰值频率与频率阈值比较；

其中确定所述用户步调包括在所述功率小于所述功率阈值并且所述峰值频率超过所

述频率阈值时基于所述峰值频率和之前的用户步调来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

确定所述惯性信号的功率；以及

将所述功率与功率阈值比较；以及

将所述峰值频率与频率阈值比较；

基于用户输入确定疾跑是否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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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疾跑是可能的，在所述功率超出所述功率阈值或所述峰值频率小于所述频率阈值

时在疾跑条件下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所述用户步调；以及

如果疾跑是不可能的，在所述功率超出所述功率阈值或所述峰值频率小于所述频率阈

值时在非疾跑条件下基于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在疾跑条件下确定所述用户步调包括：

将所述峰值频率与频率阈值比较；

如果所述峰值频率超出所述频率阈值，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率；以

及

否则，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率的两倍。

15.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在非疾跑条件下确定所述用户步调包括：

确定所述峰值频率是否从第一低频率值爬升；

如果所述峰值频率从所述第一低频率值爬升，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

率；以及

否则，在非疾跑条件下基于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方法，其中在非疾跑条件下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

较来确定所述用户步调包括：

将所述峰值频率与低频率阈值、高频率阈值和中频率阈值比较，所述中频率阈值具有

在所述低与高频率阈值之间的值；

如果所述峰值频率小于所述低频率阈值，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率的

两倍；

如果所述峰值频率超出所述低和高频率阈值，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

率的一半；

如果所述峰值频率超出所述低和中频率阈值但小于所述高频率阈值，将所述用户步调

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率的三分之二；以及

否则，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率。

1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基于之前的用户步调来确定至少一个频率

阈值。

1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基于所述惯性信号的惯性功率来确定至少

一个频率阈值。

1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基于经验值来确定至少一个频率阈值。

2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基于用户输入来确定用户活动参数，其中

确定所述用户步调包括基于所述用户活动参数和所述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所

述用户步调。

21.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用户活动参数指示所述用户在踩踏有轮装置，

并且其中确定所述用户步调包括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有轮用户步调。

22.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用户活动参数指示所述用户在徒步移动，并且

其中确定所述用户步调包括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徒步用户步调。

23.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基于关于所述用户活动参数的用户输入

来确定至少一个频率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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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用户活动参数指示疾跑是否是可能的。

2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惯性传感器包括加速计、微机电系统（MEMS）设

备、光学传感器、陀螺仪、光机传感器、阻塞信道传感器、电容传感器和压电传感器中的至少

一个。

2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进一步包括使用确定的用户步调作为噪声参考以使来

自生理信号的运动伪影减弱。

27.一种步调测量系统，其配置成确定用户步调，所述步调测量系统包括：

惯性传感器，其配置成输出惯性信号，所述惯性信号包括一个或多个频率分量；以及

步调电路，其操作地连接到所述惯性传感器，所述步调电路包括：

峰值频率电路，其配置成确定所述惯性信号的峰值频率，所述峰值频率对应于具有最

大幅度的频率分量；

比较电路，其配置成对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应用所述峰值频率；以及

步调处理器，其配置成基于所述峰值频率和所述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所述

用户步调，所述用户步调表示用户的头部的移动和用户的一个或多个肢体的移动中的至少

一个。

28.如权利要求27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峰值频率电路包括谱电路，其配置

成：

基于所述惯性信号的频率变换来确定谱信号；以及

通过确定所述谱信号的峰值的频率来确定所述峰值频率。

29.如权利要求27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步调电路进一步包括存储器，其操作

成存储之前的用户步调，其中所述步调处理器通过在所述峰值频率超出频率阈值时基于所

述峰值频率和所述之前的用户步调来计算所述用户步调而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30.如权利要求29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步调处理器进一步配置成基于所述

峰值频率来确定两个或以上测试用户步调，并且其中所述步调处理器通过将所述用户步调

设置成等于最接近所述之前的用户步调的测试用户步调来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31.如权利要求27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步调处理器通过在所述峰值频率小

于所述频率阈值时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率除以谐波因子来确定所述用

户步调。

32.如权利要求31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谐波因子是1/2。

33.如权利要求31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谐波因子是2。

34.如权利要求31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谐波因子是3/2。

35.如权利要求31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谐波因子是1。

36.如权利要求27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步调电路进一步包括：

功率电路，其配置成确定所述惯性信号的功率；以及

功率比较器，其配置成基于所述功率来确定与功率阈值的功率比较；

其中所述步调处理器进一步配置成基于所述功率比较来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37.如权利要求27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步调电路进一步包括斜坡电路，其配

置成确定所述峰值频率是否从第一低频率值爬升，其中所述步调处理器进一步配置成基于

所述峰值频率是否从所述第一低频率值爬升来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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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如权利要求27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步调电路进一步包括：功率电路，其

配置成确定所述惯性信号的功率；

功率比较器，其配置成将所述功率与功率阈值比较；以及

存储器，其操作成存储之前的用户步调；

其中所述比较电路通过将所述峰值频率与频率阈值比较来向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

较应用所述峰值频率；以及

其中所述步调处理器配置成在所述功率小于所述功率阈值并且所述峰值频率超出所

述频率阈值时基于所述峰值频率和所述之前的用户步调来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39.如权利要求27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步调电路进一步包括：

功率电路，其配置成确定所述惯性信号的功率；

功率比较器，其配置成将所述功率与功率阈值比较；以及

疾跑电路，其配置成基于用户输入来确定疾跑是否是可能的；

其中如果疾跑是可能的，步调处理器在所述功率超出所述功率阈值或所述峰值频率小

于所述频率阈值时在疾跑条件下通过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所述用户

步调而确定所述用户步调；以及

其中如果疾跑是不可能的，步调处理器在所述功率超出所述功率阈值或所述峰值频率

小于所述频率阈值时在非疾跑条件下通过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所述

用户步调而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40.如权利要求39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比较电路配置成将所述峰值频率与

频率阈值比较，并且其中所述步调处理器通过以下来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如果所述峰值频率超出所述频率阈值，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率；以

及

否则，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率的两倍。

41.如权利要求39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步调电路进一步包括斜坡电路，其配

置成确定所述峰值频率是否从第一低频率值爬升，其中所述步调处理器通过以下来确定所

述用户步调：

如果所述峰值频率从所述第一低频率值爬升，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

率；以及

否则，在非疾跑条件下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42.如权利要求41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比较电路配置成将所述峰值频率与

低频率阈值、高频率阈值和中频率阈值比较，所述中频率阈值具有在所述低与高频率阈值

之间的值，并且其中所述步调处理器在非疾跑条件下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通过以

下来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如果所述峰值频率小于所述低频率阈值，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率的

两倍；

如果所述峰值频率超出所述低和高频率阈值，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

率的一半；

如果所述峰值频率超出所述低和中频率阈值但小于所述高频率阈值，将所述用户步调

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率的三分之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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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将所述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所述峰值频率。

43.如权利要求27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进一步包括：

阈值电路，其配置成基于之前的用户步调来确定至少一个频率阈值；以及

存储器，其配置成存储所述至少一个频率阈值中的每个。

44.如权利要求27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进一步包括阈值电路，所述阈值电路配置成

基于所述惯性信号的惯性功率来确定至少一个频率阈值。

45.如权利要求27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进一步包括：

阈值电路，其配置成基于经验值来确定至少一个频率阈值；以及

存储器，其配置成存储所述至少一个频率阈值中的每个。

46.如权利要求27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进一步包括用户输入电路，所述用户输入电

路配置成基于用户输入来确定用户活动参数，其中所述步调处理器进一步配置成基于所述

用户活动参数来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47.如权利要求46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用户活动参数指示所述用户在踩踏

有轮装置，并且其中所述步调处理器通过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有轮用

户步调而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48.如权利要求46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用户活动参数指示所述用户在徒步

移动，并且其中所述步调处理器通过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徒步用户步

调而确定所述用户步调。

49.如权利要求46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步调电路进一步包括阈值处理器，其

配置成基于关于所述用户活动参数的用户输入来确定至少一个频率阈值。

50.如权利要求46所述的步调测量系统，其中所述用户活动参数指示疾跑是否是可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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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惯性谐波的步调检测方法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基于惯性谐波的步调检测。

背景技术

[0002] 个人健康监测仪对用户提供通过使用户能够在锻炼、运动训练、休息、日常活动、

理疗等期间监测心率或其他生理信息来监测他们的全面健康和体质的能力。这样的设备因

为它们变得更小且更加轻便而变得日益普遍。

[0003] 除提供例如心率和呼吸率等身体性能信息外，个人健康监测仪还可提供关于当前

活动  (例如，持续时间、距离、步调等)的性能信息。然而，如与许多参数一样，这样的信息的

准确确定可被噪声所累及。

[0004] 用户的步调使用户能够监测它们相对于他们个人目标的当前性能，并且因此代表

特别有用的活动性能信息块。如本文使用的，步调代表每分钟重复的数量。例如，当用户徒

步移动时，步调代表每分钟脚重复或脚步的数量。当用户靠车辆(on  wheels)移动时，步调

代表每分钟循环重复(例如，曲柄或踏板转)的数量。

[0005] 常规设备可例如使用码表来监测循环步调。安装到自行车的曲柄臂和框架的传感

器系统对每分钟车轮旋转次数计数来确定骑车步调。尽管这样的设备是有用的且相当准确

的，它们是笨重的并且无法容易与多个自行车一起使用。此外，这样的设备无法提供例如跑

步者所花的每分钟步数的准确估计。从而，仍需要有能够在很多种情景中测量用户步调的

更加轻便的设备。

发明内容

[0006] 本文公开的方法和装置从安装到或靠近用户身体(例如，设置在用户所佩戴的耳

机中) 的惯性传感器的输出确定用户步调。一般，步调测量系统基于从惯性传感器输出的

惯性信号获取的频率测量来确定步调。

[0007] 示范性方法从由惯性传感器生成的惯性信号确定用户步调，其中该惯性信号包括

一个或多个频率分量。方法确定惯性信号的峰值频率，其中该峰值频率对应于具有最大幅

度的惯性信号的频率分量。在对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应用峰值频率后，基于峰值频率

和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用户步调。

[0008] 在一个实施例中，步调测量系统确定用户步调。步调测量系统包括惯性传感器和

步调电路。惯性传感器配置成输出惯性信号，其包括一个或多个频率分量。步调电路操作地

连接到惯性传感器，并且包括峰值频率电路、比较电路和步调处理器电路。峰值频率电路配

置成确定惯性信号的峰值频率，其中峰值频率对应于具有最大幅度的惯性信号的频率分

量。比较电路配置成对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应用峰值频率。步调处理器电路配置成基

于峰值频率和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用户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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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9] 图1示出设置在耳机中的示范性步调测量系统。

[0010] 图2示出示范性步调测量系统的框图。

[0011] 图3示出用于从由惯性传感器提供的数据确定步调的示范性过程。

[0012] 图4示出示范性步调电路的框图。

[0013] 图5示出根据一个示范性实施例用于从由惯性传感器提供的数据确定用户步调的

更详细过程。

[0014] 图6A和6B示出与公开的技术方案关联的仿真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本文公开的步调测量技术基于由靠近用户身体设置的惯性传感器所提供的信号

来提供用户步调的准确测量。图1示出示范性步调测量系统10的部分，其中一个或多个传感

器14设置在耳机12中，并且步调电路100例如经由有线或无线连接而操作地连接到传感器

14。步调电路100可例如经由夹子而固定到用户。耳机12可包括无线或有线耳机，其通信到

耦合于远程设备，例如音乐播放器、智能电话、个人数字助理等。尽管不需要，将意识到步调

电路100可设置在远程设备中。尽管图1将传感器14示出为耳机12的部分，将意识到传感器 

14可设置在固定到用户身体的任何设备中，例如固定到耳朵、手指、脚趾、肢体、脚踝、手腕、

鼻子等的设备。在一些实施例中，设备可包括设计成使系统10附连到用户身体上的任何期

望位点的贴片，例如绷带。尽管图1示出将步调电路100示出为与耳机12分离，将意识到步调

电路100可设置在耳机12中。

[0016] 步调测量系统10测量用户的步调，并且向用户和/或其他处理功能或元件输出步

调。如本文使用的，“步调”指每分钟重复或完整循环的数量。示范性用户步调包括但不限于

步速  (例如，每分钟脚步或脚重复的数量)、循环速率(例如，每分钟踏板循环或循环转的数

量)、重复速率(例如，关于起重)等。将意识到步速步调可代表用户在步行、跑步、有氧运动、

爬楼梯等时的步调。此外，将意识到步调测量系统可与具有促进或实现动物移动的一个或

多个肢体或利用机器(例如，步行机器人)的任何移动动物一起使用。示范性动物包括但不

限于两足动物(例如，人、鸟等)和四足动物(例如，狗、马等)。

[0017] 图2示出根据一个示范性实施例的示范性步调测量系统10的框图。系统10包括耦

合于一个或多个传感器14和输入/输出接口16的步调电路100，其中该传感器14包括至少一

个惯性传感器14a，和可选的生理传感器14b。将意识到惯性传感器14a可包含生理传感器或

生理传感器能力。惯性传感器14a配置成感测系统10外部的能量(例如，运动)，并且输出代

表感测能量的惯性信号Si。惯性传感器14a可包括单轴传感器或多轴传感器。示范性惯性传

感器14a包括但不限于加速计、微机电系统(MEMS)设备、陀螺仪、光学传感器、光机传感器、

阻塞信道传感器、电容传感器和压电传感器。在惯性传感器14a包括多轴传感器时，来自每

个轴的频率和功率信息可组合或用别的方式评估来确定期望信息，例如峰值频率和惯性功

率。例如，可对每个轴确定谱幅度，其中谱幅度中最大的一个(平方和、平方中最大的、绝对

值总和、绝对值中最大的、平方和根、均方根和/或光谱幅度的选抽)最终用于确定惯性功率

并且识别峰值频率。步调电路100如本文公开的那样处理惯性信号Si来确定用户步调C。输

入/输出接口16将来自用户的输入提供给步调电路，并且输出确定的步调  C。将意识到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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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输出接口16可包括显示器、键盘或其他数据输入设备，和/或用于将步调传送到远程设

备的收发器。备选地或另外，输入/输出接口16可向显示器、数据库、处理器和/或处理功能

提供步调。图3示出示范性方法200，其可由步调测量系统10实现来确定用户步调C。在步调

电路100从惯性传感器14a接收惯性信号Si(框210)后，步调电路100  基于Si来确定峰值频率

fp(框220)。峰值频率fp代表具有最大幅度的惯性信号Si的频率分量。步调电路100随后将峰

值频率fp应用于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框230)。基于该频率阈值比较，步调电路100确

定用户步调C(框240)。

[0018] 图4示出示范性步调电路100的框图，该示范性步调电路100配置成从由惯性传感

器  14a输出的惯性信号确定用户步调。步调电路100包括峰值频率电路110、频率比较电路 

120和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峰值频率电路110确定输入惯性信号的峰值频率。频率比较电路

120将峰值频率应用于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基于峰值频率和一个

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用户步调。

[0019] 峰值频率电路110识别具有最大信号幅度的惯性信号的频率分量。在一个示范性

实施例中，峰值频率电路110可通过进行惯性信号的频率变换来确定谱信号而实现该目标。

峰值频率电路110然后将具有最大幅度的谱信号的频率分量识别为峰值频率。将意识到其

他手段  (例如，锁相环、脉冲拾取或时域实现)可用于确定峰值频率。

[0020] 频率比较电路120将峰值频率应用于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频率峰值通常直

接对应于用户步调。然而，在一些实例中，用户步调是峰值频率的某一谐波因子。实证研究

表明峰值频率通常是用户步调的两倍、一半或二分之三。如在图5中示出的，在疾跑可能时，

典型的步行谐波是2fp、3/2fp或1/2fp，并且典型的跑步谐波是1/2fp。例如，在用户步行时通

常出现在2fp和3/2fp处的谐波，但在用户跑步时通常不出现。从而，步调实际上可以分别是

1/2fp或2/3fp。当用户跑步时，通常出现在1/2fp处的谐波。从而，该情景下的步调可实际上

是  2fp、2/3fp或1/2fp。从而，步调电路100必须确定哪个谐波因子(如有的话)能适用于确定

当前用户步调。

[0021] 如本文公开的由频率比较电路120应用的频率阈值比较使用一个或多个阈值比较

来解决该问题，其中这些阈值基于之前的用户步调、惯性信号的惯性功率、用户活动参数、

用户信息和/或经验值来确定。将意识到可根据用户是否在疾跑、步行、跑步、从低频率值爬

升、骑车等来应用不同的谐波因子和/或阈值。例如，由于摆臂、摆头等引起的谐波因子不同

地影响用户步调，这取决于用户如何移动，例如用户是在跑步还是步行。从而，步调电路100 

可可选地包括功率电路140、功率比较电路150、用户输入电路160、存储器170和/或阈值处

理器电路180，其确定和/或提供确定用户步调所必需的各种谐波因子和阈值。

[0022] 功率电路140配置成确定惯性信号的惯性功率Pi。为此，功率电路140可在时域中

例如使用均方根计算惯性功率，或在频域中例如使用谱峰的幅度来计算。功率比较电路将

Pi与惯性功率阈值Ti比较以便于确定用户是在跑步还是步行。用户输入电路160接收来自用

户的输入。用户输入可用于确定一个或多个用户活动参数，例如用户是徒步还是靠车辆、疾

跑是否可能，等。阈值处理器电路180配置成确定由频率比较电路120使用的阈值中的一个

或多个，其包括用于确定跑步步调、步行步调、骑车步调等的任何频率阈值，和由功率比较

电路150使用的功率阈值。存储器170存储任何预定阈值、一个或多个之前确定的步调Cp、由

步调处理器电路130使用的各种谐波因子和用于成功操作步调电路100所必需的任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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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或软件。

[0023] 图5示出由步调电路100执行来确定用户步调C的示范性详细过程300。如由图5示

出的，步调电路100基于峰值频率和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用户步调。在示范性实

施例中，步调电路100确定用户活动参数，并且基于频率阈值比较和用户活动参数来确定用

户步调。例如，用户活动参数可识别用户是在徒步还是靠车辆(框302)。当靠车辆时，频率比

较电路120将峰值频率fp与骑车阈值Tc比较，其可以是固定的或基于惯性信号的惯性功率而

可变地确定(框310)。当fp<Tc时，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将步调设置成等于峰值频率  (框312)。

否则，步调处理器电路130产生两个或以上测试步调，并且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最接近之

前的用户步调的测试步调(框314-322)。例如，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可产生三个测试步调：C1

＝1/2fp，C2＝2/3fp，并且C3＝fp(框314)，并且将这三个测试步调与之前的用户步调Cp比较

(框316)。如果C1比C2或C3更接近CP，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C1(框318)。

如果C2比C1或C3更接近Cp，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C2(框320)。如果C3比

C2或C1更接近Cp，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C3(框322)。尽管图5的示例示

出确定并且使用三个特定测试步调，将意识到可使用任意两个或以上测试步调。

[0024] 当用户徒步(框302)时，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峰值频率除以

谐波因子，例如1/2、1、3/2、2等。更特定地，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基于分别由频率比较电路

120和功率比较电路150进行的频率和功率比较来确定用户步调(框330)。例如，在惯性功率

Pi小于惯性功率阈值Ti并且fp≥Tfoot时，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基于fp和谐波因子中的两个或

以上来确定两个或以上测试步调，并且基于测试步调和之前的用户步调来确定用户步调 

(框360-368)。例如，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可产生三个测试步调：C1＝1/2fp，C2＝2/3fp，和  C3

＝fp(框360)，并且将这三个测试步调与之前的用户步调Cp比较(框362)。如果C1比C2或C3更

接近Cp，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C1(框364)。如果C2比C1或  C3更接近Cp，

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C2(框366)。如果C3比C2或C1更接近Cp，步调处理

器电路130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C3(框368)。尽管图5的示例示出确定并且使用三个特定

测试步调，将意识到可使用任意两个或以上测试步调。

[0025] 然而，当Pi≥Ti并且/或fp<Tfoot时，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基于频率阈值比较和疾跑

用户活动参数来确定用户步调，其指示疾跑条件是否是可能的(框332-356)。更特定地，当

Pi≥Ti并且/或fp<Tfoot时，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基于用户输入来确定疾跑条件是否是可能的 

(框332)。例如，用户可从选项菜单选择活动模式，例如步行、慢或低强度有氧运动、高强度

有氧运动、跑步等。基于选择的活动模式，步调处理器电路130确定疾跑条件是否是可能的。

例如，当用户选择慢有氧运动时，步调处理器电路130确定疾跑是不可能的。备选地，当用户

选择跑步时，步调处理器电路130确定疾跑是可能的。如果疾跑条件是可能的，步调处理器

电路130基于fp与疾跑条件下的低频率阈值Tlow之间的比较来确定用户步调(框  334-338)。

当fp<Tlow时，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峰值频率除以1/2谐波因子，例如

等于峰值频率的两倍(框336)。否则，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峰值频率

(框338)。

[0026] 如果疾跑条件是不可能的，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基于在非疾跑条件下的多个频率

阈值比较来确定用户步调(框340-356)。更特定地，步调处理器电路基于峰值频率是否从低

频率值爬升来向多个阈值应用峰值频率(框340)，并且基于该爬升信息和频率阈值条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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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用户步调(框342-356)。尽管不需要，在一些示范性实施例中，低频率值是零。在峰值频

率从低频率值爬升时的非疾跑条件期间，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峰值

频率  (框342)。

[0027] 然而，在峰值频率未从低频率值爬升时的非疾跑期间，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基于由

频率比较电路120在非疾跑条件下确定的相对于低频率阈值Tlow、中频率阈值Tmed和高频率

阈值  Thigh(其中Tlow<Tmed<Thigh)的多个峰值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用户步调(框344-356)。更

特定地，在这些条件下，当fp<Tlow时(框344)，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峰

值频率除以1/2谐波因子，例如等于峰值频率的两倍(框346)。当并且fp≥Tlow并且  fp>Thigh

时(框344和348)，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峰值频率除以2谐波因子，即

等于峰值频率的一半(框350)。当fp≥Tlow并且fp≤Thigh并且fp>Tmed时(框  344、348和352)，

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峰值频率除以3/2谐波因子，即等于峰值频率的

三分之二(框354)。否则，步调处理器电路130将用户步调设置成等于峰值频率(框356)。

[0028] 如本文论述的，步调电路100基于一个或多个频率阈值比较来确定用户步调。每个

频率阈值以及惯性功率阈值可通过实证或基于一个或多个参数(例如，之前的用户步调、惯

性功率、用户信息和/或用户活动参数)确定。例如，骑车阈值Tc和/或脚步阈值Tfoot可基于观

察而实证地确定，和/或基于用户输入信息、用户活动参数和/或惯性功率而确定。在一个示

范性实施例中，例如，脚步阈值可根据以下来确定：

[0029]

[0030] 示范性骑车阈值Tc是每分钟100转，而示范性脚步阈值Tfoot是每分钟145步。惯性阈

值和/  或低阈值可通过实证和/或基于用户信息(例如，用户体重、鞋底合规信息等)、惯性

功率、之前的用户步调和/或用户活动参数而确定。在一个示范性实施例中，Tlow＝60(常

数)。已经示出例如低频率阈值在确定为惯性功率的函数时更准确。例如，当Pi≤Ti时，低阈

值在根据以下时基于惯性功率而确定：

[0031]

[0032] 备选地，当Pi>Ti时，Tlow可设置成等于80。在另一个示范性实施例中，低阈值可基于

之前的用户步调根据以下来确定：

[0033] Tlow＝0·6Cp.   (3)

[0034] 将意识到对于Tlow的不同值可用于不同的情景。从而，上文公开的选项的组合可根

据不同的情景而选择性地使用，例如Pi是否大于Ti。相似地，中间和高阈值可基于之前的用

户步调和/或惯性功率而确定。例如，中间和高阈值可确定为之前的用户步调和疾跑因子的

函数。对于中间阈值的疾跑因子可通过实证确定，例如基于1.75倍的之前用户步调。对于中

间阈值的疾跑因子也可通过实证确定，例如基于1.4倍的之前用户步调。将意识到每个阈值

可以是固定或可变的。还将意识到本文论述的频率阈值(例如，Tc、Tfoot、Tlow、Tmed、Thigh)和惯

性功率阈值(Ti)是示范性且非限制性的；其他阈值可根据系统配置、对于步调电路100  可

用的信息等来使用。

[0035] 本文公开的用户步调方法和装置准确确定对于广泛境况和环境的用户步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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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为用户可佩戴实现该发明所必需的硬件，本文公开的本发明能适用于任何用户活动，

其包括骑车、步行、跑步、运动训练、运动、有氧运动、举重或任何其他重复锻炼、跳跃等。

[0036] 图6A和6B示出对于本文公开的步调测量系统的一个示范性实现的仿真结果。在图

6A  和6B中示出的标绘图从由跑步机上的个体跑步和步行产生的相同数据集生成。图6A示

出关于如根据图5使用由惯性传感器提供的谱峰频率计算的时间的用户步调。图6B示出由

惯性传感器输出的关于时间的惯性功率。图6B还示出示范性惯性功率阈值2000，其用于确

定用户是在跑步还是步行/静止。对于图6B的y轴电路的电路是由系统乘数标度的“g’s”，其

中1g是在海平面处的地球引力。如由图6A和6B示出的，用户从125-215秒以及从300-  375秒

地跑步。从而，在这些区域中，本文公开的用户步调方法和装置避免将每分钟145步以上的

峰值频率错认为2x或3/2x谐波。40-70秒区域示出3/2x和1/2x谐波，80-120秒区域示出2x和

1/2x谐波，并且125-215秒区域示出1/2x谐波。这些谐波中的全部在除以如本文公开的对应

谐波因子时产生正确的用户步调。

[0037] 在一些实施例中，步调测量系统10还可包括额外的传感器。例如，步调测量系统10

可包括额外的生理传感器14b，例如血流(光电体积描记(PPG))、体温和/或心率传感器。

[0038]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包括噪声电路18(未示出)以基于由步调电路100输出的确定

用户步调来去除来自生理信号的步调相关运动伪噪声或用别的方式使其减弱。例如，确定

的步调频率可选择性地从传感器14中的一个或多个的输出的频谱去除使得用大大减弱的

运动伪影来实现更高质量传感器输出。

[0039] 在一些实施例中，传感器14可包括光机传感器，其包括至少一个光学发射器和一

个光学检测器，使得惯性改变和步调可以通过光机传感器输出的谱特性来检测。在这样的

实施例中，本文描述的阈值可在应用于光机传感器来解释光机传感器与加速计之间的感测

机构中的差异时更改，由此产生步调的准确测量。在一些实施例中，光机传感器还可配置成

在皮肤处投射光并且检测从或通过皮肤散射的光来产生输出信号，其包括光体积描记分量

和惯性分量。在这样的实施例中，由光机传感器产生的步调测量可以从光机传感器输出去

除来提供第二输出，其具有带有来自步调的大大减弱运动伪影的更纯净光体积描记信号。

[0040] 当然，本发明可采用除本文特别阐述的那些以外的方式实施而不偏离本发明的基

本特性。本实施例要在所有方面视为说明性而非限制性的，并且在附上的权利要求的含义

和等效范围内的所有改变规定为包含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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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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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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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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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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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A

图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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