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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守护者”——老人健康监测智能相框 

 

摘要 

 

在世界范围内，空巢老人数量众多，空巢老人的健康问题亟待解决。本作品作为一款全天

候、非接触式老人健康监测智能终端，采用边缘计算的模式，致力于解决独居老人的健康监测

问题。以 AI-boxX Gen.1 作为系统核心，选用毫米波雷达传感器作为数据采集前端，通过雷达

信号处理，深度学习等关键技术，实现目标检测与跟踪、跌倒检测、生物特征信号提取。该系

统做到了隐私保护，能够帮助解决目前广泛存在的空巢老人健康问题，给予老人无声的陪伴。 

 

关键词：老人健康监测，边缘计算，全天候，非接触，毫米波雷达，隐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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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SIBLE GUARDIAN” ——ELDERLY HEALTH 

MONITORING SMART PHOTO FRAME 

 

ABSTRAC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empty-nest elderly in the world, and the health problems of empty-

nest elderly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As a smart terminal for all-weather, non-contact elderly health 

monitoring, this work uses edge computing to solve the health monitoring problem of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With AI-boxX Gen.1 as the core of the system, the millimeter-wave radar sensor is 

selected as the data acquisition front end. The system uses radar signal processing, deep learning and 

other key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target detection and tracking, fall detection, and biometric signal 

extraction. The system has achieved privacy protection, can help solve the widespread health problems 

of the empty-nest elderly, and give the elderly silent company. 

 

Key words: elderly health monitoring, edge computing, all-weather, non-contact, millimeter wave 

radar, privacy prot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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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作品背景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网络的迅速发展也带动了相关技术产业的进步。如今人们生

活在一个网络化、智能化、数据化的时代。各大信息产业公司也扶摇直上，推出了一系列

的智能平台。这些智能平台的推出为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铺垫。技术创新不仅在改变

职业和工作的模式，提高社会生产力，加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

营造出更具价值的全新生活模式，给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现在，智能化的产品已经融

入了我们的生活。 

敬老爱老一直是我国推崇的优良传统，国家始终对老年人群体保持关注。2019年，我

国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 11.47%，老人的健康问题亟待解决。我国

目前的养老方式及就以家庭养老为主，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不在少数。但是，子女

作为主要赡养人的作用正在发生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尊老爱老的传统带来了一定冲

击。家庭对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传统作用正在逐渐削弱。部分地区外出务工的子

女较多，空巢老人作为弱势群体，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空巢老人的健

康状况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实际生活中，一方面，年轻人的生活节奏逐渐加快，很少有人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

时间陪伴老人；另一方面，老人也理解子女们的生活压力，在很多时候不愿意麻烦他们，

不愿意给他们添乱，这种情况导致的意外时有发生。当心肌梗塞、室内跌倒等意外事故发

生时，很多老人会选择默不做声，不给子女添麻烦，可这也导致了病情的恶化。在第一时

间施救能够避免很多灾难性的后果。 

 

1.2 作品概述与意义 

随着电子计算机产业的发展，用信息技术来帮助解决老年人健康问题越来越迫切，同

时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我国政府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做出了很多努力。在我国出

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对老年人的优惠政策做出了详细描述。经

济上通过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医疗上也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

老年人基本医疗的需要。在老年人护理方面，国家逐步开展长期护理保障工作，保障老年

人的护理需求。但是虽然政策上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有着极大的支持，但是相关工作的开展

与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接轨并不良好。 

近年来，空巢老人由于突发心脏病、室内跌倒等原因导致的意外事故屡见不鲜。市场

上已经出现许多基于摄像头采集室内图像，分析老人健康状态的产品，可以实现大多数条

件下的跌倒检测功能。但是这类产品有很强的局限性。一方面，在夜晚光线不足的条件

下，图像处理方法的灵敏度会大幅下降，对老人运动状态的监测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另

一方面，在一些私密的场所（如浴室），安装摄像头侵犯了老人的隐私，显然不是一个好

的选择，而浴室又是老人室内跌倒的高危场所。此外，市场上的产品对老人的呼吸、心率

等健康指标的监测较为缺乏，已有的产品也大多是接触式的检测设备（如手环等），在洗

澡、睡眠或者设备充电等特殊场合，老人们通常会将其摘下，如果此时突发心脏病，老人



                                             “隐形守护者”——老人健康监测智能相框 

第 2 页 共 24 页 

家属和医疗部门难以及时地获得信息。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设计了一款基于毫米波雷达的全天候、非接触式老人健康监测智

能相框。克服了光线、接触等约束性条件，也解决了浴室等私密场所的隐私问题。不同于

以往的云端计算模式，我们采用了边缘计算的模式，集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应用程序等

核心能力为一体，大大提升了处理效率，减轻了云端的负荷，同时也可以给用户提供更快

的响应，将需求在边缘端解决。各个子系统独立决策，与云端相连，实时反馈老人健康状

态，一旦出现问题，能够及时反映给老人家属以及医疗机构，从而在第一时间给予援助。 

智能相框以相框作为载体，将健康监测系统隐藏其中，在不被老人察觉的情况下对老

人的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测，成为了繁忙工作中关注老人健康状况的媒介，是老人健康的

“隐形守护者”。与摄像头等监控设备相比，本作品使用毫米波雷达作为数据采集前端，

可以在不侵犯用户隐私的情况下监控人体状态，做到了隐私保护，也克服了接触式健康监

测设备的诸多限制，可以广泛应用在空巢老人家中。 

本作品分为四个部分：雷达采集数据、目标检测与跟踪、心率和呼吸监测、跌倒检

测。本作品采用毫米波雷达传感器采集实时数据，在 AI-boxX Gen.1 设备上进行算法分析

处理。通过雷达信号处理方法分析回波数据，实现目标检测与跟踪、心率和呼吸监测等功

能。此外，我们引入了深度学习的方法，不断获取大量的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构建出了

跌倒过程的雷达点云数据库，并以此训练神经网络，实现了跌倒检测的功能。我们的所有

功能都在嵌入式设备上实现，每个终端可以直接与云端相连，能够将运算结果及时反馈给

老人家属以及医疗机构。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如老人跌倒或心律不齐），能够实现一键拨

号，控制主叫机呼叫老人家属的手机号码，保证老人在第一时间得到医疗救助。 

 

1.3作品理念 

（1）无声的陪伴。当代年轻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尽管心中牵挂家里的老人，迫

于生活压力也不得不在外奔波。同样的，老人大多体谅子女的生活压力，不愿给他们添麻

烦，这造成了很多悲剧的发生，而这些悲剧本可以避免。本作品以相框作为载体，将健康

监测系统隐藏其中，无形中守护着老人的健康，成为子女便捷关注老人健康状况的媒介。 

（2）非接触式。现在市面上很多健康管理产品如小米手环都是接触式的系统，不可

避免的也有很多的局限性。老人的健康状况需要不间断地关注，但在一些特殊场合（如洗

澡、睡觉、设备充电等），接触式的产品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而本作品采用的非接触式

的雷达监测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让老人解放自己，不需要考虑设备充电，按时佩戴

等问题，也不会影响老人的日常生活。 

（3）全天候。部分老年人健康监控系统，尤其是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解决方案，对于

环境的依赖性比较大，特别是在亮度过高或者过低的时候，检测的准确性都会下降。但是

本作品使用的毫米波雷达，基本不会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工作效果更稳定，不忽略任何

一次老年人发生的危险。 

（4）隐私保护。与摄像头、红外成像等人体状态监测设备相比，毫米波雷达传感器

的分辨率相对较低，可以在不侵犯用户隐私的情况下监控人体状态，能够更好地保护老人

的隐私，可以安装在浴室等私密且高危的场所，做到了很好的隐私保护。 

 

1.4 关键技术 

（1）目标检测与跟踪技术。 

目标检测与跟踪是后续所有工作的前提，由于嵌入式处理器的算力有限，高效的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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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处理算法是本作品设计的关键。与此同时，在 Linux操作系统上实现雷达信号处理算

法也对我们的软件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系统实时性。 

系统实时性是本次作品最重要的部分，也是难度最大的部分，由于毫米波雷达的中频

数据量较大，给后级数据提取以及数据处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算法的优化和裁剪以及多

线程并行数据处理是本系统的技术难点之一。 

（3）跌倒检测技术。 

跌倒检测是本作品的核心功能，跌倒检测的正确率直接决定了健康监测的效果，漏检

和误检都会影响用户的体验，作品的实用性对数据处理和跌倒检测的算法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 

（4）生物特征信号提取。 

生物特征信号提取是本作品的重要功能之一，老人的呼吸和心率能够直观反映老人的

健康状态。呼吸和心跳会带动胸腔起伏，从雷达传感器中频信号中提取出呼吸和心跳的信

息是本作品的技术难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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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方案 

 

本章将通过展示系统的整体设计方案，为读者供系统的全局框架。2.1节将对系统的

整体框架进行概括总结。2.2 节将详细地介绍本作品所使用的硬件设备的参数及特点。2.3

节将通过流程图的方式阐述系统的软件流程以及算法的设计方案。在下一章节将建立在本

章系统整体框架上，对具体的技术以及难点进行详细阐述。 

 

2.1 系统设计 

整个系统设计致力于实现室内目标的实时健康监测。通过 IWR1642 和 IWR6843 两个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采集空间数据，经过 AI-boxX Gen.1 嵌入式处理器进行目标跟踪、心跳呼

吸检测、跌倒检测，再通过网口将算法输出的结果打包发送，显示终端可以接收数据包并运

行 GUI 应用程序，获得系统的实时输出。 

具体的系统设计如图所示。两个毫米波雷达传感器作为数据采集前端，将数据送入 AI-

box 进行数据处理，实现目标跟踪、心跳呼吸检测、跌倒检测等功能。再将算法输出的结果

通过网口发送，最终在应用终端上运行 GUI 程序并实时输出结果。 

在整个系统流程中，AI-box 实现了数据预处理、目标跟踪、心跳呼吸检测、跌倒检测等

功能，应用了聚类算法、深度学习算法等前沿技术，发挥了一个优秀的边缘计算嵌入式处理

器应有的作用。 

 

 

图 2-1 系统示意图 

 

2.2 硬件设计 

本作品的设计当中，硬件部分采用了 AI-BoxX Gen.1 作为核心处理器，IWR1642 雷达

传感器、IWR6843 雷达传感器作为数据采集设备，通过 AI-BoxX Gen.1 处理器实现数据接

收、数据处理、深度学习等核心技术。IWR1642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实现了对人员呼吸心跳

的微多普勒提取，数据导入 AI-BoxX Gen.1 实现了呼吸心率的测量。IWR6843 采集三维点

云数据，数据导入 AI-BoxX Gen.1，再通过算法处理，实现了跌倒检测、目标跟踪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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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算法处理结果通过网口打包发送，可以在其他终端上显示。 

 

2.2.1 AI-BoxX Gen.1 

AI-BoxX Gen.1 是一款搭载了 Intel 高性能低功耗 i3-8145UE 处理器的嵌入式住机，i3-

8145UE 是英特尔公司面向嵌入式市场推出的处理器。AI-BoxX Gen.1 同时还搭载了 VPU

加速卡 HDDL-R8 为深度学习算法的实时性实现提供了硬件基础。AI-Box 的强大应用场景

还得益于硬件平台丰富的接口：USB 3.0*4,RJ45 网口*2，HDMI*2，RS232*2，这样的硬件

平台为嵌入式的开发应用提供无与伦比的性能与扩展性。 

其主要参数如下： 

（1）处理器：Intel® Core™ i3-8145UE Processor 

（2）内存：4G DDR4L*2 

（3）存储容量：500G M.2 SSD 

（4）AI 卡：VAD HDDL-R8 

（5）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Linux 

（6）以太网：千兆以太网口*2 

（7）外形尺寸：235*175*78 mm 

（8）扩展：EDP 插针，RJ1 插针，GPIO 插针，USB 插针，JCOM 插针 

（9）USB：4 个 USB 外设接口 

 

2.2.2 IWR1642+DCA1000 

IWR1642 器件是一款能够在 76 至 81GHz 频带中运行且基于 FMCW 雷达技术的集成

式单芯片毫米波传感器，具有高达 4GHz 的连续线性调频脉冲。该器件采用 TI 的低功耗 

45nm RFCMOS 工艺进行构建，并且此解决方案在极小的封装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集成度。

IWR1642 包含一个具有内置 PLL 和模数转换器的单片实施 2TX、4RX 系统。IWR1642 还

集成了 DSP 子系统，该子系统包含 TI 用于雷达信号处理的高性能 C674x DSP。 

 

 

图 2-2 IWR1642 实物图 

在整个系统中，IWR1642+DCA1000 对人员的呼吸心跳进行微多普勒提取，同时通过傅

里叶变换以及功率谱估计的方法对心率以及呼吸速率进行测量。 

 

2.2.3 IWR6843+mmWaveICBoost 

IWR6843 是一款能够在 60GHz 至 64GHz 频带中运行且基于 FMCW 雷达技术的集成

式单芯片毫米波传感器。该器件采用 TI 的低功耗 45nm RFCMOS 工艺进行构建，并且在极

小的封装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集成度。 

IWR6843 独特的天线设计使得其具有俯仰角的分辨率，从而能获取到水平和竖直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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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的信息，为三维空间的定位和跌倒检测提供了基础。 

 

 

图 2-3 IWR6843 实物图 

 

在整个系统中，IWR6843+mmWaveICBoost 通过对人体回波数据的处理输出点云信号，

输入后级进行信息处理，如：数据关联与航迹管理、跌倒检测。 

 

2.3 软件设计 

本节将对作品实现的目标跟踪，心率呼吸检测和跌倒检测三个核心功能进行介绍，从数

据获取到算法处理再到结果显示为读者提供作品的实现流程。第一小节驱动设计部分将阐

述两个毫米波雷达传感器的连接及数据传输的流程，第二小节算法设计将阐述我们充分利

用多个 CPU 核心进行并行数据处理的设计方案，以及目标检测与跟踪，心率和呼吸速率检

测，跌倒检测的算法流程。第三小节显示终端设计将阐述我们配置网口通信以及数据可视化

的基本流程。 

 

2.3.1 驱动设计 

 

2.2.1.1 雷达传感器的连接 

本项目的边缘嵌入式处理器与雷达的通信使用串口完成，可以实现通过适当的程序设

计对雷达的数据处理行为进行控制，以及从串口获取雷达检测结果数据的功能。首先我们对

边缘嵌入式处理器的 usb.rules 文件进行了配置，使得特定的串口始终保持同一个别名。在

程序试图启动时，会首先检查是否存在对应串口，如果存在对应串口则按照事先准备的配置

文件陆续发送配置指令，控制雷达开始工作，此时雷达的连接工作即告完成。 

 

2.3.1.2 雷达的数据获取和同步 

雷达连接完成后，IWR6843 雷达将陆续从串口按照协议安排传回点云数据，而 IWR1642

雷达将传回呼吸心率相关的数据，两者的数据传输是相互独立的。我们通过数据接收函数对

串口的数据进行并行处理和分析，每确认收到完整的一帧便同步到程序的缓存中，并置位对

应的数据标签，之后进行了程序的封装以供给上级调用。 

 

2.3.2 算法设计 

2.3.2.1 多线程并行数据处理 

为了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以及分散出错代价等，本项目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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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Aibox 嵌入式处理器提供的四线程 CPU，多处使用了并行开发的思路。多线程处理的资

源安排如图所示 

 

 
 

图 2-4 多线程处理的资源安排框图 

 

2.3.2.2 目标跟踪算法 

目标跟踪算法是本次作品的核心技术之一。对于目标跟踪算法部分，本作品先采集

IWR6843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返回的三维点云数据，通过聚类算法和航迹相关算法，进行了

目标跟踪系统的实现，同时针对系统实时性进行了算法的优化，实现了目标检测跟踪的实时

系统。目标跟踪算法的流程如图所示 

 

图 2-5 目标跟踪算法流程框图 

 

2.3.2.3 跌倒检测算法 

跌倒检测算法是本作品的核心技术之一。对于跌倒检测算法部分，本作品通过深度学习

的算法实现对跌倒动作的识别。首先通过串口读取 IWR6843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返回的三维

点云数据，经过聚类算法和噪声去除后，可以做到对人体姿态的初步识别。在此基础上对目

标的质心进行了估计，并在时间维对结果进行分帧，自主制作数据集并训练神经网络，实现

了对跌倒动作的准确识别。跌倒检测算法流程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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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跌倒检测算法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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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键技术 

 

在上一章节，了解了系统实现的功能和设计的方案之后。本章将针对核心技术部分，对

于产品的难点通过基础理论和实现方式两方面进行详细阐述。3.1 节描述了 FMCW 雷达信

号处理的主要流程。3.2 节描述了多线程数据处理的流程，对线程管理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分

析。3.3 节描述了心率和呼吸速率检测算法的流程。3.4 节描述了本作品设计中使用的聚类算

法的具体步骤。3.5 节描述了目标跟踪算法的具体实现。3.6 节针对跌倒检测算法进行了详细

的流程分析。3.7 节对边缘计算和人机交互部分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网口通信以及图形化

界面部分。 

 

3.1 FMCW 雷达信号处理 

FMCW 信号是频率随时间线性变化的信号，那么这样性质的信号通过相干处理就可以

得到距离维度的信息。在下图中粗实线是发射信号，这样一个在时频维呈现锯齿波的信号称

为 Chirp 信号，粗虚线是物体反射的信号，那么通过对中频频率的求取结合参数 B 与 T 的

数值就可以估计出物体距离传感器的距离。 

 

图 3-1 FMCW 信号示意图 

一个通道在一个 Chirp 期间 IF 的信号进行 FFT 可以得到目标的距离维信息，那么联合

多个 Chirp 的信号在慢时间维进行 FFT 就可以求得目标的速度信息，多个 Chirp 合称为一

帧，同时由于目标的回波可以视作平面波那么对多个天线的数据在空间的维度进行 FFT 就

可以得到目标的角度信息。 

下图展示了 Chirp 数据处理过程中的流程框图，对一个快时间维的数据进行 FFT 可以

得到 IF 的频率信息，通过 IF 的频率信息可以得到距离维的信息，对多个 Chirp 的数据合并

成 1D-FFT 的矩阵，即就是一帧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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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1D-FFT结果示意图 

对一帧数据进行慢时间维的 FFT 可以得到距离-速度信息，之后通过检测可以得到目标

信息（下图）。 

 

图 3-3 速度维 FFT 示意图 

 

当得到了目标所在矩阵的位置，通过天线维度的 FFT 就可以得到目标回波到达角的信

息（下图）。 

 

图 3-4 天线维 FFT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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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多线程并行数据处理 

本节将介绍在软件程序设计的过程中的并行数据处理流程。在边缘嵌入式处理器的主

线程中，对 IWR6843 雷达和 IWR1642 雷达分别调用一个线程进行维护，尽可能的开启两个

线程，如果有其中一个线程出现报错退出，至少能保证另一个线程能够继续使用。在面向雷

达的数据处理线程中，使用轮询的方法检查串口缓冲区数据，并在数据满足数据处理条件，

即收到了完整的一帧时，会调用算法程序对传回的数据进行处理，因为调用算法程序需要消

耗的时间比较长，串口缓冲区有爆满的风险，所以此处调用算法程序也是另开线程进行处理。

在调用算法进行边缘计算的线程中，将会通过程序启动时维护的套接字接口来向服务器发

送报文，报文的格式由编写的文件进行规范。套接字的方法是将并行开发收束为 FIFO 顺序

执行的较好方案。 

 

 
图 3-5 多线程调度示意图 

 

3.3 心率与呼吸速率检测 

通过延长观测时间，并且进行适当的降采样可以得到长周期多普勒信号（单位量级：s）

的特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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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慢时间维分析示意图 

 

心率呼吸的测量：人正常的呼吸频率在 0.1-0.6Hz 之间，心率在 0.8-4Hz 之间，那么对

长周期多普勒信号的信息进行提取就可以对呼吸以及心跳的速率进行估计。如下图，通过设

计的滤波器进行滤波后对信号进行谐波分析，提取主要的频点，从而对呼吸以及心率进行估

计。 

 

图 3-7 生物特征信号提取示意图 

 

3.4 聚类算法 

点云数据存在“野点”、噪声点，同时人体的通过雷达检测的检测点数目通常不唯一，

那么通过合适的聚类能够达到消除部分“野点”、噪声点以及估计人体质心的效果。考虑到

系统实时性的设计，我们使用了具有噪声的基于密度的聚类方法 DBSACN。 

下图即为 DBSCAN 的聚类结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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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聚类算法示意图 

 

DBSCA 的方法认为同一类别的样本，他们之间的紧密相连的，即就是在该类别任意样

本周围不远处一定有同类别的样本存在。通过将紧密相连的样本划为一类，这样就得到了一

个聚类类别。通过将所有各组紧密相连的样本划为各个不同的类别，则我们就得到了最终的

所有聚类类别结果。它的算法流程如下： 

输入：样本集D = (x1, x2, … , xm) ,邻域参数(ϵ, MinPts) ,样本距离度量方式（eg. Euclid 

Distance） 

输出：簇划分C 

step1:初始化核心对象集合Ω = ∅ ,初始化聚类簇数k = 0 ,初始化未访问样本集合Γ = D ,

簇划分C = ∅ 

step2:对于j = 1,2, … , m，按下面的步骤找出所有核心对象： 

a)通过距离度量方式，找到样本xj的ϵ −邻域子样本集N𝜖(𝑥𝑗) 

b)如果子样本集样本个数满足|N𝜖(xj)| ≥ 𝑀𝑖𝑛𝑃𝑡𝑠  ，将样本xj加入核心对象样本集合：

Ω = Ω ∪ {xj} 

step3:如果核心对象集合Ω = ∅，则算法结束，否则进入 step4 

step4:在核心对象集合Ω中，随机选择一个核心对象o，初始化当前簇核心对象队列

Ω𝑐𝑢𝑟 = {0}，初始化类别序号k = k + 1，初始化当前簇样本集合Ck = {𝑜},更新未访问样本集

合Γ = Γ − {o} 

step5:如果当前簇核心对象队列Ω𝑐𝑢𝑟 = ∅，，则当前聚类簇Ck生成完毕，更新簇划分C =

{C1, C2, … , Ck}，更新核心对象集合Ω = Ω − Ck，转入步骤 3。否则更新核心对象集合Ω = Ω −

Ck。 

step6:当前簇核心对象队列Ωcur中取出一个核心对象o′，通过邻域距离ϵ阈值找出所有的

ϵ −邻域子样本集N𝜖(𝑜′)，令Δ = N𝜖(𝑜′) ∩ Γ，更新当前簇样本集合Ck = 𝐶𝑘 ∪ Δ，更新未访问

样本集合Γ = Γ − Δ，更新Ωcur = Ωcur ∪ (Δ ∩ Ω) − 𝑜′，转入 step5 

输出结果为：簇划分C = {C1, C2, … , Ck} 

 

3.5 目标检测与跟踪算法 

聚类的结果满足进行传统航迹管理的基本假设，即：一个物体只有至多 1 个有点量测

点。这是之后的目标跟踪算法的基础，在本节接下来的内容中将对航迹初始化、数据关联、

航迹起始、航迹管理进行原理以及算法设计的描述。 

 

3.5.1 航迹初始化 



                                             “隐形守护者”——老人健康监测智能相框 

第 14 页 共 24 页 

在聚类之后，通过比对连续两帧的检测点可以进行航迹初始化的操作，航迹初始化就是

要在连续的两帧中通过一定的约束（最大速度与最小速度）对所有可能的检测点进行关联，

通常使用环形波门(如图)，即选定前一帧的一个检测点，在下一帧中对其半径为V𝑚𝑖𝑛 ×  TS和

V𝑚𝑎𝑥 × TS的圆包围的圆环中的检测点予以数据互联，同时进行速度的预计算。 

 
图 3-9 环形波门示意图 

 

3.5.2 数据关联 

数据关联算法采用线性高斯模型进行贝叶斯迭代，在航迹的每一次互联时通过航迹预

测点与新息协方差进行波门大小的选择，同时对落入波门内的点采用最邻近的准则(NN)予

以互联（如图所示）。通过计算可以得到检测点与预测点的归一化距离 V，其中 V 的计算如

下： 

若传感器测得的目标直角坐标系下的转换量Zc(𝑘 + 1)满足： 

�̂�𝑘+1(𝛾) = [𝑍𝑐(𝑘 + 1) − �̂�𝑐(𝑘 + 1|𝑘)]
′
𝑆−1(𝑘 + 1)[𝑍𝑐(𝑘 + 1) − �̂�𝑐(𝑘 + 1|𝑘)] 

= vc
′ (k + 1)S−1(𝑘 + 1)𝑣𝑐(𝑘 + 1) ≤ 𝛾 

则称转换量测值Z𝑐(𝑘 + 1)为候选回波，上式称为椭圆波门规则。其中参数γ由χ2分布表获得。

若量测值Zc(𝑘 + 1)为nz维，则�̂�𝑘+1(𝛾)是将残差标准化后的具有nz个自由度的χ2分布随机变

量。 

同时根据互联点进行后验概率的更新并作出下一步的预测。 

而如果没有检测点落入波门内那么就用预测点进行关联，同时不更新协方差。 

 
图 3-10 数据关联算法示意图 

 

3.5.3 航迹起始 

在经过了航迹初始化以及 M 步的航迹关联后，如果在 M 步的航迹关联中有 N 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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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波门内的检测点进行了互联，那么就可以将其判定为确认的航迹，这样的方法称为 MN-

Logic 航迹起始算法。 

 

3.5.4 航迹管理 

航迹管理就是通过逻辑的方法对未起始的航迹（实验航迹）、确认航迹进行数据关联以

及质量评估，具体算法如图 3-10所示。 

 

 
图 3-11 航迹管理算法示意图 

 

3.6 跌倒检测 

 

3.6.1 数据预处理 

通过对点云数据进行聚类可以得到人体的检测点集合，基于检测点集合可以对人体的

姿态进行识别，在本次作品中我们通过估算质心的位置得到时间-质心的数据，之后进行滤

波，野值剔除等数据预处理操作，最终将其作为输入数据输入神经网络。 

 

 

图 3-12 点云数据预处理示意图 

 

图 3-13 为实测的点云数据（聚类后），图 3-14 是后期处理后的人体姿态合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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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3 人体姿态识别示意图     图 3-14 人体姿态识别合成图（后期处理）  

 

3.6.2 神经网络 

通过搭建神经网络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类。为了搭建出适合提取时间序列信息的神

经网络，作品中使用了多层感知机模型[3]，经过测试，该模型能很好地提取时间序列的特征，

在跌倒检测的判断中检测概率高、虚警率较低，同时我们针对系统实时性实现进行了神经网

络的优化。我们使用了 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架搭建神经网络，神经网络结构如图所示 3-

15所示 

 

 

图 3-15 神经网络结构示意图 

 

 

3.7 边缘计算与人机交互 

为了更好地进行人机交互，贴合边缘计算的主题，我们对终端与云端的数据交互进行了

特殊的设计。算法处理后的结果将会通过套接字的方式打包发送，在多种传输媒介上均可传

送（本作品使用网口），之后终端设备通过用户程序即可对数据进行访问，同时通过 GUI 实

现数据可视化，简化操作。 

  

3.7.1 网口配置通信 

在本作品中，用 AI-Box 是边缘计算系统，通过网线连接的 PC 机为终端设备。那么就

必须处理局域网网口配置的问题。在边缘嵌入式处理器中，对 Ubuntu 系统的默认网络设置

进行了配置，将网口配置为静态 IP，尽量避免对 AI-Box 的其他控制。而在象征云端的 PC

端，则绑定了局域网上的一个 IP 地址的一个端口用来接收数据。本实验只有一个边缘嵌入

式处理器，因此没有对不同的处理器 ID 进行设置和区分。由于采用的是网口通信，可扩展

性比较强，为了保证数据的稳定性我们使用的是局域网联机，实际上最终可以通过无线网连

接到远程服务器进行统一管理。 网口通信如图 3-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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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网口通信示意图 

 

 

3.7.2 GUI 界面设计与数据可视化 

为了最好的利用 Python 进行实时的航迹图绘制以及心率呼吸的波形图像，我们采用了

pyqtGraph 库进行可视化处理，并且使用 PyQt5 进行 GUI 界面的设计以及三维图像的嵌入展

示。为了模拟实际需要，添加了四个按钮，分别控制两个雷达数据采集的开与关。GUI 界面

如图 3-18 所示 

 

图 3-18 GUI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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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品测试 

 

4.1 硬件测试 

本系统的核心硬件是 AI-BoxX Gen.1，我们主要使用它的外设接口，包括 USB 接口、

网口、HDMI 接口。 

 

表4-1 AI-BoxX Gen.1功能测试 

测试项目 测试效果 

USB 接口 正常 

网口 正常 

HDMI 接口 正常 

 

4.2 外设测试 

本系统的主要外设有 IWR1642，IWR6843。由于系统通过这两个毫米波雷达传感器采

集信息，外设的性能将直接影响数据的采集，所以需要分别对两个雷达传感器的工作状态进

行测试。 

 

4.2.1 IWR1642 传感器测试 

 

对 IWR1642 传感器模块连续工作 30 分钟的参数进行了数据获取测试和稳定性测试，

测试结果如下 

表4-2 IWR1642功能测试 

测试项目 测试效果 

慢时间维多普勒数据 数据获取正常，稳定性好 

 

4.2.2 IWR6843 传感器测试 

 

对 IWR6843 传感器模块连续工作 30 分钟的参数进行了数据获取测试和稳定性测试，

测试结果如下 

表4-3 IWR6843功能测试 

测试项目 测试效果 

3D 点云数据（3×n） 数据获取正常，稳定性好 

 

4.3 算法测试 

算法作为本系统的核心技术，主要有目标检测与跟踪算法，心率和呼吸速率提取算法，

跌倒检测算法以及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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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目标检测与跟踪算法测试 

  

针对前文提到的各项功能，目标检测与跟踪算法主要包括单目标跟踪和多目标跟踪两

部分，测试结果如下 

表4-4 目标检测与跟踪算法功能测试 

测试项目 测试效果 

单目标检测与跟踪 正常 

多目标检测与跟踪 正常 

 

经过测试发现，目标跟踪算法在有限区域内能够保持 4 到 5 个目标的良好跟踪，理论

上多达 10个目标时仍能保持良好的跟踪效果。 

 

4.3.2 心率和呼吸速率提取算法测试 

 

心率和呼吸速率提取算法的功能是在慢时间维对频谱信息进行提取，对呼吸以及心跳

的频率进行估计。我们以小米手环测量的数据为参考标准，通过 50次测量对比，得到了算

法的输出结果与真实值之间的平均误差，测试结果如下： 

表4-5 心率和呼吸速率提取算法效果测试 

测试项目 测量误差 

心率测量 6.3% 

呼吸速率测量 8.9% 

 

测试结果表明，非接触式心率和呼吸速率的测量与接触式设备相比仍有差距，但也能大

致反映出目标当前的身体状态，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3.3 跌倒检测算法测试 

 

跌倒检测是本系统的核心功能之一，跌倒检测算法的准确率直接反映着该系统的可靠

性。在跌倒检测算法的测试中，我们分别测试了 3个测试人员，身高分别为 155cm、165cm、

175cm，每个测试人员测试 1000次。测试方法为：20s内正常走动突然跌倒，若未正常报警

则判定为虚检，若正常走动时告警则判定为虚警。最终测试结果如下 

表4-6 跌倒检测算法效果测试 

测试人员身高（cm） 正确率 漏检率 虚警率 

155 99.3% 0.2% 0.5% 

165 99.1% 0.3% 0.6% 

175 99.2% 0.3% 0.5% 

 

测试结果表明，跌倒检测算法的可靠性极高，几乎不会漏过任何一次跌倒事故。但由于

自制的数据集较小，在监测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误判率，但误判率极低，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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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GUI 测试 

 

显示终端测试主要分为两部分：网口通信的测试和 GUI 显示功能的测试。网口通信实

现了边缘嵌入式处理器与云端服务器的通信，GUI 实现了实时显示算法输出结果的功能，提

供给用户更好的人机体验，保证了各部分功能的稳定性。这部分的测试中，我们使用网线将

嵌入式处理器与主机相连，持续工作了 20 分钟，通过测试丢包率和显示效果来分别评价网

口通信和 GUI 显示功能。测试结果如下 

表4-7 网口通信测试 

测试项目 丢包率 

网口通信 0.0001% 

 

 

表4-8 GUI测试 

测试项目  测试效果 

控制按钮 

 

IWR1642 开/关机 

IWR6843 开/关机 

正常 

正常 

心率呼吸显示  正常 

三维航迹显示  正常 

跌倒检测  正常 

 

测试结果表明，网口通信十分稳定，丢包率极低。GUI 测试的效果也很好，能够提供良

好的人机交互体验，保证了各部分功能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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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作品特色与创新 

 

经过前文的阐述，我们的“隐形守护者”——老人健康监测智能相框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1）关注空巢老人的健康问题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显露，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已经成

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空巢老人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理应得到社会的帮助和支持。近

年来，空巢老人由于突发心脏病、室内跌倒等原因导致的意外事故屡见不鲜。本作品致力于

解决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实用性强，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为老人的健康监测提供了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 

（2）隐私保护 

与摄像头、红外成像等传统的监控设备相比，低分辨率的毫米波雷达传感器能够在在不

侵犯用户隐私的情况下监控人体状态，更好地保护了老人的隐私。浴室等私密场所往往是跌

倒等事故发生的高危地点，我们的毫米波雷达传感器在监控人体状态和隐私保护之间实现

了兼顾，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方案。 

（3）无声的陪伴 

当室内跌倒的意外事故发生时，很多老人会选择默不做声，不给子女添麻烦，可这也导

致了病情的恶化。我们的作品以相框为载体，将健康监测设备隐藏在相框之中，在老人未能

察觉的地方建立起了子女关爱老人的纽带，无形中守护着老人的健康。 

（4）全天候、非接触 

传统的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健康监测解决方案对环境的依赖性较大，在夜晚亮度较低的

情况下可靠性会下降。同样地，接触式设备在一些特殊场合（如洗澡、睡觉、设备充电等）

难以对老人的健康状况进行有效的监测。我们的毫米波雷达传感器能够克服环境条件的影

响，同时也做到了非接触式的健康监测，不仅能够让老人解放自己，不会影响老人的正常生

活，还不会因为环境影响错过任何一次老人发生的危险。 

（5）灵活的边缘计算模式 

相比于传统的健康监测终端，我们的作品采用了边缘计算的模式，将主要的数据处理算

法放在嵌入式处理器上实现，将处理后的结果通过网口发送，减轻了云端的负荷。每个终端

可以与云端相连，将将运算结果及时反馈给老人家属以及医疗机构。一旦出现意外情况，能

够保证老人在第一时间得到医疗救助。 

（6）良好的产品化前景 

本作品针对空巢老人这一重点关注问题，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市场。实现的功能

完善齐全，具有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我们的作品实现了全天候、非接触的健康监测，能够

帮助解决目前广泛存在的空巢老人健康问题，给予老人无声的陪伴。经过产品化设计后能够

广泛应用于独居老人的家中，不妨碍老人的日常生活，具备良好的产品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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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问题与展望 

 

本作品当下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本章将阐述当前阶段所遇到的问题和改

进方案，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6.1 产品成本 

受限于产品设计资源，我们使用的毫米波雷达传感器为 TI公司官方的评估板，成本较

高。要想真正的商业应用，还需要按照需求重新设计天线和射频部分，实现高度定制化，从

而节约成本。 

 

6.2 误检率 

我们自制的数据集数量有限，受限于此，虽然目前的跌倒检测算法能够几乎检测出所有

的跌倒事件，但系统仍存在一定的误检率，虽然误检率很低，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仍会影响用

户的使用体验，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扩充数据集等方法解决。 

 

6.3 稳定性 

由于外设均为独立的毫米波雷达传感器模块，与嵌入式处理器的连接均为串口通信。虽

然我们的产品目前表现尚佳，但是在商业应用中，串口连接外设会带来很多不稳定性。因此

未来的商业设计中会尝试使用其它方式进行数据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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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硬件清单 

硬件板卡 功能 

AI-BoxX Gen.1 核心嵌入式处理器 

IWR1642+DCA1000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采集卡 

IWR6843+mmWaveICBoost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采集卡 

 

附录 2 AI-Box 程序清单 

程序目录 类型 功能 

IWR/MOT3D.py Python 三维多目标跟踪与航迹管理 

IWR/track.py Python 用于管理航迹的类 

MLP/MLP_forward.py Python 用于定义神经网络结构 

MLP/MLP_backward.py Python 用于定义神经网络参数优化方法 

MLP/MLP_app.py Python 实现神经网络算法应用 

main.py Python 主程序入口，用于统一运行跌倒

检测和呼吸心率检测两个程序 

ProtocolBase.py Python TCP 报文协议规定 

TrackandFall.py Python 用于统一运行跌倒检测及航迹检

测算法 

VitalSignalIWR1642.py Python 用于运行呼吸心率检测算法 

 

附录 3 人机交互程序清单 

程序目录 类型 功能 

GUIpyqt.py Python GUI 主体程序 

ProtocalBase.py Python TCP 报文协议规定 

ReceiveClient.py Python 接收端套接字维护，自动调用

GUI 主体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