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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影音沙发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智能家居领域，特别涉及一

种智能影音沙发,包括靠板、支撑底板、扶手箱、

坐垫和腰垫，还包括环绕音响组件、音频管理模

块、和坐姿补偿机构，扶手箱包括第一扶手箱和

第二扶手箱，坐姿补偿机构包括位移组件和补偿

组件，音频管理模块包括无线音频发射器和无线

音频接收器，第二扶手箱内设有控制模块，控制

模块包括微控制器、WIFI模块和音频功放模块，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智能影音沙发功能多样，保护

腰部的同时整合了音响系统，为用户提供立体环

绕音效果的同时，跟随智能家居的潮流能够与主

流手机无线连接，并且巧妙地将昂贵的家庭音响

系统整合进沙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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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影音沙发，包括靠板(1)、水平设置的支撑底板(2)、扶手箱、坐垫(5)和腰垫

(6c)，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环绕音响组件、音频管理模块、和坐姿补偿机构，所述扶手箱包括

竖直设置的第一扶手箱(3)和第二扶手箱(4)，所述支撑底板(2)的一端与第一扶手箱(3)的

下半部固定连接，支撑底板(2)的另一端与第二扶手箱(4)的下半部固定连接，靠板(1)竖直

设置在第一扶手箱(3)、第二扶手箱(4)和支撑底板(2)的同侧并且靠板(1)的两端分别与第

一扶手箱(3)和第二扶手箱(4)固定连接，所述环绕音响组件固定安装在背板、第一扶手箱

(3)和第二扶手箱(4)上，所述坐姿补偿机构包括设置在支撑底板(2)顶部的位移组件和设

置在靠板(1)上的补偿组件，所述坐垫(5)设置在支撑底板(2)的顶部，腰垫(6c)设置在坐垫

(5)的上方，所述音频管理模块包括与影音设备电连接的无线音频发射器和与环绕音响组

件电连接的无线音频接收器，所述第二扶手箱(4)内设有控制模块，所述控制模块包括微控

制器、WIFI模块和音频功放模块，WIFI模块和音频功放模块均与微控制器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影音沙发，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扶手箱(3)的顶部

设置有供手机充电的无线充电面板(3a)，第一扶手箱(3)靠近支撑底板(2)的一侧设置有供

手机充电的USB接口(3b)，所述第二扶手箱(4)的顶部设置有与微控制器电连接的触摸屏

(4a)。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影音沙发，其特征在于：所述环绕音响组件包括第一

头枕音响(1a)、第二头枕音响(1b)、第一扶手音响(3c)和第二扶手音响，所述第一头枕音响

(1a)和第二头枕音响(1b)均固定安装在靠板(1)顶部，所述第一扶手音响(3c)设置在第一

扶手箱(3)内，第二扶手音响设置在第二扶手箱(4)内，第一头枕音响(1a)、第二头枕音响

(1b)、第一扶手音响(3c)和第二扶手音响均与音频功放模块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影音沙发，其特征在于：所述位移组件包括第一滑道

(2a)、第二滑道和稳定杆(2b)，所述第一滑道(2a)固定安装在支撑底板(2)靠近第一扶手箱

(3)的一端，第二滑道固定安装在支撑底板(2)靠近第二扶手箱(4)的一端，第一滑道(2a)和

第二滑道的长度方向均垂直于靠板(1)所在平面，所述第一滑道(2a)和第二滑道内均设有

沿滑道长度方向设置的复位弹簧(2c)，所述第一滑道(2a)和第二滑道远离靠板(1)的一端

均设有一个与微控制器电连接的压力传感器(2e)，所述稳定杆(2b)的两端均通过滑轮(2d)

分别与第一滑道(2a)和第二滑道滑动配合，所述稳定杆(2b)的轴线方向分别垂直于第一滑

道(2a)的长度方向和第二滑道的长度方向，所述复位弹簧(2c)的两端分别与压力传感器

(2e)和滑轮(2d)贴合，所述坐垫(5)靠近背板的一端设有供稳定杆(2b)穿过的稳定过孔

(5a)。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影音沙发，其特征在于：所述补偿组件包括第一电缸

(1c)、第二电缸(1d)、腰部托板(6)和托板转轴(6b)，第一电缸(1c)和第二电缸(1d)均与微

控制器电连接，所述背板靠近支撑底板(2)的一侧设有容纳腰部托板(6)的容纳槽(1f)，托

板转轴(6b)水平设置在容纳槽(1f)的顶部，所述腰部托板(6)的顶部设有供托板转轴(6b)

穿过的旋转过孔(6a)，所述背板靠近腰部托板(6)的一侧设有两个分别容纳第一电缸(1c)

和第二电缸(1d)的安装槽(1e)，所述第一电缸(1c)和第二电缸(1d)的滑块均与各自安装槽

(1e)的内侧底部固定连接，安装槽(1e)开口方向水平朝向腰垫(6c)且垂直于支撑底板(2)

的长度方向，第一电缸(1c)的滑台朝外一端与腰部托板(6)贴合设置，第二电缸(1d)的滑台

朝外一端与腰部托板(6)贴合设置，所述腰垫(6c)的顶部与靠板(1)的顶部连接，腰垫(6c)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208725244 U

2



靠近靠板(1)的一侧与腰部托板(6)远离靠板(1)的一侧贴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影音沙发，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底板(2)设有若干

个竖直贯穿支撑底板(2)用于引导地暖热气呈矩阵分布的格栅孔(2f)。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能影音沙发，其特征在于：所述坐垫(5)和腰垫(6c)均

由软布料和海绵制成，所述第一头枕音响(1a)和第二头枕音响(1b)的外侧均套设有软布

料，所述第一扶手箱(3)和第二扶手箱(4)的顶部均由玻璃面板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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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影音沙发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智能家居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智能影音沙发。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家居是在互联网影响之下物联化的体现。智能家居通过物联网技术将家中的

各种设备连接到一起，提供家电控制、照明控制、电话远程控制、室内外遥控、防盗报警、环

境监测、暖通控制、红外转发以及可编程定时控制等多种功能和手段。与普通家居相比，智

能家居不仅具有传统的居住功能，兼备建筑、网络通信、信息家电、设备自动化，提供全方位

的信息交互功能，甚至为各种能源费用节约资金。

[0003] 目前的家中的沙发多为功能单一的功能型沙发，还有按摩沙发，但是也都功能单

一，再者现在普通家庭中很少配备独立音响了，很多时候在家中看电影听音乐效果都会大

打折扣，而且传统沙发随着坐姿的改变对腰部的支撑跟不上，导致久坐伤腰。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合了独立音响，能够与

手机和电视等音频播放设备相连的多功能影音沙发。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智能影音沙发，包括靠板、水平设置的支撑底板、扶手箱、坐垫和腰垫，还包括

环绕音响组件、音频管理模块、和坐姿补偿机构，所述扶手箱包括竖直设置的第一扶手箱和

第二扶手箱，所述支撑底板的一端与第一扶手箱的下半部固定连接，支撑底板的另一端与

第二扶手箱的下半部固定连接，靠板竖直设置在第一扶手箱、第二扶手箱和支撑底板的同

侧并且靠板的两端分别与第一扶手箱和第二扶手箱固定连接，所述环绕音响组件固定安装

在背板、第一扶手箱和第二扶手箱上，所述坐姿补偿机构包括设置在支撑底板顶部的位移

组件和设置在靠板上的补偿组件，所述坐垫设置在支撑底板的顶部，腰垫设置在坐垫的上

方，所述音频管理模块包括与影音设备电连接的无线音频发射器和与环绕音响组件电连接

的无线音频接收器，所述第二扶手箱内设有控制模块，所述控制模块包括微控制器、WIFI模

块和音频功放模块，WIFI模块和音频功放模块均与微控制器电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一扶手箱的顶部设置有供手机充电的无线充电面板，第一扶手箱

靠近支撑底板的一侧设置有供手机充电的USB接口，所述第二扶手箱的顶部设置有与微控

制器电连接的触摸屏。

[0008] 优选的，所述环绕音响组件包括第一头枕音响、第二头枕音响、第一扶手音响和第

二扶手音响，所述第一头枕音响和第二头枕音响均固定安装在靠板顶部，所述第一扶手音

响设置在第一扶手箱内，第二扶手音响设置在第二扶手箱内，第一头枕音响、第二头枕音

响、第一扶手音响和第二扶手音响均与音频功放模块电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位移组件包括第一滑道、第二滑道和稳定杆，所述第一滑道固定安装

在支撑底板靠近第一扶手箱的一端，第二滑道固定安装在支撑底板靠近第二扶手箱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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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第一滑道和第二滑道的长度方向均垂直于靠板所在平面，所述第一滑道和第二滑道内

均设有沿滑道长度方向设置的复位弹簧，所述第一滑道和第二滑道远离靠板的一端均设有

一个与微控制器电连接的压力传感器，所述稳定杆的两端均通过滑轮分别与第一滑道和第

二滑道滑动配合，所述稳定杆的轴线方向分别垂直于第一滑道的长度方向和第二滑道的长

度方向，所述复位弹簧的两端分别与压力传感器和滑轮贴合，所述坐垫靠近背板的一端设

有供稳定杆穿过的稳定过孔。

[0010] 优选的，所述补偿组件包括第一电缸、第二电缸、腰部托板和托板转轴，第一电缸

和第二电缸均与微控制器电连接，所述背板靠近支撑底板的一侧设有容纳腰部托板的容纳

槽，托板转轴水平设置在容纳槽的顶部，所述腰部托板的顶部设有供托板转轴穿过的旋转

过孔，所述背板靠近腰部托板的一侧设有两个分别容纳第一电缸和第二电缸的安装槽，所

述第一电缸和第二电缸的滑块均与各自安装槽的内侧底部固定连接，安装槽开口方向水平

朝向腰垫且垂直于支撑底板的长度方向，第一电缸的滑台朝外一端与腰部托板贴合设置，

第二电缸的滑台朝外一端与腰部托板贴合设置，所述腰垫的顶部与靠板的顶部连接，腰垫

靠近靠板的一侧与腰部托板远离靠板的一侧贴合。

[0011] 优选的，所述支撑底板设有若干个竖直贯穿支撑底板用于引导地暖热气呈矩阵分

布的格栅孔。

[0012] 优选的，所述坐垫和腰垫均由软布料和海绵制成，所述第一头枕音响和第二头枕

音响的外侧均套设有软布料，所述第一扶手箱和第二扶手箱的顶部均由玻璃面板制成。

[0013] 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智能影音沙发，在家看电视时，将无线音频发射器插

到电视机的音频输出端口，即可通过环绕音响组件内置的无线音频接收器，将电视机的声

音从第一头枕音响、第二头枕音响、第一扶手音响和第二扶手音响输出，也可以通过WIFI模

块连入家中无线网，在通过手机的AirPlay功能连接环绕音响系统作为手机的音频输出，当

需要进行手机充电时可以通过第一扶手箱上的无线充电面板或者USB接口充电，当人靠在

上发上坐姿不正向前滑的时候，会带着坐垫通过位移组件向前位移一段距离，使复位弹簧

压缩挤压压力传感器，微控制器读取到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值，控制第一电缸和第二电缸将

腰部托板顶出容纳槽，从而带动与腰部托板贴合的腰垫随着坐垫的位移方向而位移，及时

对人的腰部提供足够的支撑，当人坐正时，复位弹簧通过稳定杆和滑轮沿着第一滑道和第

二滑道将坐垫恢复到原始状态，此时压力传感器检测不到压力，微控制器控制第一电缸和

第二电缸回归初始状态，从而腰垫和腰部托板也恢复到初始状态，并且第二扶手箱上的触

控屏可以自由调节腰部托板的张开程度和环绕音响系统的音量和音效，该智能影音沙发功

能多样，保护腰部的同时整合了音响系统，为用户提供立体环绕音效果的同时，跟随智能家

居的潮流能够与主流手机无线连接，并且巧妙地将昂贵的家庭音响系统整合进沙发中。

附图说明

[0014] 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分解示意图；

[0016] 图3所示为图2的A处放大图；

[0017] 图4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立体结构分解示意图；

[0018] 图5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的控制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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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附图标记说明：靠板1，第一头枕音响1a，第二头枕音响1b，第一电缸1c，第二电缸

1d，安装槽1e，容纳槽1f，支撑底板2，第一滑道2a，稳定杆2b，复位弹簧2c，滑轮2d，压力传感

器2e，格栅孔2f，第一扶手箱3，无线充电面板3a，USB接口3b，第一扶手音响3c，第二扶手箱

4，触摸屏4a，坐垫5，稳定过孔5a，腰部托板6，旋转过孔6a，托板转轴6b，腰垫6c。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1] 参照图1至图5所示的一种智能影音沙发，包括靠板1、水平设置的支撑底板2、扶手

箱、坐垫5和腰垫6c，还包括环绕音响组件、音频管理模块、和坐姿补偿机构，所述扶手箱包

括竖直设置的第一扶手箱3和第二扶手箱4，所述支撑底板2的一端与第一扶手箱3的下半部

固定连接，支撑底板2的另一端与第二扶手箱4的下半部固定连接，靠板1竖直设置在第一扶

手箱3、第二扶手箱4和支撑底板2的同侧并且靠板1的两端分别与第一扶手箱3和第二扶手

箱4固定连接，所述环绕音响组件固定安装在背板、第一扶手箱3和第二扶手箱4上，所述坐

姿补偿机构包括设置在支撑底板2顶部的位移组件和设置在靠板1上的补偿组件，所述坐垫

5设置在支撑底板2的顶部，腰垫6c设置在坐垫5的上方，所述音频管理模块包括与影音设备

电连接的无线音频发射器和与环绕音响组件电连接的无线音频接收器，所述第二扶手箱4

内设有控制模块，所述控制模块包括微控制器、WIFI模块和音频功放模块，WIFI模块和音频

功放模块均与微控制器电连接。

[0022] 所述第一扶手箱3的顶部设置有供手机充电的无线充电面板3a，第一扶手箱3靠近

支撑底板2的一侧设置有供手机充电的USB接口3b，所述第二扶手箱4的顶部设置有与微控

制器电连接的触摸屏4a，无线和有线两种充电方式供用户选择，触摸屏4a用于调节沙发音

响系统的参数和沙发腰垫6c的支撑程度等，植入操作系统还可以当成平板电脑使用。

[0023] 所述环绕音响组件包括第一头枕音响1a、第二头枕音响1b、第一扶手音响3c和第

二扶手音响，所述第一头枕音响1a和第二头枕音响1b均固定安装在靠板1顶部，所述第一扶

手音响3c设置在第一扶手箱3内，第二扶手音响设置在第二扶手箱4内，第一头枕音响1a、第

二头枕音响1b、第一扶手音响3c和第二扶手音响均与音频功放模块电连接，多方位的音响

效果，使人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影或者看电视的效果更加震撼。

[0024] 所述位移组件包括第一滑道2a、第二滑道和稳定杆2b，所述第一滑道2a固定安装

在支撑底板2靠近第一扶手箱3的一端，第二滑道固定安装在支撑底板2靠近第二扶手箱4的

一端，第一滑道2a和第二滑道的长度方向均垂直于靠板1所在平面，所述第一滑道2a和第二

滑道内均设有沿滑道长度方向设置的复位弹簧2c，所述第一滑道2a和第二滑道远离靠板1

的一端均设有一个与微控制器电连接的压力传感器2e，所述稳定杆2b的两端均通过滑轮2d

分别与第一滑道2a和第二滑道滑动配合，所述稳定杆2b的轴线方向分别垂直于第一滑道2a

的长度方向和第二滑道的长度方向，所述复位弹簧2c的两端分别与压力传感器2e和滑轮2d

贴合，所述坐垫5靠近背板的一端设有供稳定杆2b穿过的稳定过孔5a，稳定杆2b穿过稳定过

孔5a从而使坐垫5能够随着人体的下滑而产生相应的位移，使复位弹簧2c抵触压力传感器

2e，微控制器收到压力传感器2e的压力数值。

[0025] 所述补偿组件包括第一电缸1c、第二电缸1d、腰部托板6和托板转轴6b，第一电缸

1c和第二电缸1d均与微控制器电连接，所述背板靠近支撑底板2的一侧设有容纳腰部托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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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纳槽1f，托板转轴6b水平设置在容纳槽1f的顶部，所述腰部托板6的顶部设有供托板转

轴6b穿过的旋转过孔6a，所述背板靠近腰部托板6的一侧设有两个分别容纳第一电缸1c和

第二电缸1d的安装槽1e，所述第一电缸1c和第二电缸1d的滑块均与各自安装槽1e的内侧底

部固定连接，安装槽1e开口方向水平朝向腰垫6c且垂直于支撑底板2的长度方向，第一电缸

1c的滑台朝外一端与腰部托板6贴合设置，第二电缸1d的滑台朝外一端与腰部托板6贴合设

置，所述腰垫6c的顶部与靠板1的顶部连接，腰垫6c靠近靠板1的一侧与腰部托板6远离靠板

1的一侧贴合，当微控制器收到压力传感器2e的压力数值后，控制第一电缸1c和第二电缸1d

将腰部托板6顶出，从而补偿人体坐姿不正时腰部的间隙，有效的提供腰部支撑保护腰部。

[0026] 所述支撑底板2设有若干个竖直贯穿支撑底板2用于引导地暖热气呈矩阵分布的

格栅孔2f，为了适应多样的使用环境，配备了格栅孔2f使装有地暖的家庭达到更好的使用

效果。

[0027] 所述坐垫5和腰垫6c均由软布料和海绵制成，所述第一头枕音响1a和第二头枕音

响1b的外侧均套设有软布料，所述第一扶手箱3和第二扶手箱4的顶部均由玻璃面板制成，

坐垫5和腰垫6c可以采用高档的皮质或者布料，与扶手箱上玻璃面板一起营造了高档感和

科技感。

[0028] 工作原理：在家看电视时，将无线音频发射器插到电视机的音频输出端口，即可通

过环绕音响组件内置的无线音频接收器接，将电视机的声音从第一头枕音响1a、第二头枕

音响1b、第一扶手音响3c和第二扶手音响输出，也可以通过WIFI模块连入家中无线网，在通

过手机的AirPlay功能连接环绕音响系统作为手机的音频输出，当需要进行手机充电时可

以通过第一扶手箱3上的无线充电面板3a或者USB接口3b充电，当人靠在上发上坐姿不正向

前滑的时候，会带着坐垫5通过位移组件向前位移一段距离，使复位弹簧2c压缩挤压压力传

感器2e，微控制器读取到压力传感器2e的压力值，控制第一电缸1c和第二电缸1d将腰部托

板6顶出容纳槽1f，从而带动与腰部托板6贴合的腰垫6c随着坐垫5的位移方向而位移，及时

对人的腰部提供足够的支撑，当人坐正时，复位弹簧2c通过稳定杆2b和滑轮2d沿着第一滑

道2a和第二滑道将坐垫5恢复到原始状态，此时压力传感器2e检测不到压力，微控制器控制

第一电缸1c和第二电缸1d回归初始状态，从而腰垫6c和腰部托板6也恢复到初始状态，并且

第二扶手箱4上的触控屏可以自由调节腰部托板6的张开程度和环绕音响系统的音量和音

效。

[0029]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范围作

出任何限制，故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细微修改、等同

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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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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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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