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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卫生洁具领域，尤其是一种通过

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方法，包括距离传

感器、中央处理器、计时器、信息处理软件和驱动

装置，所述信息处理软件内设置有三个阈值和一

个开关值。其中一个是时间阈值，一个是距离阈

值(翻座圈阈值)，还有一个是超范围距离阈值

(翻盖阈值)。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盖板驱动装置

和座圈驱动装置。所述时间阈值和距离阈值，是

可以通过键盘交互调整设定的。此三个阈值，在

出厂前是设定好默认值的。马桶安装到了用户家

后，可以根据用户家庭卫生间环境情况，让马桶

重新学习，即调整默认值，达到马桶盖及座圈的

掀起或盖下的真正智能化，一般不再需要但不拒

绝人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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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过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方法，包括距离传感器、中央处理器、计时

器、信息处理软件和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处理软件内设置有三个阈值和一个开

关值。其中一个是时间阈值，一个是距离阈值(翻座圈阈值)，还有一个是超范围距离阈值

(翻盖阈值)。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盖板驱动装置和座圈驱动装置。所述时间阈值和距离阈

值，是可以通过键盘交互调整设定的。此三个阈值，在出厂前是设定好默认值的。马桶安装

到了用户家后，可以根据用户家庭卫生间环境情况，让马桶重新学习，即调整默认值。

当有人出现在马桶前方时，距离传感器测得人与马桶的距离，通过信息处理软件，与超

范围距离阈值进行对比，如果大于此阈值范围，则不予理睬。如果小于此阈值范围，则通知

计时器进行计时，并同时把时间计数器与设定的时间阈值进行比较，如果小于时间阈值范

围(计数器在过程一开始总是小于时间阈值的，还不能马上认为路过而舍弃，只是不动作而

等着大于时间阈值后才做判断)，则认为，人只是路过马桶而已。如果大于时间阈值范围，中

央处理器则认为有人要使用马桶，立即指令盖板驱动装置，掀起马桶盖。同时距离传感器，

把测得的人与马桶的距离数据通知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把距离数值与事先设定好的翻

圈距离阈值进行比较，以判断是否要掀起座圈。如果小于翻圈距离阈值，中央处理器立即指

令座圈驱动装置掀起座圈，如果大于翻圈距离阈值，则不予理睬即不掀起座圈。需说明的

是，用户也可以根据使用环境和使用习惯针对开关值做相反选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通过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智能马桶内有一个距离检测系统，设有二个距离阈值。距离传感器测得的人与马桶的距

离小于翻圈距离阈值，就指令翻座圈，测得的距离小于翻盖距离阈值内，同时大于时间阈

值，则指令掀马桶盖。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通过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计时器在进行计时过程中，与设定的时间阈值进行比较，大于时间阈值范围，中央处理器

认为有人要使用马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通过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当中央处理器并没有下达指令驱动马桶盖，座圈时，而轴角位置传感器检测到马桶盖或

座圈向着升起或下落方向转动时，则中央处理器认为当事人欲强行掀起或盖下盖或座圈，

遂下达指令给马桶盖或座圈的驱动系统，施加一个同方向的旋转力，使得马桶盖，座圈能够

快速升起或落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通过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马桶盖驱动系统和座圈驱动系统都包括各自的驱动电路，轴角位置传感器，动力源，减速

机构和转轴。两个系统相互独立但都接受中央处理器的指令指挥，驱动相应的起落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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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过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卫生洁具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通过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马桶的智能化不断提高，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便利。人们希望不接触马桶盖就

能掀起马桶盖，以实现更加卫生的目的。于是各种避开接触马桶盖而能让马桶盖掀起的方

案纷纷出炉。例如呼话式、击掌式、按键式、人脸识别男女、甚至挥手式不一而足，基本上都

能实现不触摸马桶盖而进行如厕。

[0003] 但现有技术的掀起马桶盖的方案存在一些缺陷，使得该功能在实际使用时不够智

能化，成为鸡肋。目前有三种情况：一,马桶安装在卫生间，各家卫生间大小、墙壁与马桶的

距离千差万别，使用人的年龄、体态、健康状况、甚至使用习惯都不尽相同，如何让马桶能够

适应各种不同的场景，实现进一步的智能化，现有技术是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的；二，马桶

盖有二层(翻盖、座圈)，在实际使用的场景中有时候只要掀盖、有时候既要掀盖也要掀座

圈，现有的技术无法知道使用者的使用需求是掀盖还是掀座圈，这造成了实际掀起来的层

数并不是人们需要的。不能根据使用者的使用用途进行及时判断，导致智能化不完全，为

此，现有技术往往采用人工干预的办法，需要由使用者给马桶一个信号或挥手或脚踢，比较

好的办法是加入人脸识别系统，前几个技术方案不够智能化、不方便，后面加入人脸识别系

统的方案成本又比较高；三：人们如厕时，由于各种原因，不等马桶自动掀盖或盖盖就强行

掀或盖马桶的盖和座圈，智能马桶如何去适应，顺应使用者的粗暴动作，避免造成设备的损

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智能化程度不高，或者智能化程度提

高了，生产成本也提高了的缺陷。本发明为此提出一种通过测量使用者的距离来实现马桶

自动翻盖的技术方案，提出一种智能马桶能够自适应使用环境的技术方案。

[0005] 本发明采用了距离传感器、计时器、信息处理软件和电机驱动系统，其同在中央处

理器的统一指挥下，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控制系统，对使用人和被使用的马桶盖进行双向采

集信息并指挥动作，从而能够实现不同的使用人需求与马桶盖不同的位置状态下有机协调

动作，满足人们不同的如厕需求。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无法精准知道使用者的使用意图是掀

(或盖)一层还是二层，也无法知道马桶盖及座圈的实时状态，因而造成使用中断尴尬局面

的出现，同时设备损坏的不良后果。

[0007] 本发明为此提出一种通过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方法，同时根据马桶盖和

座圈的实时位置状态进行掀盖动作的智能掀盖系统。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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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一种通过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方法，包括距离传感器、中央处理器、计时

器、信息处理软件和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处理软件内设置有三个阈值和一个开

关值。其中一个是时间阈值，一个是距离阈值(翻座圈阈值)，还有一个是超范围距离阈值

(翻盖阈值)。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盖板驱动装置和座圈驱动装置。所述时间阈值和距离阈

值，是可以通过键盘交互调整设定的。此三个阈值，在出厂前是设定好默认值的。马桶安装

到了用户家后，可以根据用户家庭卫生间环境情况，让马桶重新学习，即调整默认值。

[0010] 当有人出现在马桶前方时，距离传感器测得人与马桶的距离，通过信息处理软件，

与超范围距离阈值进行对比，如果大于此阈值范围，则不予理睬。如果小于此阈值范围，则

通知计时器进行计时，并同时把时间计数器与设定的时间阈值进行比较，如果小于时间阈

值范围(计数器在过程一开始总是小于时间阈值的，还不能马上认为路过而舍弃，只是不动

作而等着大于时间阈值后才做判断)，则认为，人只是路过马桶而已。如果大于时间阈值范

围，中央处理器则认为有人要使用马桶，立即指令盖板驱动装置，掀起马桶盖。同时距离传

感器，把测得的人与马桶的距离数据通知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把距离数值与事先设定

好的翻圈距离阈值进行比较，以判断是否要掀起座圈。如果小于翻圈距离阈值，中央处理器

立即指令座圈驱动装置掀起座圈，如果大于翻圈距离阈值，则不予理睬即不掀起座圈。需说

明的是，用户也可以根据使用环境和使用习惯针对开关值做相反选择。

[0011] 优选的，所述智能马桶内有一个距离检测系统，设有二个距离阈值。距离传感器测

得的人与马桶的距离小于翻圈距离阈值，就指令翻座圈，测得的距离小于翻盖距离阈值内，

同时大于时间阈值，则指令掀马桶盖。

[0012] 优选的，所述计时器在进行计时过程中，与设定的时间阈值进行比较，大于时间阈

值范围，中央处理器认为有人要使用马桶。

[0013] 优选的，所述当中央处理器并没有下达指令驱动马桶盖，座圈时，而轴角位置传感

器检测到马桶盖或座圈向着升起或下落方向转动时，则中央处理器认为当事人欲强行掀起

或盖下盖或座圈，遂下达指令给马桶盖或座圈的驱动系统，施加一个同方向的旋转力，使得

马桶盖，座圈能够快速升起或落下。

[0014] 优选的，所述马桶盖驱动系统和座圈驱动系统都包括各自的驱动电路，轴角位置

传感器，动力源，减速机构和转轴，两个系统相互独立但都接受中央处理器的指令指挥，驱

动相应的起落动作。

[0015] 本发明能够根据人的站立距离及时间，通过马桶盖和座圈的实时位置状态判断人

的意图所在，按照人的使用意图下达具体的指令，使马桶盖的掀起或盖上实现真正的智能

化，而不再需要人工干预。

[0016] 为实现桶盖和座圈的起落是个快进轻放的过程，采用了过程前半段是开环控制

(固定PWM驱动)，后半段则是位置闭环控制策略。尤其到最后20％的路程中，当PID线性控制

算法输出有负数时则采用清零输出的做法，实现了轻放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通过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方法的控制系统结构

框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通过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方法的工作原理框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0301856 A

4



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通过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方法的中央处理器工

作原理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1] 参照图1-3，一种通过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方法，包括距离传感器、中央

处理器、计时器、信息处理软件和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处理软件内设置有三个

阈值和一个开关值。其中一个是时间阈值，一个是距离阈值(翻座圈阈值)，还有一个是超范

围距离阈值(翻盖阈值)。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盖板驱动装置和座圈驱动装置。所述时间阈值

和距离阈值，是可以通过键盘交互调整设定的。此三个阈值，在出厂前是设定好默认值的。

马桶安装到了用户家后，可以根据用户家庭卫生间环境情况，让马桶重新学习，即调整默认

值。

[0022] 当有人出现在马桶前方时，距离传感器测得人与马桶的距离，通过信息处理软件，

与超范围距离阈值进行对比，如果大于此阈值范围，则不予理睬。如果小于此阈值范围，则

通知计时器进行计时，并同时把时间计数器与设定的时间阈值进行比较，如果小于时间阈

值范围(计数器在过程一开始总是小于时间阈值的，还不能马上认为路过而舍弃，只是不动

作而等着大于时间阈值后才做判断)，则认为，人只是路过马桶而已。如果大于时间阈值范

围，中央处理器则认为有人要使用马桶，立即指令盖板驱动装置，掀起马桶盖。同时距离传

感器，把测得的人与马桶的距离数据通知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把距离数值与事先设定

好的翻圈距离阈值进行比较，以判断是否要掀起座圈。如果小于翻圈距离阈值，中央处理器

立即指令座圈驱动装置掀起座圈，如果大于翻圈距离阈值，则不予理睬即不掀起座圈。需说

明的是，用户也可以根据使用环境和使用习惯针对开关值做相反选择。

[0023] 本实施例中，所述马桶盖、座圈各有一个位置传感器，也就是转轴角度位置(下面

简称轴角度位置)检测模块，当一定的时间内，马桶盖、座圈未达到指定位置，则中央处理器

认为有人阻止马桶盖、座圈的运动，从而放弃对马桶盖、座圈的控制。中央处理器并没有下

达指令驱动马桶盖、座圈，而位置传感器检测到马桶盖、座圈位置向着下落方向转动时，则

中央处理器认为有人强行盖盖或座圈，遂下达指令给马桶盖、座圈的驱动系统，施加一个反

方向的旋转力，使得马桶盖、座圈能够缓慢降落。

[0024] 本发明中，所述一种通过距离反馈实现马桶自动翻盖的方法，在发现有人走到马

桶前面保持站立设定的时间后，且距离在设定的翻圈距离内，当即发出掀起一层和第二层

的指令，当距离在在设定的翻盖距离以内，这时候中央处理器发出掀起一层的指令。翻盖、

翻圈的过程中，分别通过驱动电路的信号放大，驱动动力源工作，动力源把其他形式的能转

化为机械能通过减速机构的减速增力把扭矩转送到马桶盖或座圈的转轴处，同时轴角位置

检测机构把马桶盖和座圈的实际位置信息反馈给中央处理器，在到达预定位置后，下达停

止指令；

[0025] 本发明能够根据人的站立距离及时间，通过马桶盖和座圈的实时位置状态判断人

的意图所在，按照人的使用意图下达具体的指令，使马桶盖的掀起或盖上实现真正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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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不再需要人工干预。

[0026] 为实现桶盖和座圈的起落是个快进轻放的过程，采用了过程前半段是开环控制

(固定PWM驱动)，后半段则是位置闭环控制策略。尤其到最后20％的路程中，当PID线性控制

算法输出有负数时则采用清零输出的做法，实现了轻放的目的。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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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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