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670084.0

(22)申请日 2020.04.28

(73)专利权人 广州方胜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

道中307号富力新天地3005室

(72)发明人 林锦滨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独角熊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44580

代理人 张小黎

(51)Int.Cl.

H04N 7/18(2006.01)

H04N 5/23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

系统，包括第一触发装置、智能门锁装置、第一图

像获取装置、控制装置、无线通讯装置以及至少

一个存在感应装置；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智能家

庭安防监控系统可以通过结合各种触发式的传

感器对用户指定的区域，如家中大门前、窗台附

近或阳台等，进行检测，一旦发现有触发信号时，

马上其他附近的摄像装置对相关区域的进行拍

摄，并把所拍摄到的画面及时的发送给用户，以

便用户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到异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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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触发装置、智能门锁装置、第一

图像获取装置、控制装置、无线通讯装置以及至少一个存在感应装置；

其中，所述第一触发装置设置在所述智能门锁装置外的预设区域，所述存在感应装置

设置在用户的家中；

所述控制装置分别与所述第一触发装置、所述智能门锁装置、所述第一图像获取装置、

所述无线通讯装置以及所述存在感应装置通信相连；

所述控制装置用于获取所述第一触发装置发送的第一触发信号；

当所述控制装置获取到所述第一触发装置发送的第一触发信号时，所述控制装置还用

于向所述第一图像获取装置发送控制指令；

所述第一图像获取装置用于根据所述控制指令获取所述预设区域的图像信息，并将所

获取到的图像信息发送给所述控制装置；

所述控制装置还用于将所接收到的图像信息通过所述无线通讯装置发送到预设的用

户终端上；

所述控制装置还用于获取所述存在感应装置发送的感应触发信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智能家庭安防

监控系统还包括至少一个第二触发装置及第二图像获取装置；

其中，所述第二触发装置设置在用户家中的阳台或窗户附近；

所述控制装置还分别与所述第二触发装置及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通信相连；

所述控制装置还用于获取所述第二触发装置发送的第二触发信号

当所述控制装置获取到所述第二触发装置发送的第二触发信号时，所述控制装置还用

于向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发送控制指令；

当所述控制装置接收到的所述存在感应装置发送的感应触发信号时，所述控制装置还

用于向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发送控制指令；

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用于根据所述控制指令获取图像信息，并将所获取到的图像信

息发送给所述控制装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包括单

片机或中央处理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触发装置包

括红外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及压力传感器其中的一种或多种。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触发装置包

括红外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及压力传感器其中的一种或多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图像获取装

置包括摄像头或其他可以用于拍摄图像信息的设备。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

置包括摄像头或其他可以用于拍摄图像信息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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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智能家居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家居网络技术在国内的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左右智能家居概

念开始得到大范围的宣传，让我国的普通居民开始了解并接受了智能家居的概念。如今各

小区的开发商在住宅小区和住宅的设计阶段也已经较多地考虑了智能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少数高档的住宅小区己经配套了相当完善的智能家庭网络，很多开发商已经将住宅“智能

化”作为一个亮点在房地产销售的广告中大量宣传。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不足，提供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

[0004]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上述目的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包括第一触发装置、智能门锁装

置、第一图像获取装置、控制装置、无线通讯装置以及至少一个存在感应装置；

[0006] 其中，所述第一触发装置设置在所述智能门锁装置外的预设区域，所述存在感应

装置设置在用户的家中；

[0007] 所述控制装置分别与所述第一触发装置、所述智能门锁装置、所述第一图像获取

装置、所述无线通讯装置以及所述存在感应装置通信相连；

[0008] 所述控制装置用于获取所述第一触发装置发送的第一触发信号；

[0009] 当所述控制装置获取到所述第一触发装置发送的第一触发信号时，所述控制装置

还用于向所述第一图像获取装置发送控制指令；

[0010] 所述第一图像获取装置用于根据所述控制指令获取所述预设区域的图像信息，并

将所获取到的图像信息发送给所述控制装置；

[0011] 所述控制装置还用于将所接收到的图像信息通过所述无线通讯装置发送到预设

的用户终端上；

[0012] 所述控制装置还用于获取所述存在感应装置发送的感应触发信号。

[0013]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的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还包括至少一个第二触发装

置及第二图像获取装置；

[0014] 其中，所述第二触发装置设置在用户家中的阳台或窗户附近；

[0015] 所述控制装置还分别与所述第二触发装置及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通信相连；

[0016] 所述控制装置还用于获取所述第二触发装置发送的第二触发信号

[0017] 当所述控制装置获取到所述第二触发装置发送的第二触发信号时，所述控制装置

还用于向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发送控制指令；

[0018] 当所述控制装置接收到的所述存在感应装置发送的感应触发信号时，所述控制装

置还用于向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发送控制指令；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12211202 U

3



[0019] 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用于根据所述控制指令获取图像信息，并将所获取到的图

像信息发送给所述控制装置。

[0020] 在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控制装置包括单片机或中央处理器。

[0021] 在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触发装置包括红外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及

压力传感器其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2] 在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二触发装置包括红外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及

压力传感器其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3] 在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图像获取装置包括摄像头或其他可以用于拍

摄图像信息的设备。

[0024] 在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包括摄像头或其他可以用于拍

摄图像信息的设备。

[002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26]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可以通过结合各种触发式的传感

器对用户指定的区域，如家中大门前、窗台附近或阳台等，进行检测，一旦发现有触发信号

时，马上其他附近的摄像装置对相关区域的进行拍摄，并把所拍摄到的画面及时的发送给

用户，以便用户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到异常信息。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其中的示意性实施例

以及说明仅用来解释本实用新型，但并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9]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包括第一触发装置

100、智能门锁装置200、第一图像获取装置300、控制装置400、无线通讯装置500以及至少一

个存在感应装置600；

[0030] 其中，所述第一触发装置100设置在所述智能门锁装置200外的预设区域，所述存

在感应装置600设置在用户的家中；

[0031] 所述控制装置400分别与所述第一触发装置100、所述智能门锁装置200、所述第一

图像获取装置300、所述无线通讯装置500以及所述存在感应装置600通信相连；

[0032] 所述控制装置400用于获取所述第一触发装置100发送的第一触发信号；

[0033] 当所述控制装置400获取到所述第一触发装置100发送的第一触发信号时，所述控

制装置400还用于向所述第一图像获取装置300发送控制指令；

[0034] 所述第一图像获取装置300用于根据所述控制指令获取所述预设区域的图像信

息，并将所获取到的图像信息发送给所述控制装置400；

[0035] 所述控制装置400还用于将所接收到的图像信息通过所述无线通讯装置500发送

到预设的用户终端上；

[0036] 所述控制装置400还用于获取所述存在感应装置600发送的感应触发信号。

[0037]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的智能家庭安防监控系统还包括至少一个第二触发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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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第二图像获取装置；

[0038] 其中，所述第二触发装置设置在用户家中的阳台或窗户附近；

[0039] 所述控制装置400还分别与所述第二触发装置及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通信相

连；

[0040] 所述控制装置400还用于获取所述第二触发装置发送的第二触发信号

[0041] 当所述控制装置400获取到所述第二触发装置发送的第二触发信号时，所述控制

装置400还用于向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发送控制指令；

[0042] 当所述控制装置400接收到的所述存在感应装置600发送的感应触发信号时，所述

控制装置400还用于向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发送控制指令；

[0043] 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用于根据所述控制指令获取图像信息，并将所获取到的图

像信息发送给所述控制装置400。

[0044] 在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控制装置400包括单片机或中央处理器。

[0045] 在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触发装置100包括红外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

及压力传感器其中的一种或多种。

[0046] 在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二触发装置包括红外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及

压力传感器其中的一种或多种。

[0047] 在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图像获取装置300包括摄像头或其他可以用

于拍摄图像信息的设备。

[0048] 在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包括摄像头或其他可以用于拍

摄图像信息的设备。

[0049] 具体的，在本实用新型一具体应用场景中，所述第一图像获取装置300及第二图像

获取装置为摄像头，进一步的，所述摄像头可以设置在所述智能门锁装置200中，所述第一

触发装置100为设置在用户家中大门前的压力传感器，所述第二触发装置为设置在用户家

中阳台门前的红外传感器，所述第二图像获取装置设置在用户客厅的一角，且拍摄方向朝

向阳台门；

[0050] 一旦所述压力传感器感应到超过预设值的压力时，如50公斤，则向所述控制装置

400发送触发指令，所述控制装置400在收到所述压力传感器发送的触发指令后，控制智能

门锁装置200中的摄像头启动，拍摄用户家中大门前的图像，并将所拍摄的图像实时的发送

给用户；

[0051] 同理，当所述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物体遮挡时，则向所述控制装置400发送触发指

令，所述控制装置400在收到所述红外传感器发送的触发指令后，控制客厅中的摄像头启

动，拍摄用户家中阳台门附近的图像，并将所拍摄的图像实时的发送给用户。

[0052] 可以理解的是，对于具体的触发规则，本申请不作特别限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

根据本领域的常用技术手段及选取的传感器类别进行修改，如增加时间限定，增加触发次

数限定等，本申请想要保护的仅仅是本系统的硬件构成及其连接关系。

[0053]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了更清楚的表达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所作的举例，而

非对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

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这些都属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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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6

CN 212211202 U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