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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其

包括用于检测环境数据并传输至移动终端的红

外侦测器，用于接收移动终端发出的控制信号并

将其转换为红外信号的红外转发器，用于检测空

气质量数据并传输至移动终端的空气质量检测

仪，用于给红外侦测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量

检测仪充电的充电底座，充电底座内设置有充电

管脚和用于将红外侦测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

量检测仪固定于预设位置的磁铁，所述红外侦测

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均通过充电接

口与所述充电管脚连接，通过多个侦测终端检测

环境数据并将数据发送至移动终端进行统一显

示及控制，提高了智能侦测设备的联动性，且通

过磁吸方式固定各个智能侦测模块，节约空间，

减少了有线布局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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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检测环境数据并传输至移动终端

的红外侦测器，用于接收移动终端发出的控制信号并将其转换为红外信号的红外转发器，

用于检测空气质量数据并传输至移动终端的空气质量检测仪，用于给红外侦测器、红外转

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充电的充电底座，所述充电底座内设置有充电管脚和用于将所述红

外侦测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固定于预设位置的磁铁，所述红外侦测器、红外转

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均通过充电接口与所述充电管脚连接；

所述红外侦测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内设置有磁铁；

红外侦测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中均设置有充电接口；

所述红外侦测器包括第一无线通信单元、亮度检测单元、温湿度检测单元、红外检测单

元和第一供电单元；由第一供电单元给第一无线通信单元供电，由亮度检测单元、温湿度检

测单元、红外检测单元分别检测当前环境的亮度数据、温湿度数据和人体红外数据并发送

至第一无线通信单元，第一无线通信单元将所述亮度数据、温湿度数据和人体红外数据无

线传输至移动终端；

温湿度检测单元检测环境温度0.5度误差和湿度±5%摄氏度误差；

所述红外转发器包括第二无线通信单元、红外遥控单元、红外收发控制单元和第二供

电单元；由第二供电单元给第二无线通信单元供电，由红外遥控单元存储红外遥控码库并

学习各个红外家电设备的红外码值，第二无线通信单元接收移动终端输出的控制信号并通

过红外收发控制单元转换为红外信号输出至红外家电设备；

所述红外遥控单元具有所设备遥控码协议，具有学习码值的功能，支持各种红外码库

和学习全球各种红外码格式，把遥控器的功能键学习到红外转发器中，学习成功后，通过红

外转发器控制家电设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质量检测仪包括

第三无线通信单元、气体传感单元和第三供电单元；由第三供电单元给第三无线通信单元

供电，气体传感单元检测当前的空气质量数据并发送至第三无线通信单元，第三无线通信

单元将所述空气质量数据无线传输至移动终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无线通信单元包

括第一无线传输芯片；所述亮度检测单元包括第一电阻和光敏电阻；所述温湿度检测单元

包括温湿度传感器、第二电阻和第一电容；所述红外检测单元包括红外传感器、第三电阻和

第二电容；所述第一供电单元包括第一充电管理芯片、第一稳压芯片、第一电池接口、第一

USB接口、第四电阻、第五电阻、第六电阻、第七电阻、第八电阻、第三电容、第四电容、第五电

容、第一二极管、第一发光二极管和第一MOS管；

所述第一电阻的一端连接V3.3端，所述第一电阻的另一端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的

P0.3/GPIO/ADT/TX端、还通过光敏电阻接地；所述温湿度传感器的VDD端连接V3.3端、还通

过第一电容接地，所述温湿度传感器的SDA端通过第二电阻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的P0.6/

GPIO/ADC端，所述温湿度传感器的GND端接地；所述红外传感器的VCC端连接V3.3端、还通过

第二电容接地，所述红外传感器的REL端通过第三电阻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的P0 .2/

GPIO/ADC/RX端，所述红外传感器的GND端接地；

所述第一充电管理芯片的chrgb端通过第四电阻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的P0.5/GPIO/

ADC/RT端、还通过第五电阻连接第一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所述第一发光二极管的正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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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3端，所述第一充电管理芯片的prog端通过第六电阻接地，所述第一充电管理芯片的BAT

端连接第一电池接口的第1端和第一MOS管的源极，所述第一充电管理芯片的VCC端连接第

一USB接口的VCC端、还通过第八电阻连接第一MOS管的栅极和第七电阻的一端、通过第三电

容接地、通过第一二极管连接第四电容的一端、第一MOS管的漏极和第一稳压芯片的VIN端；

所述第七电阻的另一端连接第一电池接口的第2端；所述第四电容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第一

稳压芯片的OUT端连接V3.3端、还通过第五电容接地，所述第一稳压芯片的GND端接地。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侦测器还包括用

于检测第一无线传输芯片工作电压的电压检测单元，所述电压检测单元包括第九电阻和第

十电阻，所述第九电阻的一端连接V3.3端，所述第九电阻的另一端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

的P0.7/GPIO/ADC端、还通过第十电阻接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无线通信单元包

括第二无线传输芯片；所述红外遥控单元包括红外遥控芯片、第六电容和第七电容；

所述红外收发控制单元包括第十二电阻、第十三电阻、第十四电阻、第十五电阻、第十

六电阻、第十七电阻、第十八电阻、第十九电阻、第二十电阻、第二十一电阻、第二十二电阻、

第三发光二极管、第四发光二极管、第五发光二极管、第六发光二极管、第七发光二极管、第

八发光二极管、第一三极管、第二三极管、第三三极管、第四三极管、第五三极管、第八电容、

第二MOS管和第一电感；

所述第二供电单元包括第二充电管理芯片、第二稳压芯片、第二电池接口、第二USB接

口、第二十三电阻、第二十四电阻、第二十五电阻、第二十六电阻、第九电容、第十电容、第二

二极管、第九发光二极管和第三MOS管；

所述红外遥控芯片的VDD端和RESET端均连接第六电容的一端、第七电容的一端和V3.3

端，所述第六电容的另一端连接第七电容的另一端、红外遥控芯片GND端和地；所述红外遥

控芯片的PA0-IN端连接第二无线传输芯片的P0.4/GPIO/ADC/CT端；所述红外遥控芯片的IR

端连接红外收发控制单元；所述红外遥控芯片的PA2-OUT端连接第二无线传输芯片的P0.5/

GPIO/ADC/RT端；所述红外遥控芯片的PA1-IO端连接第二无线传输芯片的P0.6/GPIO/ADC

端；

所述第三发光二极管的负极连接红外遥控芯片的IR端和第二MOS管的源极，所述第二

MOS管的栅极通过第十二电阻连接第二无线传输芯片的P0.5/GPIO/ADC/RT端，所述第二MOS

管的漏极通过第十三电阻连接第一三极管的基极、通过第十四电阻连接第二三极管的基

极、通过第十五电阻连接第三三极管的基极、通过第十六电阻连接第四三极管的基极、通过

第十七阻连接第五三极管的基极；所述第一三极管的发射极、第二三极管的发射极、第三三

极管的发射极、第四三极管的发射极和第五三极管的发射极均连接第三发光二极管的正

极、通过第一电感连接V3.3端、还通过第八电容接地；所述第一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第四发

光二极管的正极，所述第二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第五发光二极管的正极，所述第三三极管

的集电极连接第六发光二极管的正极，所述第四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第七发光二极管的正

极，所述第五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第八发光二极管的正极；所述第四发光二极管的负极通

过第十八电阻接地，所述第五发光二极管的负极通过第十九电阻接地，所述第六发光二极

管的负极通过第二十电阻接地，所述第七发光二极管的负极通过第二十一电阻接地，所述

第五发光二极管的负极通过第二十二电阻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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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充电管理芯片的chrgb端通过第二十三电阻连接第九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所

述九发光二极管的正极连接V3.3端，所述第二充电管理芯片的prog端通过第二十四电阻接

地，所述第二充电管理芯片的BAT端连接第二电池接口的第1端和第三MOS管的源极，所述第

二充电管理芯片的VCC端连接第二USB接口的VCC端、还通过第二十六电阻连接第三MOS管的

栅极和第二十五电阻的一端、通过第九电容接地、通过第二二极管连接第三MOS管的漏极和

第二稳压芯片的VIN端；所述第二十五电阻的另一端连接第二电池接口的第2端；所述第二

稳压芯片的OUT端连接V3.3端、还通过第十电容接地，所述第二稳压芯片的GND端接地。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无线通信单元包

括第三无线传输芯片；所述气体传感单元包括气体传感器、第二电感、第十一电容、第十二

电容、第二十九电阻、第三十电阻和第三十一电阻；所述第三供电单元包括第三USB接口、第

三稳压芯片、第十三电容、第十四电容、第十五电容、第三十二电阻和第十一发光二极管；

所述气体传感器的VCC端通过第二电感连接USBVCC端、还通过第十一电容接地，所述气

体传感器的GND端通过第二十九电阻接地，所述气体传感器的IN/VN端通过第三十电阻接

地、还通过第三十一电阻连接第十二电容的一端和第三无线传输芯片的P0.3/GPIO/ADC/TX

端；所述第十二电容的另一端接地；

所述第十三电容的一端连接第三USB接口的VCC端和第三稳压芯片的VIN端，所述第十

三电容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第三稳压芯片的GND端接地，所述第三稳压芯片的OUT端通过第

十四电容接地、通过第十五电容接地、还通过第三十二电阻连接第十一发光二极管的正极；

所述第十一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接地。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MOS管为PMOS管。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MOS管和第三MOS

管为PMOS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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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侦测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智能家居侦测设备是利用计算机技术，互联网通讯技术，无线或综合布线技

术，依照人体工程学原理结合个性化需求，将与家居有关的所有设备(如家电，窗帘，监控摄

像，电动门锁等)进行有效结合起来，实现智能化控制和管理，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全新家

居生活体验。

[0003] 然而，目前市场上的智能家居侦测设备大都是单体的、独立式的工作，设备之间缺

少联动和统一性，且配电和操作方式较为传统，一般采用有线模式，占用空间而且更易引发

安全问题。

[0004] 因而现有技术还有待改进和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功能智能侦测设

备，通过多个侦测终端检测家居环境数据并将数据发送至移动终端进行统一显示及控制，

提高了智能侦测设备的联动性和统一性，且多个智能侦测模块共用一个充电底座，通过磁

吸方式固定各个智能侦测模块，节约空间，减少了有线布局的不便。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其包括用于检测环境数据并传输至移动终端的红外侦

测器，用于接收移动终端发出的控制信号并将其转换为红外信号的红外转发器，用于检测

空气质量数据并传输至移动终端的空气质量检测仪，用于给红外侦测器、红外转发器和空

气质量检测仪充电的充电底座，所述充电底座内设置有充电管脚和用于将所述红外侦测

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固定于预设位置的磁铁，所述红外侦测器、红外转发器和

空气质量检测仪均通过充电接口与所述充电管脚连接。

[0008] 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所述红外侦测器包括第一无线通信单元、亮度检

测单元、温湿度检测单元、红外检测单元和第一供电单元；由第一供电单元给第一无线通信

单元供电，由亮度检测单元、温湿度检测单元、红外检测单元分别检测当前环境的亮度数

据、温湿度数据和人体红外数据并发送至第一无线通信单元，第一无线通信单元将所述亮

度数据、温湿度数据和人体红外数据无线传输至移动终端。

[0009] 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所述红外转发器包括第二无线通信单元、红外遥

控单元、红外收发控制单元和第二供电单元；由第二供电单元给第二无线通信单元供电，由

红外遥控单元存储红外遥控码库并学习各个红外家电设备的红外码值，第二无线通信单元

接收移动终端输出的控制信号并通过红外收发控制单元转换为红外信号输出至红外家电

设备。

[0010] 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所述空气质量检测仪包括第三无线通信单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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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传感单元和第三供电单元；由第三供电单元给第三无线通信单元供电，气体传感单元检

测当前的空气质量数据并发送至第三无线通信单元，第三无线通信单元将所述空气质量数

据无线传输至移动终端。

[0011] 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所述第一无线通信单元包括第一无线传输芯片；

所述亮度检测单元包括第一电阻和光敏电阻；所述温湿度检测单元包括温湿度传感器、第

二电阻和第一电容；所述红外检测单元包括红外传感器、第三电阻和第二电容；所述第一供

电单元包括第一充电管理芯片、第一稳压芯片、第一电池接口、第一USB接口、第四电阻、第

五电阻、第六电阻、第七电阻、第八电阻、第三电容、第四电容、第五电容、第一二极管、第一

发光二极管和第一MOS管；

[0012] 所述第一电阻的一端连接V3.3端，所述第一电阻的另一端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

的P0.3/GPIO/ADT/TX端、还通过光敏电阻接地；所述温湿度传感器的VDD端连接V3.3端、还

通过第一电容接地，所述温湿度传感器的SDA端通过第二电阻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的

P0.6/GPIO/ADC端，所述温湿度传感器的GND端接地；所述红外传感器的VCC端连接V3.3端、

还通过第二电容接地，所述红外传感器的REL端通过第三电阻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的

P0.2/GPIO/ADC/RX端，所述红外传感器的GND端接地；

[0013] 所述第一充电管理芯片的chrgb端通过第四电阻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的P0.5/

GPIO/ADC/RT端、还通过第五电阻连接第一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所述第一发光二极管的正极

连接V3.3端，所述第一充电管理芯片的prog端通过第六电阻接地，所述第一充电管理芯片

的BAT端连接第一电池接口的第1端和第一MOS管的源极，所述第一充电管理芯片的VCC端连

接第一USB接口的VCC端、还通过第八电阻连接第一MOS管的栅极和第七电阻的一端、通过第

三电容接地、通过第一二极管连接第四电容的一端、第一MOS管的漏极和第一稳压芯片的

VIN端；所述第七电阻的另一端连接第一电池接口的第2端；所述第四电容的另一端接地；所

述第一稳压芯片的OUT端连接V3.3端、还通过第五电容接地，所述第一稳压芯片的GND端接

地。

[0014] 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所述红外侦测器还包括用于检测第一无线传输芯

片工作电压的电压检测单元，所述电压检测单元包括第九电阻和第十电阻，所述第九电阻

的一端连接V3.3端，所述第九电阻的另一端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的P0.7/GPIO/ADC端、还

通过第十电阻接地。

[0015] 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所述第二无线通信单元包括第二无线传输芯片；

所述红外遥控单元包括红外遥控芯片、第六电容和第七电容；

[0016] 所述红外收发控制单元包括第十二电阻、第十三电阻、第十四电阻、第十五电阻、

第十六电阻、第十七电阻、第十八电阻、第十九电阻、第二十电阻、第二十一电阻、第二十二

电阻、第三发光二极管、第四发光二极管、第五发光二极管、第六发光二极管、第七发光二极

管、第八发光二极管、第一三极管、第二三极管、第三三极管、第四三极管、第五三极管、第八

电容、第二MOS管和第一电感；

[0017] 所述第二供电单元包括第二充电管理芯片、第二稳压芯片、第二电池接口、第二

USB接口、第二十三电阻、第二十四电阻、第二十五电阻、第二十六电阻、第九电容、第十电

容、第二二极管、第九发光二极管和第三MOS管；

[0018] 所述红外遥控芯片的VDD端和RESET端均连接第六电容的一端、第七电容的一端和

说　明　书 2/10 页

6

CN 106768023 B

6



V3.3端，所述第六电容的另一端连接第七电容的另一端、红外遥控芯片GND端和地；所述红

外遥控芯片的PA0-IN端连接第二无线传输芯片的P0.4/GPIO/ADC/CT端；所述红外遥控芯片

的IR端连接红外收发控制单元；所述红外遥控芯片的PA2-OUT端连接第二无线传输芯片的

P0.5/GPIO/ADC/RT端；所述红外遥控芯片的PA1-IO端连接第二无线传输芯片的P0.6/GPIO/

ADC端；

[0019] 所述第三发光二极管的负极连接红外遥控芯片的IR端和第二MOS管的源极，所述

第二MOS管的栅极通过第十二电阻连接第二无线传输芯片的P0.5/GPIO/ADC/RT端，所述第

二MOS管的漏极通过第十三电阻连接第一三极管的基极、通过第十四电阻连接第二三极管

的基极、通过第十五电阻连接第三三极管的基极、通过第十六电阻连接第四三极管的基极、

通过第七三电阻连接第五三极管的基极；所述第一三极管的发射极、第二三极管的发射极、

第三三极管的发射极、第四三极管的发射极和第五三极管的发射极均连接第三发光二极管

的正极、通过第一电感连接V3.3端、还通过第八电容接地；所述第一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第

四发光二极管的正极，所述第二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第五发光二极管的正极，所述第三三

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第六发光二极管的正极，所述第四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第七发光二极管

的正极，所述第五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第八发光二极管的正极；所述第四发光二极管的负

极通过第十八电阻接地，所述第五发光二极管的负极通过第十就电阻接地，所述第六发光

二极管的负极通过第二十电阻接地，所述第七发光二极管的负极通过第二十一电阻接地，

所述第五发光二极管的负极通过第二十二电阻接地；

[0020] 所述第二充电管理芯片的chrgb端通过第二十三电阻连接第九发光二极管的负

极，所述九发光二极管的正极连接V3.3端，所述第二充电管理芯片的prog端通过第二十四

电阻接地，所述第二充电管理芯片的BAT端连接第二电池接口的第1端和第三MOS管的源极，

所述第二充电管理芯片的VCC端连接第二USB接口的VCC端、还通过第二十六电阻连接第三

MOS管的栅极和第二十五电阻的一端、通过第九电容接地、通过第二二极管连接第三MOS管

的漏极和第二稳压芯片的VIN端；所述第二十五电阻的另一端连接第二电池接口的第2端；

所述第二稳压芯片的OUT端连接V3.3端、还通过第十电容接地，所述第二稳压芯片的GND端

接地。

[0021] 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所述第三无线通信单元包括第三无线传输芯片；

所述气体传感单元包括气体传感器、第二电感、第十一电容、第十二电容、第二十九电阻、第

三十电阻和第三十一电阻；所述第三供电单元包括第三USB接口、第三稳压芯片、第十三电

容、第十四电容、第十五电容、第三十二电阻和第十一发光二极管；

[0022] 所述气体传感器的VCC端通过第二电感连接USBVCC端、还通过第十一电容接地，所

述气体传感器的GND端通过第二十九电阻接地，所述气体传感器的IN/VN端通过第三十电阻

接地、还通过第三十一电阻连接第十二电容的一端和第三无线传输芯片的P0.3/GPIO/ADC/

TX端；所述第十二电阻的另一端接地；

[0023] 所述第十三电容的一端连接第三USB接口的VCC端和第三稳压芯片的VIN端，所述

第十三电容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第三稳压芯片的GND端接地，所述第三稳压芯片的OUT端通

过第十四电容接地、通过第十五电容接地、还通过第三十二电阻连接第十一发光二极管的

正极；所述第十一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接地。

[0024] 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所述第一MOS管为PMOS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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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所述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所述第二MOS管和第三MOS管为PMOS管。

[0026]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包括用于检测环境数据并传

输至移动终端的红外侦测器，用于接收移动终端发出的控制信号并将其转换为红外信号的

红外转发器，用于检测空气质量数据并传输至移动终端的空气质量检测仪，用于给红外侦

测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充电的充电底座，所述充电底座内设置有充电管脚和

用于将所述红外侦测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固定于预设位置的磁铁，所述红外

侦测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均通过充电接口与所述充电管脚连接，通过多个侦

测终端检测家居环境数据并将数据发送至移动终端进行统一显示及控制，提高了智能侦测

设备的联动性和统一性，且红外侦测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共用共用一个充电

底座，通过磁吸方式固定各个智能侦测模块，节约空间，减少了有线布局的不便。

附图说明

[0027] 图1 为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的结构框图。

[0028] 图2a至图2d 为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红外侦测器的电路图。

[0029] 图3a至图3d为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红外转发器的电路图。

[0030] 图4a至图4c为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空气质量检测仪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通过多个侦测终端检测家居环境数据并将

数据发送至移动终端进行统一显示及控制，提高了智能侦测设备的联动性和统一性，且多

个智能侦测模块共用一个充电底座，通过磁吸方式固定各个智能侦测模块，节约空间，减少

了有线布局的不便。

[0032]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效果更加清楚、明确，以下参照附图并举实施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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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定本发明。

[0033]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包括用于检测环境数据并传输至

移动终端的红外侦测器10，用于接收移动终端发出的控制信号并将其转换为红外信号的红

外转发器20和用于检测空气质量数据并传输至移动终端的空气质量检测仪30，所述红外侦

测器10、红外转发器20和空气质量检测仪30均与移动终端无线连接，以接收移动终端输出

的控制信号或将检测数据发送至移动终端，通过多个侦测终端检测家居环境数据并将数据

发送至移动终端进行统一显示及控制，实现了智能家居侦测设备的联动控制，提高了智能

侦测设备的联动性和统一性，优选地，所述红外侦测器10、红外转发器20和空气质量检测仪

30的数量均可根据用户需求设置为一个或多个，灵活设置满足用户需要。

[0034] 同时，所述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还包括用于给红外侦测器10、红外转发器20和空

气质量检测仪30充电的充电底座（图中未示出），具体所述充电底座内设置有用于将所述红

外侦测器10、红外转发器20和空气质量检测仪30固定于预设位置的磁铁和充电管脚，所述

红外侦测器10、红外转发器20和空气质量检测仪30均通过充电接口与所述充电管脚连接，

具体实施时，充电底座连接于220V室内电网中，所述红外侦测器10、红外转发器20和空气质

量检测仪30内同样设置有磁铁，红外侦测器10、红外转发器20和空气质量检测仪30中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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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微小的充电接口，当各个侦测仪器放置于充电底座时，通过磁吸附的方式将其固定在

充电底座的预设位置上，即处于预设位置时充电接口正好与充电管脚对接进行充电，方便

使用且美观大方，同时将线路隐藏于充电底座中，实现了外观上的无线充电，避免了有线布

局的不便及安全性问题。

[0035] 具体地，请参阅图2a至图2d，所述红外侦测器10包括第一无线通信单元（图中未标

号）、亮度检测单元101、温湿度检测单元（图中未标号）、红外检测单元（图中未标号）、第一

供电单元（图中未标号）、第一复位单元102和第一指示灯单元103，所述亮度检测单元101、

温湿度检测单元、红外检测单元、第一供电单元、第一复位单元102和第一指示灯单元103均

连接第一无线通信单元，由第一供电单元给第一无线通信单元供电，由亮度检测单元101、

温湿度检测单元、红外检测单元分别检测当前环境的亮度数据、温湿度数据和人体红外数

据并发送至第一无线通信单元，第一无线通信单元将所述亮度数据、温湿度数据和人体红

外数据无线传输至移动终端，由第一复位单元102产生复位信号输出至第一无线通信单元，

由第一指示灯单元103在红外侦测器10工作时输出指示灯信号。

[0036] 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所述红外侦测器10内设置有第一无线通信

单元，在2.4GZigBee无线通讯协议基础上进行开发设计，可通过无线通讯把当前环境数据

上传至网络，再由移动终端应用软件通过网络获取环境数据。用户通过移动终端应用软件

可清晰了解当前居住环境的质量（环境亮度、温湿度、PIR人体感应等）。适用于家居、办公、

医院和酒店等等场合。具体应用时，可通过亮度检测单元101检测当前环境的亮度数据，例

如分辨当前白天/夜晚信息，并显示在移动终端的应用软件上，通过温湿度检测单元可检测

环境温度0.5度误差，湿度±5%摄氏度误差并显示在移动终端的应用软件上，优选地，还可

通过设置温湿度的上下阈值，当检测到当前温湿度大于上限阈值或者小于下限阈值时，智

能家居系统可产生联动控制空调或加湿器打开，例如此时移动终端自动输出控制指令，经

红外转发器20转发控制命令从而开启空调或者加湿器，对室内进行制冷或制热或加湿。进

一步地，通过红外检测单元可检测人体红外数据，判断当前环境中是否有人体在活动，当侦

测到有人时，若当前环境温湿度不是用户预设的理想温湿度环境时，系统产生联动开启空

调进行温湿度控制，还可根据白天/黑夜信息以及人体红外数据自动控制家居设备，例如在

夜晚检测到有人进入室内时可自动开启灯光，给用户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通过将亮度

数据、温湿度数据和人体红外数据每隔预设时间（例如1min）输出至移动终端进行实时监测

分析，进而联动控制智能家居设备，摆脱了传统智能家居侦测设备的独立式工作模式，提高

了智能侦测设备的联动性。

[0037] 具体实施时，请继续参阅图2a至图2d所述第一无线通信单元包括第一无线传输芯

片U1；所述亮度检测单元101包括第一电阻R1和光敏电阻CT1；所述温湿度检测单元（如图2b

所示）包括温湿度传感器U2、第二电阻R2和第一电容C1；所述红外检测单元（如图2c所示）包

括红外传感器U3、第三电阻R3和第二电容C2；所述第一供电单元（如图2d所示）包括第一充

电管理芯片U4、第一稳压芯片U5、第一电池接口J11、第一USB接口J21、第四电阻R4、第五电

阻R5、第六电阻R6、第七电阻R7、第八电阻R8、第三电容C3、第四电容C4、第五电容C5、第一二

极管D1、第一发光二极管LED1和第一MOS管Q1；所述第一复位单元102包括第一开关S1，所述

第一指示灯单元103包括第十一电阻R11和第二发光二极管LED2。

[0038] 所述第一电阻R1的一端连接V3.3端，所述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连接第一无线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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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U1的P0.3/GPIO/ADT/TX端、还通过光敏电阻CT1接地；所述温湿度传感器U2的VDD端连

接V3.3端、还通过第一电容C1接地，所述温湿度传感器U2的SDA端通过第二电阻R2连接第一

无线传输芯片U1的P0.6/GPIO/ADC端，所述温湿度传感器U2的GND端接地；所述红外传感器

U3的VCC端连接V3.3端、还通过第二电容C2接地，所述红外传感器U3的REL端通过第三电阻

R3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U1的P0.2/GPIO/ADC/RX端，所述红外传感器U3的GND端接地；所述

第一开关S1的一端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U1的P1.4/GPIO/SSN端，所述第一开关S1的另一

端接地；所述第二发光二极管LED2的负极连接第一传输芯片的P1.7/GPIO/MISO端，所述第

二发光二极管LED2的正极通过第十一电阻R11连接V3.3端。

[0039] 所述第一充电管理芯片U4的chrgb端通过第四电阻R4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U1的

P0.5/GPIO/ADC/RT端、还通过第五电阻R5连接第一发光二极管LED1的负极，所述第一发光

二极管LED1的正极连接V3.3端，所述第一充电管理芯片U4的prog端通过第六电阻R6接地，

所述第一充电管理芯片U4的BAT端连接第一电池接口J11的第1端和第一MOS管Q1的源极，所

述第一充电管理芯片U4的VCC端连接第一USB接口J21的VCC端、还通过第八电阻R8连接第一

MOS管Q1的栅极和第七电阻R7的一端、通过第三电容C3接地、通过第一二极管D1连接第四电

容C4的一端、第一MOS管Q1的漏极和第一稳压芯片U5的VIN端；所述第七电阻R7的另一端连

接第一电池接口J11的第2端；所述第四电容C4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第一稳压芯片U5的OUT端

连接V3.3端、还通过第五电容C5接地，所述第一稳压芯片U5的GND端接地。

[0040] 其中亮度检测单元101中通过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U1的P0.3管脚，由第一无线

传输芯片U1控制亮度检测，输入高电平即进行检测，输入低电平则不检测，温湿度检测单元

通过I2C的SDA传输温湿度数据至第一无线传输芯片U1，同时通过检测红外传感器U3的REL

电平输出检测人体红外数据，实现当前多种环境数据的检测。

[0041] 进一步地，所述红外侦测器10还包括用于检测第一无线传输芯片U1工作电压的电

压检测单元104，所述电压检测单元104包括第九电阻R9和第十电阻R10，所述第九电阻R9的

一端连接V3.3端，所述第九电阻R9的另一端连接第一无线传输芯片U1的P0.7/GPIO/ADC端、

还通过第十电阻R10接地，通过检测第一无线传输芯片U1的工作电压判别当前电压是否过

低，保证芯片正常工作。

[0042] 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无线传输芯片U1的型号为CC2530，其为Zigbee无线芯片，包

含I/O、Flash、DMA、Timer1、Timer3、Timer4、Sleeping  Timer、ADC、USB等功能；所述温湿度

传感器U2的型号为DHT11，其为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应用专用的

数字模块采集技术和温湿度传感技术，确保产品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与卓越的长期稳定性，

传感器包括一个电阻式感湿元件和一个NTC  测温元件进行温湿度检测；所述红外传感器U3

的型号为HM312/AM312，其人体红外感应覆盖广、灵敏度和准确性高，所述第一充电管理芯

片U4的型号为BL4054，所述第一稳压芯片U5的型号为CE6208A33G，所述第一MOS管Q1为PMOS

管，所述第一开关S1为双刀单掷开关。

[0043] 进一步地，请参阅图3a至图3d，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所述红外转

发器20包括第二无线通信单元（图中未标号）、红外遥控单元（图中未标号）、红外收发控制

单元（图中未标号）、第二供电单元（图中未标号）、第二复位单元201和第二指示灯单元202，

所述红外遥控单元、红外收发控制单元、第二供电单元、第二复位单元201和第二指示灯单

元202均连接第二无线通信单元，由第二供电单元给第二无线通信单元供电，由红外遥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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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存储红外遥控码库并学习各个红外家电设备的红外码值，第二无线通信单元接收移动终

端输出的控制信号并通过红外收发控制单元转换为红外信号输出至红外家电设备，由第二

复位单元201产生复位信号输出至第二无线通信单元，由第二指示灯单元202在转发器工作

时输出指示灯信号。

[0044] 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所述红外转发器20内设置有第二无线通信

单元，在433.92MHZ/2.4GZigBee协议基础上进行开发设计，无线通讯频率多段，  433.92MHZ

与2.4GZigBee可选，可通过无线网络控制红外型家用电器，通过433.92MHZ/2.4GZigBee无

线网络接收控制信号，并将其转换成红外信号，从而达到无线控制红外型家电的目的。在使

用之前，所述红外转发器20要与家电进行对码学习，红外遥控单元具有多设备遥控码协议，

具有学习码值的功能，支持各种红外码库和学习全球各种红外码格式，把遥控器的功能键

学习到红外转发器20中，学习成功后，就可以通过红外转发器20控制家电设备，具体学习过

程为（1）对码：长按复位按钮5秒进入对码模式，LED灯快闪，家电设备的将红外遥控器靠近

红外转发器20；与此同时，手机应用软件开启智能红外转发对码，从而进行对码操作。（2）码

库提取：智能红外转发器20内部集成了市面上95%的红外遥控器码库，通过移动终端根据红

外转发器20学习的红外码值对红外码库进行提取，再由红外转发器20进行转换，从而转换

为红外信号输出至红外家电设备，从而实现通过移动终端APP直接控制家电，而不再依赖于

家电的遥控器。例如，红外转发器20学习了空调遥控器的开、关；当用户想通过移动终端控

制空调开启时，移动终端发出开启空调的射频信号到红外转发器20，红外转发器20把该射

频信号转成红外信号发射至空调，从而开启空调，射频信号可以穿墙，而红外信号是不能穿

墙的，从而实现了远距离控制电器，为用户遥控家电设备带来了更多便利。

[0045] 具体地，所述第二无线通信单元包括第二无线传输芯片U6；所述红外遥控单元（如

图3b所示）包括红外遥控芯片U7、第六电容C6和第七电容C7；所述红外收发控制单元（如图

3c所示）包括第十二电阻R12、第十三电阻R13、第十四电阻R14、第十五电阻R15、第十六电阻

R16、第十七电阻R17、第十八电阻R18、第十九电阻R19、第二十电阻R20、第二十一电阻R21、

第二十二电阻R22、第三发光二极管LED3、第四发光二极管LED4、第五发光二极管LED5、第六

发光二极管LED6、第七发光二极管LED7、第八发光二极管LED8、第一三极管VT1、第二三极管

VT2、第三三极管VT3、第四三极管VT4、第五三极管VT5、第八电容C8、第二MOS管Q2和第一电

感L1；所述第二供电单元（如图3d所示）包括第二充电管理芯片U8、第二稳压芯片U9、第二电

池接口J12、第二USB接口J22、第二十三电阻R23、第二十四电阻R24、第二十五电阻R25、第二

十六电阻R26、第九电容C9、第十电容C10、第二二极管D1、第九发光二极管LED9和第三MOS管

Q3；所述第二复位单元201包括第二十七电阻R27和第二开关S2；所述第一指示灯单元103包

括第二十八电阻R28和第十发光二极管LED10。

[0046] 所述红外遥控芯片U7的VDD端和RESET端均连接第六电容C6的一端、第七电容C7的

一端和V3.3端，所述第六电容C6的另一端连接第七电容C7的另一端、红外遥控芯片U7GND端

和地；所述红外遥控芯片U7的PA0-IN端连接第二无线传输芯片U6的P0.4/GPIO/ADC/CT端；

所述红外遥控芯片U7的IR端连接红外收发控制单元；所述红外遥控芯片U7的PA2-OUT端连

接第二无线传输芯片U6的P0.5/GPIO/ADC/RT端；所述红外遥控芯片U7的PA1-IO端连接第二

无线传输芯片U6的P0.6/GPIO/ADC端；所述第二十七电阻R27的一端连接V3.3端，所述第二

十七电阻R27的另一端连接第二无线传输芯片U6的P0.2/GPIO/ADC/RX端、还通过第二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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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接地；所述第十发光二极管LED10的负极连接第二传输芯片的P0.7/GPIO/ADC端，所述第

十发光二极管LED10的正极通过第二十八电阻R28连接V3.3端。

[0047] 所述第三发光二极管LED3的负极连接红外遥控芯片U7的IR端和第二MOS管Q2的源

极，所述第二MOS管Q2的栅极通过第十二电阻R12连接第二无线传输芯片U6的P0.5/GPIO/

ADC/RT端，所述第二MOS管Q2的漏极通过第十三电阻R13连接第一三极管VT1的基极、通过第

十四电阻R14连接第二三极管VT2的基极、通过第十五电阻R15连接第三三极管VT3的基极、

通过第十六电阻R16连接第四三极管VT4的基极、通过第七三电阻连接第五三极管VT5的基

极；所述第一三极管VT1的发射极、第二三极管VT2的发射极、第三三极管VT3的发射极、第四

三极管VT4的发射极和第五三极管VT5的发射极均连接第三发光二极管LED3的正极、通过第

一电感L1连接V3.3端、还通过第八电容C8接地；所述第一三极管VT1的集电极连接第四发光

二极管LED4的正极，所述第二三极管VT2的集电极连接第五发光二极管LED5的正极，所述第

三三极管VT3的集电极连接第六发光二极管LED6的正极，所述第四三极管VT4的集电极连接

第七发光二极管LED7的正极，所述第五三极管VT5的集电极连接第八发光二极管LED8的正

极；所述第四发光二极管LED4的负极通过第十八电阻R18接地，所述第五发光二极管LED5的

负极通过第十就电阻接地，所述第六发光二极管LED6的负极通过第二十电阻R20接地，所述

第七发光二极管LED7的负极通过第二十一电阻R21接地，所述第五发光二极管LED5的负极

通过第二十二电阻R22接地。

[0048] 所述第二充电管理芯片U8的chrgb端通过第二十三电阻R23连接第九发光二极管

LED9的负极，所述九发光二极管的正极连接V3.3端，所述第二充电管理芯片U8的prog端通

过第二十四电阻R24接地，所述第二充电管理芯片U8的BAT端连接第二电池接口J12的第1端

和第三MOS管Q3的源极，所述第二充电管理芯片U8的VCC端连接第二USB接口J22的VCC端、还

通过第二十六电阻R26连接第三MOS管Q3的栅极和第二十五电阻R25的一端、通过第九电容

C9接地、通过第二二极管D1连接第三MOS管Q3的漏极和第二稳压芯片U9的VIN端；所述第二

十五电阻R25的另一端连接第二电池接口J12的第2端；所述第二稳压芯片U9的OUT端连接

V3.3端、还通过第十电容C10接地，所述第二稳压芯片U9的GND端接地。

[0049] 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二无线传输芯片U6的型号为CC2530，其为Zigbee无线芯片，包

含I/O、Flash、DMA、Timer1、Timer3、Timer4、Sleeping  Timer、ADC、USB等功能，所述红外遥

控芯片U7的型号为HXD019D，其信号传输距离为8-15米，所述第二充电管理芯片U8的型号为

BL4054，所述第二稳压芯片U9的型号为CE6208A33G，所述第二MOS管Q2和第三MOS管Q3均为

PMOS管，所述第二开关S2为双刀单掷开关。

[0050] 进一步地，请参阅图4a至图4c，所述空气质量检测仪30包括第三无线通信单元（图

中未标号）、气体传感单元（图中未标号）、第三供电单元（图中未标号）、第三复位单元301和

第三指示灯单元302，所述气体传感单元、第三供电单元、第三复位单元301和第三指示灯单

元302均连接第三无线通信单元，由第三供电单元给第三无线通信单元供电，气体传感单元

检测当前的空气质量数据并发送至第三无线通信单元，第三无线通信单元将所述空气质量

数据无线传输至移动终端，由第三复位单元301产生复位信号输出至第三无线通信单元，由

第三指示灯单元302在空气质量检测仪30工作时输出指示灯信号。

[0051] 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中空气质量检测仪30可检测用户生活的环境

质量，其设置有第三无线通信单元，在2.4GZigBee无线通讯协议基础上进行开发，通过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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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网络把当前空气质量数据上传至网络；再由移动终端应用软件通过网络获取空气质量

数据并显示环境污染等级，通过应用软件可清晰了解当前居住环境的空气质量，同时可预

设环境污染等级的上限阈值，当当前的环境污染等级大于上限阈值时，智能家居系统可产

生联动控制空气净化器开启，例如此时移动终端自动输出控制指令，经红外转发器20转发

控制命令从而开启空气净化器，对室内空气进行净化，降低环境污染等级，使用户的生活环

境始终保持良好的空气质量。

[0052] 具体实施时，所述第三无线通信单元包括第三无线传输芯片U10；所述气体传感单

元包括气体传感器JP1、第二电感L2、第十一电容C11、第十二电容C12、第二十九电阻R29、第

三十电阻R30和第三十一电阻R31；所述第三供电单元包括第三USB接口J23、第三稳压芯片

U11、第十三电容C13、第十四电容C14、第十五电容C15、第三十二电阻R32和第十一发光二极

管LED11；所述第三复位单元301包括第三开关S3；所述第三指示灯单元302包括第三十三电

阻R33和第十二发光二极管LED12。

[0053] 所述气体传感器JP1的VCC端通过第二电感L2连接USBVCC端、还通过第十一电容

C11接地，所述气体传感器JP1的GND端通过第二十九电阻R29接地，所述气体传感器JP1的

IN/VN端通过第三十电阻R30接地、还通过第三十一电阻R31连接第十二电容C12的一端和第

三无线传输芯片U10的P0.3/GPIO/ADC/TX端；所述第十二电阻R12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第三

开关S3的一端连接第三无线传输芯片U10的P1.4GPIO/SSN端，所述第三开关S3的另一端接

地；所述第十二发光二极管LED12的负极连接第三无线传输芯片U10的P1.7GPIO/MISO端，所

述第十二发光二极管LED12的正极通过第三十三电阻R33连接V3.3端。

[0054] 所述第十三电容C13的一端连接第三USB接口J23的VCC端和第三稳压芯片U11的

VIN端，所述第十三电容C13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第三稳压芯片U11的GND端接地，所述第三稳

压芯片U11的OUT端通过第十四电容C14接地、通过第十五电容C15接地、还通过第三十二电

阻R32连接第十一发光二极管LED11的正极；所述第十一发光二极管LED11的负极接地。

[0055] 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三无线传输芯片U10的型号为CC2530，其为Zigbee无线芯片，

包含I/O、Flash、DMA、Timer1、Timer3、Timer4、Sleeping  Timer、ADC、USB等功能，所述气体

传感器JP1的信号为MP503-DIP4，其采用平面半导体气敏元件，可检测例如酒精、烟雾等气

体，监测空气质量，通过GPIO传输电阻值给CC2530，每当环境发生变化，带动电阻阻值会产

生相应变化，其检测浓度范围以酒精为例为10-1000ppm，确保精确检测室内空气质量数据；

所述第三稳压芯片U11的型号为HT7533，所述第三开关S3为双刀单掷开关。

[0056]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智能侦测设备其包括用于检测环境数据的红外侦

测器，用于接收控制信号并将其转换为红外信号的红外转发器，用于检测空气质量数据的

空气质量检测仪和用于给红外侦测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充电的充电底座，所

述充电底座内设置有用于将所述红外侦测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固定于预设位

置的磁铁和充电管脚，所述红外侦测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均通过充电接口与

所述充电管脚连接，红外侦测器、红外转发器和空气质量检测仪共用一个充电底座，通过磁

吸方式固定与预设充电位置，节约空间，减少了有线布局的不便，且提高了智能侦测设备的

联动性和统一性。

[0057] 可以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发

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而所有这些改变或替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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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范围。

说　明　书 10/10 页

14

CN 106768023 B

14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2 页

15

CN 106768023 B

15



图2a

说　明　书　附　图 2/12 页

16

CN 106768023 B

16



图2b

说　明　书　附　图 3/12 页

17

CN 106768023 B

17



图2c

说　明　书　附　图 4/12 页

18

CN 106768023 B

18



图2d

说　明　书　附　图 5/12 页

19

CN 106768023 B

19



图3a

说　明　书　附　图 6/12 页

20

CN 106768023 B

20



图3b

说　明　书　附　图 7/12 页

21

CN 106768023 B

21



图3c

说　明　书　附　图 8/12 页

22

CN 106768023 B

22



图3d

说　明　书　附　图 9/12 页

23

CN 106768023 B

23



图4a

说　明　书　附　图 10/12 页

24

CN 106768023 B

24



图4b

说　明　书　附　图 11/12 页

25

CN 106768023 B

25



图4c

说　明　书　附　图 12/12 页

26

CN 106768023 B

2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DES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ES00014

	DRA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DRA00019
	DRA00020
	DRA00021
	DRA00022
	DRA00023
	DRA00024
	DRA00025
	DRA0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