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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无线智能窗帘控制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无线智能窗帘控制系统，

包括窗帘控制器和无线控制端，窗帘控制器包括

由相对应配装的轴端盖和尾端盖组成的壳体，在

壳体内设有电机及滚轮，电机活动安装在尾端盖

上，在电机上活动安装滚轮，滚轮由电机带动旋

转，电机和滚轮通过尾端轴承及轴端轴承活动安

装在壳体内，在壳体外侧设有侧面挂件，侧面挂

件上设有导轨挂钩，导轨挂钩通过拉伸弹簧与侧

面挂件活动连接，在壳体内还安装有控制电路板

和电池，控制电路板通过电路与电机连接并控制

其转动，无线控制端与控制电路板进行无线连

接，本实用新型的结构设计简单合理，可以直接

安装在现有窗帘架上使用，实现了窗帘控制的智

能化，为智能家居的普及提供了优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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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线智能窗帘控制系统，包括窗帘控制器和无线控制端，其中，

所述窗帘控制器包括由相对应配装的轴端盖（1）和尾端盖（9）组成的壳体，在轴端盖

（1）和尾端盖（9）组成的壳体内设有电机（5）、滚轮（3），电机（5）活动安装在尾端盖（9）的支

架（11）上，在电机（5）上活动安装滚轮（3），滚轮（3）由电机（5）带动旋转，电机（5）和滚轮（3）

通过尾端轴承（8）及轴端轴承（2）活动安装在尾端盖（9）和轴端盖（1）组成的壳体内，在轴端

盖（1）和尾端盖（9）组成的壳体外侧固定设有侧面挂件（6），侧面挂件（6）上设有导轨挂钩

（4），导轨挂钩（4）通过拉伸弹簧（7）与侧面挂件（6）活动连接，

在轴端盖（1）和尾端盖（9）组成的壳体内还设有控制电路板和电池，电池通过电路与控

制电路板连接，控制电路板通过电路与电机（5）连接，

所述无线控制端与控制电路板无线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智能窗帘控制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控制电路板包括主控

芯片、充电电路、电源电路、六轴加速度传感器、光度传感器和电机驱动电路，其中，主控芯

片与电机驱动电路连接，六轴加速度传感器和光度传感器分别与主控芯片连接，电机驱动

电路与电机（5）连接，主控芯片与无线控制端无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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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智能窗帘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无线智能窗帘控制系统，属于物联网智能窗帘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智慧家庭的概念深入人心，各种智能家居设备层出

不穷，各大巨头公司也纷纷布局智慧家居领域，例如小米、阿里巴巴、百度等，并开始打造自

己的生态系统，为未来抢占智能家居市场的先机做好准备。

[0003] 在智能家居设备中，智能窗帘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有的智能窗帘均需要

专用的导轨和电机，对于新装修的房子来说，可以提前规划，一次性采购整体智能窗帘设备

进行安装，但是对于现有的已经安装传统窗帘的家庭来说，拆掉原有的窗帘杆，重新安装电

动窗帘导轨则费事、费力、费钱。因此，如何对现有传统窗帘进行智能化改造是一个有意义、

有市场的发展方向。

发明内容

[0004] 为克服已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安装方便、功能强大、使用简

单的无线智能窗帘控制系统。

[0005] 本实用新型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无线智能窗帘控制系统，包括窗帘控制

器和无线控制端，其中，

[0006] 所述窗帘控制器包括由相对应配装的轴端盖和尾端盖组成的壳体，在轴端盖和尾

端盖组成的壳体内设有电机及滚轮，电机活动安装在尾端盖的支架上，在电机上活动安装

滚轮，滚轮由电机带动旋转，电机和滚轮通过尾端轴承及轴端轴承活动安装在尾端盖和轴

端盖组成的壳体内，在轴端盖和尾端盖组成的壳体外侧固定设有侧面挂件，侧面挂件上设

有导轨挂钩，导轨挂钩通过拉伸弹簧与侧面挂件活动连接；在轴端盖和尾端盖组成的壳体

内还安装有控制电路板和电池，电池通过电路与控制电路板连接，控制电路板通过电路与

电机连接并控制其转动，所述的无线控制端与控制电路板进行无线连接。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窗帘控制器可以直接安装在现有窗帘架上使用，通过导轨挂钩与窗

帘导轨活动连接，滚轮顶部与窗帘导轨底面紧密靠接，电机在受控转动时，带动滚轮随之转

动，由于滚轮与窗帘导轨底面之间摩擦力的作用，带动整个窗帘控制器在窗帘导轨上运动，

继而推动或拉动窗帘拉开或者合上。

[0008] 本实用新型的控制电路主要是用来控制电机的运转，控制电路板可以包括主控芯

片、充电电路、电源电路、六轴加速度传感器、光度传感器和电机驱动电路等，其中，主控芯

片与电机驱动电路连接，六轴加速度传感器和光度传感器分别与主控芯片连接，电机驱动

电路与电机5连接，主控芯片与无线控制端无线连接。电池部分可以是常用的锂电池，利用

充电电路给予充电，充电可以采用电源直充或太阳能板充电等多种形式。无线控制端采用

已有的常用技术即可，包括但不限于红外遥控器、手机、智能音箱等等。

[0009] 与已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结构设计十分优化，简单合理，并采用全新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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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不改变原有传统窗帘结构的前提下，实现了窗帘控制的智能化，为智能家居的普及

提供了优选方案。

[0010]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地解释说明。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结构示意图（分解结构图）。

[001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使用装配示意图。

[0013] 图3为图2的B向视图。

[0014] 图4为图3的A‑A剖视图。

[0015] 图5为本实用新型适用I型窗帘导轨的一种导轨挂钩示意图。

[0016] 图6为本实用新型适用罗马杆窗帘导轨的一种导轨挂钩示意图。

[0017]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控制电路原理图。

[0018] 附图图面说明：

[0019] 1轴端盖，2轴端轴承，3滚轮，4导轨挂钩，5电机，6侧面挂件，7拉伸弹簧，8尾端轴

承，9尾端盖，10窗帘导轨，11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参见图1、图2所示，一种无线智能窗帘控制系统，包括窗帘控制器和无线控制端。

窗帘控制器是直接安装在窗帘导轨上的，包括由相对应配装的轴端盖1和尾端盖9组成的壳

体，在尾端盖9上设计有支架11，在支架11上活动安装电机5，电机5上活动安装滚轮3，滚轮3

由电机5带动旋转，电机5和滚轮3通过尾端轴承8及轴端轴承2活动安装在尾端盖9和轴端盖

1组成的壳体内。在壳体外侧固定设有侧面挂件6，侧面挂件6有两个，分别设在壳体两侧，每

个侧面挂件6上设有导轨挂钩4，在导轨挂钩4的底部设置拉伸弹簧7与侧面挂件6活动连接。

[0021] 本实用新型无线智能窗帘控制系统还包括控制电路部分和无线控制端，控制电路

部分安装在轴端盖1和尾端盖9组成的壳体内，包括有控制电路板和电池。参见图7所示，所

述控制电路板包括主控芯片、充电电路、电源电路、六轴加速度传感器、光度传感器和电机

驱动电路等，其中，主控芯片与电机驱动电路连接，六轴加速度传感器和光度传感器分别与

主控芯片连接，电机驱动电路通过电路与电机5连接，主控芯片与无线控制端无线连接，无

线控制端包括但不限于红外遥控器、手机、智能音箱等等。

[0022] 轴端盖1和尾端盖9上分别有相应的子母插口配合安装，两个侧面挂件6与轴端盖1

及尾端盖9之间也采用子母插口配合安装，各部件完成组装后为一完整壳体，参见图2、图3、

图4所示，两个导轨挂钩4的上端露在壳体外面，滚轮3的顶部也露在壳体外面。

[0023] 工作原理简述如下。

[0024] 现有的窗帘轨道有多种形式，先以U型窗帘导轨10为例说明，参见图2、图3、图4，两

个导轨挂钩4的顶端插入U型窗帘导轨10内，整个窗帘控制器就被挂在窗帘轨道上了，由于

拉伸弹簧7的拉力，使得整个控制器被顶在U型窗帘导轨10上，滚轮3的顶部与U型窗帘导轨

10的底部紧密靠接。可以利用挂钩将窗帘的一端挂在窗帘控制器上。

[0025] 工作时，电机5受控转动，滚轮3随之转动，由于滚轮3与窗帘导轨10底面之间摩擦

力的作用，带动窗帘控制器在窗帘导轨10上前后行进，推动窗帘拉开或者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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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本实用新型控制电路板的主控芯片为控制器的核心电路，参考图7所示，本实施例

主控芯片可采用ESP‑12F的Wifi模组，它具有适用于本实用新型的电路资源，并带有Wifi模

组，可以通过手机、智能音箱等控制电机运转，相应的主控芯片也可以采用其他单片机、DSP

等微控制器芯片，相应的，与无线控制端的连接也可以采用Wifi、蓝牙、Zigbee等无线通信

方式。

[0027] 六轴加速度传感器将测量得到的加速度信号送给主控芯片，主控芯片判断窗帘是

否受到了拉动，从而控制窗帘运动，实现即拉即走功能。

[0028] 光度传感器的信号用于测量光照的强度，由主控芯片进行采集，从而在特定模式

下，实现夜晚自动关闭窗帘、早晨自动打开窗帘的功能。

[0029] 电机驱动电路接收主控芯片的控制信号，从而控制电机运动。

[0030] 电池部分可以采用常用的锂电池为本系统的电路供电，一般可选择18650锂电池，

或者3.6V以上的锂电池，应根据控制器的壳体体积进行选择，利用充电电路给予充电，充电

可以采用电源直充或太阳能板充电等多种形式（太阳能板可以挂在在控制系统侧面或其他

方便的地方）。

[0031] 本实用新型可以在保持原有窗帘系统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导轨挂钩的结构，

就能适用于已有的各种窗帘轨道，无需再重新铺设专用轨道，省时省力，节省资源。例如：

[0032] 图1、图2、图3、图4所示的窗帘导轨10为U型时，导轨挂钩4顶端的结构相应的为I型

（工字型）；

[0033] 图5所示的窗帘导轨10为I型时，相应的，导轨挂钩4顶端的结构可设计为U型；

[0034] 图6所示的窗帘导轨10为罗马杆时，相应的，导轨挂钩4顶端的结构可设计为钩环

状，钩环内还可以嵌装活动钢球，以减小运动时的摩擦力。

[0035] 本实用新型中的拉伸弹簧7也可以使用其他弹性元件，例如弹力绳、扭簧、皮筋等。

[0036] 使用中，为了增加滚轮与轨道之间的摩擦力，保证窗帘控制器能够带动窗帘顺利

运动，克服打滑的缺点，本实用新型可以采用如下方法改进：

[0037] （1）在滚轮上均匀的涂抹一层软性环氧树脂，待环氧树脂固化形成软膜后，可增加

滚轮与轨道之间的摩擦力；

[0038] （2）定制一个与滚轮大小适配的橡胶圈，直径略小于滚轮直径，确保橡胶圈可以牢

固的套在滚轮上，从而增加滚轮与轨道之间的摩擦力；

[0039] （3）在滚轮上刻上齿状结构，同时在轨道与滚轮的接触面上粘贴一层与之适配的

齿状带，从而保证滚轮能够在轨道上顺利运动；

[0040] （4）其它在工程范围内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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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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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8

CN 214017040 U

8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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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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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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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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