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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

监控装置，主控单元接收人体红外检测模块对人

体在预定区域内停留时间的感应信息、温湿度检

测模块实时采集的温湿度以及灯光控制模块对

灯光当前状态的识别，一旦确定接收到人体红外

检测模块因感应人体停留超时产生的触发信号

或判断出温湿度检测模块采集的温度大于预设

温度阈值后，向报警模块下发报警指令以及向远

程移动终端发送报警信息；该主控单元还接收由

通信模块转发远程移动终端的远程拍照指令、远

程灯光控制及显示指令或远程温湿度显示指令

后，将摄像头拍摄的图像、灯光控制模块所识别

灯光的状态或温湿度推送给远程移动终端显示。

实施本发明，不仅能实现监控数据的远程接收，

还能实现远程智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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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与远程移动终端相配合，包

括主控单元，以及与所述主控单元均相连的摄像头、人体红外检测模块、温湿度检测模块、

灯光控制模块、通信模块及报警模块；其中，

所述人体红外检测模块，用于感应人体在预定区域内停留时间超过预设时间阈值时，

产生触发信号并发送给所述主控单元；

所述温湿度检测模块，用于实时采集四周环境的温度及湿度，并将实时采集到的温度

及湿度发送给所述主控单元；

所述灯光控制模块，用于对四周环境的灯光的当前状态进行识别，并将所识别灯光的

当前状态发送给所述主控单元，且进一步待接收到所述主控单元下发的控制指令后，对所

识别灯光的当前状态进行反向调整；其中，所述当前状态为开启状态或关闭状态；

所述主控单元，用于在接收到所述人体红外检测模块发送的触发信号或判断出所接收

到的温湿度检测模块采集的温度大于预设温度阈值后，向所述报警模块下发报警指令以及

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向所述远程移动终端发送报警信息，并待接收到由所述通信模块转发的

远程移动终端根据报警信息反馈回来的远程拍照指令后，向所述摄像头下发开启并拍摄的

指令，以及进一步将所述摄像头开启并拍摄的图像保存并推送给所述远程移动终端显示；

和/或

待接收到由所述通信模块转发的远程移动终端根据报警信息反馈回来的远程灯光控

制指令后，向所述灯光控制模块下发控制指令，以及进一步将接收到所述灯光控制模块依

据所述控制指令反向调整后的灯光状态推送给所述远程移动终端显示；和/或

待接收到由所述通信模块转发的远程移动终端直接发送的远程灯光状态显示指令后，

将所述灯光控制模块所识别灯光的当前状态推送给所述远程移动终端显示；和/或

待接收到由所述通信模块转发的远程移动终端直接发送的远程温湿度显示指令后，将

所述温湿度检测模块实时采集的温度及湿度推送给所述远程移动终端显示；

所述报警模块，用于接收所述主控单元下发的报警指令后，进行报警；

所述摄像头，用于接收所述主控单元下发的开启并拍摄的指令后，对所述预定区域内

停留的人体进行图像拍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所

述主控单元均相连的显示模块；其中，

所述显示模块，用于显示所述人体红外检测模块实时采集到的温度及湿度；和/或显示

所述灯光控制模块所识别灯光的当前状态；和/或显示所述摄像头开启并拍摄到的图像。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单元

由ARM芯片及其外围电路形成，且所述主控单元上预装有Linux操作系统。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人体红外

检测模块由型号为HC-SR501的人体红外传感器和覆盖于所述人体红外传感器的菲泥尔滤

光片形成。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温湿度检

测模块采用型号为DHT11的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其中，所述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的温度

测量范围在0和50℃之间，精确度为±2℃；湿度测量范围在20-90％RH之间，精确度为±5％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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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光控制

模块由LED感应式发光二极管及限流电阻形成。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报警模块

由发光二极管和蜂鸣器形成。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模块

为OLED显示屏。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移动

终端为手机或平板电脑。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移

动终端通过微信给所述主控单元反馈远程拍照指令、远程灯光控制指令或远程温湿度显示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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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家居监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地进步，互联网逐渐渗透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普通家居不断物

联化，这一现象导致了智能家居的产生势在必行。通过物联网技术，智能家居可以将家中所

有设备统一连接在一起，起到家用电器控制、室外远程控制、防火防盗警报、空气温湿度以

及环境质量监测等作用。

[0003] 与普通家居相比，智能家居也能够提供传统的居住环境，是人们的一种栖身场所，

不同的是智能家居装有普通家居所没有的智能家居系统，这一系统拥有全方位的信息交换

功能，使家居环境和外部环境随时保持信息交互，在保证人们正常生活的同时，大大地提高

了家居环境的安全性。

[0004] 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家居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决定了智能家居拥有十分

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目前在市场上逐渐出现了一些智能家居的产品，但是由于严重缺乏

经验，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只能实现监控数据的远程接收，却无法实现远程智能控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实施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

装置，不仅能实现监控数据的远程接收，还能实现远程智能控制。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

装置，其与远程移动终端相配合，包括主控单元，以及与所述主控单元均相连的摄像头、人

体红外检测模块、温湿度检测模块、灯光控制模块、通信模块及报警模块；其中，

[0007] 所述人体红外检测模块，用于感应人体在预定区域内停留时间超过预设时间阈值

时，产生触发信号并发送给所述主控单元；

[0008] 所述温湿度检测模块，用于实时采集四周环境的温度及湿度，并将实时采集到的

温度及湿度发送给所述主控单元；

[0009] 所述灯光控制模块，用于对四周环境的灯光的当前状态进行识别，并将所识别灯

光的当前状态发送给所述主控单元，且进一步待接收到所述主控单元下发的控制指令后，

对所识别灯光的当前状态进行反向调整；其中，所述当前状态为开启状态或关闭状态；

[0010] 所述主控单元，用于在接收到所述人体红外检测模块发送的触发信号或判断出所

接收到的温湿度检测模块采集的温度大于预设温度阈值后，向所述报警模块下发报警指令

以及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向所述远程移动终端发送报警信息，并待接收到由所述通信模块转

发的远程移动终端根据报警信息反馈回来的远程拍照指令后，向所述摄像头下发开启并拍

摄的指令，以及进一步将所述摄像头开启并拍摄的图像保存并推送给所述远程移动终端显

示；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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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待接收到由所述通信模块转发的远程移动终端根据报警信息反馈回来的远程灯

光控制指令后，向所述灯光控制模块下发控制指令，以及进一步将接收到所述灯光控制模

块依据所述控制指令反向调整后的灯光状态推送给所述远程移动终端显示；和/或

[0012] 待接收到由所述通信模块转发的远程移动终端直接发送的远程灯光状态显示指

令后，将所述灯光控制模块所识别灯光的当前状态推送给所述远程移动终端显示；和/或

[0013] 待接收到由所述通信模块转发的远程移动终端直接发送的远程温湿度显示指令

后，将所述温湿度检测模块实时采集的温度及湿度推送给所述远程移动终端显示；

[0014] 所述报警模块，用于接收所述主控单元下发的报警指令后，进行报警；

[0015] 所述摄像头，用于接收所述主控单元下发的开启并拍摄的指令后，对所述预定区

域内停留的人体进行图像拍摄。

[0016] 其中，还包括：与所述主控单元均相连的显示模块；其中，

[0017] 所述显示模块，用于显示所述人体红外检测模块实时采集到的温度及湿度；和/或

显示所述灯光控制模块所识别灯光的当前状态；和/或显示所述摄像头开启并拍摄到的图

像。

[0018] 其中，所述主控单元由ARM芯片及其外围电路形成，且所述主控单元上预装有

Linux操作系统。

[0019] 其中，所述人体红外检测模块由型号为HC-SR501的人体红外传感器和覆盖于所述

人体红外传感器的菲泥尔滤光片形成。

[0020] 其中，所述温湿度检测模块采用型号为DHT11的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其中，所述

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的温度测量范围在0和50℃之间，精确度为±  2℃；湿度测量范围

在20-90％RH之间，精确度为±5％RH。

[0021] 其中，所述灯光控制模块由LED感应式发光二极管及限流电阻形成。

[0022] 其中，所述报警模块由发光二极管和蜂鸣器形成。

[0023] 其中，所述显示模块为OLED显示屏。

[0024] 其中，所述远程移动终端为手机或平板电脑。

[0025] 其中，所述远程移动终端通过微信给所述主控单元反馈远程拍照指令、远程灯光

控制指令或远程温湿度显示指令。

[0026] 实施本发明实施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7] 1、本发明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不仅通过人体红外检测模块感应外来人员停留时

间、温湿度检测模块采集四周环境的温湿度以及灯光控制模块识别灯光的开闭状态，还能

智能判别外来人员长时间停留或温度过高时，自动报警以及向远程移动终端发送报警信

息，实现多功能的远程监控；

[0028] 2、本发明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同时还与远程移动终端进行交互，接收远程移动

终端反馈的远程指令(如远程拍照指令、远程灯光控制指令或远程温湿度显示指令)并形成

相应的操作，且进一步将相应操作的结果推送给远程移动终端显示，实现远程智能控制。

附图说明

[002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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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根据

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仍属于本发明的范畴。

[003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图1中人体红外检测模块的应用场景图

[0032] 图3为图1中温湿度检测模块的应用场景图；

[0033] 图4为图1中灯光控制模块的应用场景图；

[0034] 图5为图1中报警模块的应用场景图；

[0035] 图6为图1中显示模块的应用场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

步地详细描述。

[0037]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提出的一种实现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

其与远程移动终端M相配合，包括主控单元1，以及与主控单元1均相连的摄像头2、人体红外

检测模块3、温湿度检测模块4、灯光控制模块5、通信模块6及报警模块7；其中，

[0038] 人体红外检测模块3，用于感应人体在预定区域内停留时间超过预设时间阈值时，

产生触发信号并发送给主控单元1；例如，有人长时间(超过2分钟)停留在大门口(预定区

域)，将产生触发信号；

[0039] 温湿度检测模块4，用于实时采集四周环境的温度及湿度，并将实时采集到的温度

及湿度发送给主控单元1；

[0040] 灯光控制模块5，用于对四周环境的灯光的当前状态进行识别，并将所识别灯光的

当前状态发送给主控单元1，且进一步待接收到主控单元1下发的控制指令后，对所识别灯

光的当前状态进行反向调整；其中，所述当前状态为开启状态或关闭状态；

[0041] 主控单元1，用于在接收到人体红外检测模块3发送的触发信号或判断出所接收到

的温湿度检测模块4采集的温度大于预设温度阈值(如40℃)后，向报警模块7下发报警指令

以及通过通信模块6向远程移动终端M发送报警信息，并待接收到由通信模块6转发的远程

移动终端M根据报警信息反馈回来的远程拍照指令后，向摄像头2下发开启并拍摄的指令，

以及进一步将摄像头2开启并拍摄的图像保存并推送给远程移动终端M显示；和/或

[0042] 待接收到由通信模块6转发的远程移动终端M根据报警信息反馈回来的远程灯光

控制指令后，向灯光控制模块5下发控制指令，以及进一步将接收到灯光控制模块5依据该

控制指令反向调整后的灯光状态推送给远程移动终端M显示；和/或

[0043] 待接收到由通信模块6转发的远程移动终端M直接发送的远程灯光状态显示指令

后，将灯光控制模块5所识别灯光的当前状态推送给远程移动终端M显示；和/或

[0044] 待接收到由通信模块6转发的远程移动终端M直接发送的远程温湿度显示指令后，

将温湿度检测模块4实时采集的温度及湿度推送给远程移动终端M显示；

[0045] 报警模块7，用于接收主控单元1下发的报警指令后，进行报警；

[0046] 摄像头2，用于接收主控单元1下发的开启并拍摄的指令后，对预定区域内停留的

人体进行图像拍摄。

[0047] 应当说明的是，通信模块6为无线通信模块，包括但不限于4G/5G、WIFI、  zig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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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控单元1由ARM芯片及其外围电路形成，且主控单元1上预装有Linux操作系统。人体红

外检测模块3由型号为HC-SR501的人体红外传感器和覆盖于人体红外传感器的菲泥尔滤光

片形成。温湿度检测模块4采用型号为  DHT11的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其中，DHT11数字温湿度

传感器的温度测量范围在0和50℃之间，精确度为±2℃；湿度测量范围在20-90％RH之间，

精确度为±5％RH。灯光控制模块5由LED感应式发光二极管及限流电阻形成。报警模块7由

发光二极管和蜂鸣器形成。

[0048] 远程移动终端M为手机或平板电脑，并通过微信给主控单元1反馈远程拍照指令、

远程灯光控制指令或远程温湿度显示指令。例如，远程移动终端M在微信中输入photo，则反

馈远程拍照指令；又如，远程移动终端M在微信中输入  TAH，则反馈远程温湿度显示指令；又

如，远程移动终端M在微信中输入lamp  on，则反馈远程灯光控制指令；又如，远程移动终端M

在微信中输入lamp，则反馈远程灯光显示指令。

[0049] 本发明实施例中，智能家居监控装置还包括：与主控单元1均相连的显示模块8；其

中，显示模块8，用于显示人体红外检测模块3实时采集到的温度及湿度；和/或显示灯光控

制模块4所识别灯光的当前状态；和/或显示摄像头2开启并拍摄到的图像。该显示模块8为

OLED显示屏。

[0050]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的工作原理为：通过人体红外检测模块3实

时感应人体在预定区域内停留时间，一旦感应到人体停留时间超过预设时间阈值时，就会

产生触发信号并发送给主控单元1，此时主控单元1接收到人体红外检测模块3发送的触发

信号后，立马给报警模块7下发报警指令，让报警模块7进行声光报警，同时还将报警信息以

邮件或短信的方式通过通信模块6  发给用户使用的远程移动终端M(手机或平板电脑)上。

待用户及时接收到报警信息后，可以通过微信方式发送远程拍照指令(photo)，通知主控单

元1给摄像头2下发开启并拍摄的指令，让摄像头2将停留人员的身体特征进行准确拍摄后，

由通信模块6再次转发回用户使用的远程移动终端M上显示，使得用户可以通过摄像头2的

图像来及时识别停留人员的身份，便于用户及时采取措施来确保家居环境的安全性。和/或

[0051] 通过温湿度检测模块4实时采集四周环境的温度及湿度，并将实时采集到的温度

及湿度发送给主控单元1，此时主控单元1判断出所接收到的温湿度检测模块4采集的温度

大于预设温度阈值(如40℃)后，立马给报警模块7下发报警指令，让报警模块7进行声光报

警，同时还将报警信息以邮件或短信的方式通过通信模块6发给用户使用的远程移动终端M

上，便于用户及时采取措施来确保家居环境的安全性。当然，用户也可以通过远程移动终端

M实时了解家居环境的温湿度情况，通过微信方式发送远程温湿度显示指令(TAH)，通知主

控单元1将温湿度检测模块4实时采集四周环境的温度及湿度由通信模块6转发回远程移动

终端M上显示。和/或

[0052] 通过灯光控制模块5对四周环境的灯光的当前状态进行识别，并将所识别灯光的

当前状态发送给主控单元1，此时主控单元1接收到用户通过微信方式发送的远程灯光显示

指令(lamp)，会将灯光控制模块5所识别灯光的当前状态由通信模块6转发回远程移动终端

M上显示，便于用户及时确定家居环境的灯光是否关闭。当然，在用户确定家居环境的灯光

是一直开启的状态时，用户可以通过微信方式发送远程灯光显示指令(lamp  off)，通知主

控单元1将灯光控制模块5所识别灯光的当前状态进行反向调整，并将反向调整后的灯光状

态由通信模块6转发回远程移动终端M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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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如图2至图6所示，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中各个单元及模块的应

用场景做进一步说明：

[0054] 主控单元1采用基于ARM构架的树莓派，通常采用型号为Broadcom  BCM2835芯片上

的Linux系统作为核心，这种芯片上系统使用了一种和普通的台式机、笔记本电脑不同的指

令集架构—ARM架构，同时它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处理器的设计工艺。ARM芯片的优点之一就

是它的结构相对于普通高功耗的桌面处理器芯片简单，拥有较低的功耗，这就保证了它在

处理相对比较困难的任务时，产生的热量也不多。

[0055] 摄像头2使用的是树莓派的官方摄像头—CSI摄像头，它由五百万像素传感器和位

于上方的固定焦距镜头构成，与树莓派的图像处理器串联工作，在确保拍摄高分辨率的视

频的同时，还可以流畅地录像而不会使树莓派的主处理器过载或占用太多内存。相比于传

统的网络摄像头而言，CSI摄像头具有很大的优势，其体积小，最长的边只有25mm，重量仅有

3克，耗电量少，不会增加树莓派电池或者电源供应的负担，还能够拍摄高达五百万像素的

图像以及录制每秒30帧的全高清分辨率视频。CSI摄像头和树莓派一样，也是在一块裸露的

电路板上，所以使用时要格外小心，以免损坏其部件，尤其是位于摄像头传感器上的塑料镜

头。CSI摄像头通过软排线直接与树莓派的CSI连接器相连接，软排线是一种扁平且半硬可

弯折的线缆，一般情况下软排线是相当结实的，即使每天使用也能够保证可靠地工作，但是

如果折叠软排线很容易将其损坏，所以在插入软排线或者移动摄像头的时候，要小心确保

软排线不折叠。拿起CSI摄像头，可以看到软排线的一端已经嵌入其中，另一端为蓝色，有着

银白色的触体，这些触体和树莓派的CSI连接器上的触点相连，从而实现CSI摄像头和树莓

派之间的通讯。使用CSI摄像头既可以拍摄局域网内的静态照片，也可以显示局域网内的动

态实时画面，还可以通过内网穿透实现对外网的访问，但是由于经费的原因，只使用了免费

的服务器，宽带不足，会造成外网访问显示动态实时画面时出现卡顿，所以目前还不能够实

现外网的动态实时画面显示功能。

[0056] 如图2所示，人体红外检测模块3采用HC-SR501人体红外传感器，这种人体红外传

感器为了提高灵敏度，避免辐射照面感应到的红外线受到其他小动物和环境因素的干扰，

通常会在上面覆盖特殊的菲泥尔滤光片。菲泥尔滤光片是根据菲涅耳原理制成的，有聚焦

增强人体红外线功能，将人体向外辐射的红外线折射(或反射)到人体红外传感器上，从而

大大提高人体红外传感器的灵敏度。HC-SR501人体红外传感器一共有3个引脚，一个引脚接

电源5V，一个引脚接地，另外的一个引脚用来连接树莓派的GPIO  28引脚，当人体红外传感

器检测到有人时，输出高电平，反之则输出低电平。除这3个引脚以外，HC-SR501  人体红外

传感器还有一些不同功能的引脚，例如调节延迟时间的旋钮、调节感应距离的旋钮和调节

检测模式的针脚。当人体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人时，可以通过顺时钟或逆时针旋转时间延

迟调节旋钮来延长或者减少高电平输出时间的长短，可供调节的时间范围为5秒钟到5分钟

之间。再者，可以通过顺时钟或逆时针旋转感应距离调节旋钮来减少或者增加人体红外传

感器的检测距离，可供调节的距离范围为3米到7米之间。人体红外传感器的检测模式分为

单次检测模式(不可重复触发)和连续检测模式(可重复触发)，当人体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持

续有人，输出高电平后，若延迟一段时间高电平自动恢复成低电平，则为单次检测模式，若

传感器一直保持高电平，直到人离开后才延迟恢复成低电平，则为连续检测模式，这两种检

测模式的选择则要借助检测模式跳线调节针脚，一共有3个针脚，将跳线帽插在上面两个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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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时选择单次检测模式，将跳线帽插在下面两个针脚时选择连续检测模式，一般默认为连

续检测模式。

[0057] 如图3所示，温湿度检测模块4的核心部件为DHT11温湿度传感器，DHT11  数字温湿

度传感器是一种复合传感器，它采用温湿度传感技术来检测监控环境的温度和湿度，采用

数字模块采集技术来采集检测到的温湿度的数字量，同时为了提高检测数据的可靠性，它

输出的数字信号已经被自动校准。

[0058] 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众多优点使其不仅能够应用于家居环境，还能够在医疗、气

象站等各种严苛的场所应用。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可以测量的温度范围在0和50℃之

间，可以测量的湿度范围在20-90％RH之间，对于温度的测量，精确度为±2℃，对于湿度的

测量，精确度为±5％RH，就分辨率而言，在温度方面为1℃，在湿度方面为1％RH。在连接电

路时，由于温湿度检测模块  4是现有的，并且模块里面已经包含了DHT11温湿度传感器芯片

和外围电路，所以只需要将温湿度检测模块4与树莓派连接即可。

[0059] 温湿度检测模块4一共有3个引脚，其中引脚1接工作电压5V，引脚3接地，引脚2与

树莓派的GPIO  7相连接。需要注意的是，在温湿度检测模块接上工作电压后，要等待1s用来

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需要发送任何指令。

[0060] 树莓派与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通信时序如下：

[0061] ①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触发阶段。DHT11温湿度传感器开始工作的触发信号由树

莓派发出，首先让树莓派处于IO口输出模式，经过18ms的高电平拉低之后，再恢复拉高。

[0062] ②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准备阶段。在完成了对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触发之后，

接下来将树莓派的IO口拉低80us，紧接着再恢复拉高80us，此时，  DHT11处于传输数据的准

备阶段。

[0063] ③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传输阶段。DHT11温湿度传感器向树莓派传输的数据

总共为5个字节，也就是40个bit。这里每个bit的数据位“0”用50us  低电平加28us高电平表

示，“1”用50us的低电平加70us的高电平表示。

[0064] 需要注意的是，DHT11温湿度传感器传输的5个数据中前4位表示温湿度，最后1位

是校验位。其中data(0)和data(1)表示湿度的整数位和小数位，data(2)  和data(3)表示温

度的整数位和小数位，data(4)是校验位，data(4)＝data(0)+  data(1)+data(2)+data(3)，

若不相等，则说明数据传输过程有错误，需要重新发送。

[0065] 如图4所示，灯光控制模块5由一个LED感应式发光二极管和一个1K的电阻(起限流

作用)串联而成，采用低电平驱动方式，一端接电源5V，另一端接主控单元1树莓派的GPIO 

27。

[0066] 如图5所示，蜂鸣器和发光二极管构成了报警模块7，在此模块中采用红色的闪烁

发光二极管，闪烁发光二极管的工作过程十分简单，仅通过在引脚两端加上5V的直流工作

电压就可以实现发光，无需外接任何电路元件，操作简便，而且红色比较醒目，具有警示作

用。

[0067] 蜂鸣器采用直流电压供电，是一种能够将电能转化为声音讯号的电器元件，具有

报警功能，在众多领域被应用。蜂鸣器按照驱动方式分为有源蜂鸣器(又称自激式蜂鸣器)

和无源蜂鸣器(又称他激式蜂鸣器)，这里的“源”指的不是电源，而是震荡源，有源蜂鸣器的

声音信号由直流电源经过振荡系统的放大采样电路在谐振装置作用下产生，其内部自带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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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源，只要接上额定电源，有源蜂鸣器就可以连续发出声音，而无源蜂鸣器的声音信号则是

由方波信号经过谐振装置转换产生的，其内部不含震荡源，如果只是接入直流信号无法使

其发出声音，必须用2k～5k的方波驱动，接入音频输出电路才能够发出声音[7]。由于有源

蜂鸣器内部含有多个震荡电路，所以在价格上会比无源蜂鸣器贵，但是它程序控制方便，所

以在声光报警模块中采用的是有源蜂鸣器。

[0068] 由于蜂鸣器的工作电流一般比较大，如果直接用树莓派的I/O口供电，会导致蜂鸣

器不发声或者声音微弱，所以直接使用电源供电，如下图3-6所示，声光报警模块一端接电

源5V，另一端接树莓派的GPIO  29，这样就有足够的能量驱动蜂鸣器正常工作。

[0069] 如图6所示，显示模块8采用0.96寸的OLED显示屏。0.96寸的OLED显示屏一共有8个

引脚，一个引脚接电源3.3V，一个引脚接地，其余六个引脚分别与树莓派的GPIO  0、GPIO  1、

GPIO  2、GPIO  3、GPIO  4、GPIO  5相连接。

[0070] 实施本发明实施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71] 1、本发明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不仅通过人体红外检测模块感应外来人员停留时

间、温湿度检测模块采集四周环境的温湿度以及灯光控制模块识别灯光的开闭状态，还能

智能判别外来人员长时间停留或温度过高时，自动报警以及向远程移动终端发送报警信

息，实现多功能的远程监控；

[0072] 2、本发明的智能家居监控装置，同时还与远程移动终端进行交互，接收远程移动

终端反馈的远程指令(如远程拍照指令、远程灯光控制指令或远程温湿度显示指令)并形成

相应的操作，且进一步将相应操作的结果推送给远程移动终端显示，实现远程智能控制。

[0073]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发明一种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权

利范围，因此依本发明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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