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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穿戴设备的应用
——以适老化为例

朱俊杰　王　明　韦延恺

（沈阳化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辽宁 沈阳 110142）

摘　要　随着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智能穿戴设备与各大平台相互关联运作，已经成为先进的新趋势。当

前老龄人口逐步增加，我国支持老龄化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应用于智慧养老。现今，依托“互联网 +”的新兴智

能养老模式给居家养老者带来了快速、便利、精准的服务，尤其智能穿戴设备迎合了老人健康管理、体育健康、

医护服务、安全保护、文化娱乐等多元需求。文章从适老化对智能穿戴设备应用场景的要求，阐述了智能穿戴设

备对未来老年人养老的帮助与应用。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利用情绪检测系统监测老年人智能穿戴产品的设计功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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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医学技术水平的提升，人平

均期望寿命也持续增长，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老人

最多的大国。自一九九九年起，中国正式步入了人口

老龄化国家，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赡养压力日益增大，

而随着中国人口基数的增加，社会赡养问题也开始越

来越突出。在我国，“居家养老”是一种普遍认可的

居家养老方式，不过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发展，

不管老年人还是儿童，中国传统的家庭赡养观念也正

悄悄发生着变化。而由于人口老龄化以及家庭管理模式

的改变，处理赡养问题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

老年人智能穿戴设备产业链融合了智能养老产业

和智能穿戴设备产业，具有两个新兴产业的竞争特征。

智能可穿戴设备作为养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

前景相对广阔。几千年的发展，我国的家庭伦理观念

已经形成，家庭中老一辈更加向往热闹的生活方式，

喜欢居家养老。我国有 95%以上的老年人不愿意在养

老机构度中过晚年生活。城市老年人可以凭借物业养

老和居家养老适化转型，从而达到更加舒适的居家养

老，而农村地区由于地理因素，过于偏僻或者交通不便，

得不到完善的社区养老，老年人只能依靠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相对于居家为主、物业社区为辅养老模式，

就显得单一，较为局限，孩子们忙于工作，而且大多

数老人都是独居。因此，人们对可远程实时监控的养

老智能可穿戴设备的需求逐渐扩大 [1]。

智能可穿戴设备是应用穿戴式技术对日常穿戴进

行智能化设计并能传输交互信息的智能设备 [2]，它可以

利用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等信息传感器，接入移动

互联网，实现人与物随时随地的信息交流 [3]。

智能可穿戴设备能够直接佩戴作为个人便携电子

产品，了解、记忆和分析生活特征，这大大提高了软

件支持的质量。

1 适老化智能穿戴设备

1.1 老年人可穿戴手表

针对老人可穿戴手表是用 STM32F1单片机开发的，

采用多种编程和集成模块。具有室内外定位、生理指

标监测、坠落检测、疫苗接种卫生代码显示、一卡通

功能 [4]。内外定位采用 GPS定位联轴器，电磁干扰强，

精度高。使用MKB 0803模块系统，对人体心脏搏动率、

强压、脉搏等进行监测，具有意外掉落警报功能，系

统高度整合，具有稳定性。使用WD373模块检测体温、

血压、血糖、呼吸。对于坠落检测，MPU6050六轴加

速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加速度阈值 [5]。智能穿戴手表可以

实时跟踪监测老人的血压、心率、位置等信息，后台

将信息统筹计算上传，同步在老人子女的手机APP上，

方便老人的子女以及护理端护理人员及时处理突发疾

病。通过监测父母的智能穿戴手表的辅助，子女们可

以更加快速简洁地了解父母情绪的变化，从而增强父

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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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离床警报器

为经常平卧的老年人设计，以超低耗微处理器、

IMS-C15A薄膜压力感应器与信号转换器、GPRS模块

等构成的微型压力检测系统，在老年人因意外离床时

会传递报警讯息至云平台，并发出警报声。报警终端

通过无线技术发送给计算机系统及定制手环；定制手

环由护理人员佩戴在手腕上，在接收到报警终端的离

床信息时，手环会产生自动提醒护理人员，用于提醒

护理人员老人离床以便给予及时搀扶 [7]。报警终端还将

离床信息发送至老人子女手机端，子女可通过老年人

居家养老辅助摄像头查看老人当前状态。

1.3 卫星导航鞋

英国设计师多米尼克·威尔考克斯研制开发的卫

星导航鞋名叫“No Place Like Home”（何处是家园），

无论主人身在全球的什么角落，都能够引导它到达目

的地；左脚鞋子的鞋头有一圈 LED指示灯，外形就像

是一种指南针，可以指明最准确的方位。右鞋鞋头也

有一个 LED指示灯，能够表明当前位置以及离目的地

的距离远近 [8]。信息同步至手机 APP客户端，完成了

对佩戴者的信息化、智能化的远程实时监护。现今患

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人数逐渐增多，常常会发生老

年人找不到家的情况，子女只需将居住地点设为最终

目的地，当家里老人出门之后，导航鞋就可指引老人

回家，同时也可方便路人或护理人员帮助老人回家。

1.4 老年智能服装

老年智能服装是各种学科的组合，涉及电子信息、

材料、纺织品和其他相关学科。主要是通过智能纤维、

传感器和物联网实现老年人的智能可穿戴服装。智能

纤维可以在外部环境变化和响应外，使用智能纤维进

入衣服，以在保持纺织特性的情况下实现商定的智能。

在服装中植入生物医学传感器或者运动传感器，制成

能够监测人体生理数据和运动状态的智能可穿戴服装。

物联网技术与服装结合，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

监管等功能 [9]。老年智能服装具有健康监测功能，对于

老年人来说，可以预防老年慢性疾病，健康监测老年

人智能穿戴服装开发传感器将数据能力嵌入服装中，

实现对老人日常生活中身体各方面要素的实时监测与

预警，并通过信息处理模块进行分析。老年智能服装

采用 4D打印技术，技术成本较高，现需降低技术成本，

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售价，以此来推动老

年智能服装的可持续发展。

1.5 智能穿戴导盲腰带

智能穿戴导盲腰带是一种基于超声波测距且可定

位的导盲辅助产品，拥有超声波测距、语言提示与可

定位系统设计，可以很好地帮助老年实力弱化者的生

活出行，同时也可适用于视力障碍盲人；智能穿戴导

盲腰带可以分为 6个模块：主设备控制模块、测距模

块、语言模块、北斗定位模块、通信模块及电路系统；

以 STC89C52处理器为核心，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对前方

所经过路面情况进行实时障碍检测；当有障碍物即将

进入系统所设定的监测警报范围，将通过语言模块对

佩戴扩音耳机的视力弱化老人进行障碍物的信息警告

提示；系统嵌入 GPS精准定位功能，通过通信模块实

时发送 GPS定位信息至老人子女与护理人员的后台信

息交互设备，实现智能导盲作用 [10]。

2 适用于智能穿戴设备的情绪监测系统

情绪监控系统以物联网的 4层基础架构模式为中

心，设计系统架构如图 1所示。该系统包括智能设备、

直链传输网络、云服务器和移动客户端。

2.1 直链传输网络

移动客户端和智能设备可以同时实现无线网络、

UMTS/GSM/4G/5G等直链传输网络，与云服务器对应的

模块进行通信。云服务器将处理和存储收集的生理数

据，并传输给移动客户端。

2.2 云服务器端

云服务器端（ECS）所具有的主要功能有首次信息

数据处理、情感识别、建模和数据存储传输。云服务

器在客户端首次上传的数据进行首次处理后，输入鉴

定算法进行鉴定，存储相关信息，将分类结果发送给

移动客户端。

2.3 移动客户端

移动客户端具有 2种模块：护理员端与老年人端；

老年人端也可称为老人端，老人端主要有3个功能模块：

自我现状评估、情绪放松和近期记录。自我现状评估

模块收集对老年人身体和心理状态的自我评估；SAMA

模块创建报告的老年人的情绪状态和情绪类型；情绪

放松模块向老年人传达有关情绪缓解的短文、和日常

健康生活小常识，并与护理人员的情绪干预互相辅助

来解决老年人因环境等各种因素所产生的负面情绪；

记录模块通过查询老年人在不同时期的周期性情绪图，

让老年人能够自主地舒缓负面情绪，从而让老年人产

生愉快记忆，达到自我放松的境界 [11]。

护理人员客户端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医护人员洞悉

该地区老年人的情绪境况，收集该地区老年人的日常

生活数据。护理对象主要有三个功能模块：情绪组、

常规数据分析上传和情绪干涉。情绪组功能模块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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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情绪属性的类别参照，分析表明辖区内老年人的情

绪境况；常规数据上传模块用以上传老年人的日常强身

健体、集体文娱活动等信息内容：情绪干涉模块是管理

系统中老年人与护理人员的沟通交流的便捷通道 [12]。

护理人员可在操作系统中对老人进行护理后随访登记，

快速了解老人护理后情感变化情况，对护理后的心理

康复情况进行记录。老人子女也可以使用外部客户端

与主管护理员对治疗后的情况进行沟通，从而随时调

整治疗、康复方案。在此模块下，护理部门可以查询

已完成的情绪干预，给予更多的心理照顾，或选择主

动提供上门服务来照顾老人。

3 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政府政策的影响下，人们会

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养老市场上；在科技发达的时代，

适老化智能穿戴设备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本文将以物联网四层基础结构模型为中心研究的

老人情绪监测体系和智慧手环等智能穿戴设备嵌入合

作中，成为智能养老系统的关键部分。云服务器端即

时掌握了老人的情绪状况，并分析老年人心理健康状

况，同时将所存储信息发送到手机客户端，养老服务

平台的护理人员就可进行有效服务，进一步提高了养

老服务效率。本文列举了几种智能穿戴设备的工作原

理与结构组成，但现今智能穿戴设备在养老方面的应

用仍有未涉及的层面。只有不断获取老年人的养老需

求、积极科技创新，制造出适合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

智能穿戴设备，不断规范养老穿戴设备的行业准则，

完善现有设备的功能不足之处，才可以逐步地缓解社

会养老压力，提高制造设备产业的创新能力，促进产

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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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情绪检测系统架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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