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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

测防护系统，包括浴室阀门，马桶冲水阀门，天然

气管道阀门，照明灯总控开关，家电总控开关，安

装座，智能家居室，供电电源，GSM模块，家居门，

人为控制室，智能家居执行窗结构，智能家居核

心控制机，智能家居检测器结构和电控模块。本

实用新型窗户和窗帘的设置，有利于智能报警，

同时可进行智能开窗或者启闭窗帘，实现智能控

制功能；核心控制机一，核心控制机二和控制机

安装盒的设置，有利于进行综合逻辑判断，相当

于整个系统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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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该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

系统包括浴室阀门（1），马桶冲水阀门（2），天然气管道阀门（3），照明灯总控开关（4），家电

总控开关（5），安装座（6），智能家居室（7），供电电源（8），GSM模块（9），家居门（10），人为控

制室（11），智能家居执行窗结构（12），智能家居核心控制机（13），智能家居检测器结构（14）

和电控模块（15），所述的浴室阀门（1），马桶冲水阀门（2），天然气管道阀门（3），照明灯总控

开关（4）和家电总控开关（5）从左到右依次螺钉连接在安装座（6）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

安装座（6）横向螺钉连接在智能家居室（7）的室内后表面下部；所述的供电电源（8）螺钉连

接在智能家居室（7）的室内前表面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GSM模块（9）螺钉连接在智能家居

室（7）的室内前表面下部右侧；所述的家居门（10）合页连接在智能家居室（7）的右部中间位

置进口处；所述的人为控制室（11）纵向螺栓连接在智能家居室（7）的进口处左侧中间位置；

所述的智能家居执行窗结构（12）和智能家居室（7）相连接；所述的智能家居核心控制机

（13）和智能家居室（7）相连接；所述的智能家居检测器结构（14）和智能家居室（7）相连接；

所述的电控模块（15）通过浴室阀门（1），马桶冲水阀门（2），天然气管道阀门（3），照明灯总

控开关（4），家电总控开关（5）和安装座（6）组成；所述的智能家居执行窗结构（12）包括报警

器（121），窗户（122），驱动机（123）和窗帘（124），所述的报警器（121）分别螺钉连接在窗户

（122）的上下两端；所述的驱动机（123）分别螺栓连接在窗户（122）的右侧上下两部；所述的

窗帘（124）螺栓连接在驱动机（123）之间的内侧中间位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智能家居

核心控制机（13）包括核心控制机一（131），核心控制机二（132）和控制机安装盒（133），所述

的核心控制机一（131）和核心控制机二（132）分别螺钉连接在控制机安装盒（133）的内部左

右两侧中间位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智能家居

检测器结构（14）包括烟雾检测传感器（141），毒气检测传感器（142），温度检测传感器

（143），光照检测传感器（144）和传感器安装盒（145），所述的烟雾检测传感器（141），毒气检

测传感器（142），温度检测传感器（143）和光照检测传感器（144）从左到右依次螺钉连接在

传感器安装盒（145）的内部中间位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窗户

（122）纵向螺栓连接在智能家居室（7）的左侧中间位置窗口处。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机安

装盒（133）横向螺钉连接在智能家居室（7）的室内前表面左部中间位置。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传感器安

装盒（145）横向螺钉连接在智能家居室（7）的室内顶部中间位置。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浴室阀门

（1），马桶冲水阀门（2）和天然气管道阀门（3）分别采用ZC222W-15型电磁阀门，所述的照明

灯总控开关（4）和家电总控开关（5）分别采用SY2型开关。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报警器

（121）具体采用有源蜂鸣器。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机

（123）具体采用  42BYGH34型步进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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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核心控

制机一（131）和核心控制机二（132）分别采用STC89C51型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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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智能家居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家居（smart  home,  home  automation）是以住宅为平台，利用综合布线技术、

网络通信技术、  安全防范技术、自动控制技术、音视频技术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集成，构

建高效的住宅设施与家庭日程事务的管理系统，提升家居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艺术性，

并实现环保节能的居住环境。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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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音视频设备、照明系统、窗帘控制、空调控制、安防系统、数字影院系统、影音服

务器、影柜系统、网络家电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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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 但是现有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还存在着无法实时毒气检测，不具备自动处理险情

功能，日常管理效果不理想的问题。

[0005] 因此，发明一种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

以解决现有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存在着无法实时毒气检测，不具备自动处理险情功能，日

常管理效果不理想的问题。一种智能家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包括浴室阀门，马桶冲水

阀门，天然气管道阀门，照明灯总控开关，家电总控开关，安装座，智能家居室，供电电源，

GSM模块，家居门，人为控制室，智能家居执行窗结构，智能家居核心控制机，智能家居检测

器结构和电控模块，所述的浴室阀门，马桶冲水阀门，天然气管道阀门，照明灯总控开关和

家电总控开关从左到右依次螺钉连接在安装座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安装座横向螺钉连

接在智能家居室的室内后表面下部；所述的供电电源螺钉连接在智能家居室的室内前表面

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GSM模块螺钉连接在智能家居室的室内前表面下部右侧；所述的家居

门合页连接在智能家居室的右部中间位置进口处；所述的人为控制室纵向螺栓连接在智能

家居室的进口处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智能家居执行窗结构和智能家居室相连接；所述的

智能家居核心控制机和智能家居室相连接；所述的智能家居检测器结构和智能家居室相连

接；所述的电控模块通过浴室阀门，马桶冲水阀门，天然气管道阀门，照明灯总控开关，家电

总控开关和安装座组成；所述的智能家居执行窗结构包括报警器，窗户，驱动机和窗帘，所

述的报警器分别螺钉连接在窗户的上下两端；所述的驱动机分别螺栓连接在窗户的右侧上

下两部；所述的窗帘螺栓连接在驱动机之间的内侧中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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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的，所述的智能家居核心控制机包括核心控制机一，核心控制机二和控制机

安装盒，所述的核心控制机一和核心控制机二分别螺钉连接在控制机安装盒的内部左右两

侧中间位置。

[0008] 优选的，所述的智能家居检测器结构包括烟雾检测传感器，毒气检测传感器，温度

检测传感器，光照检测传感器和传感器安装盒，所述的烟雾检测传感器，毒气检测传感器，

温度检测传感器和光照检测传感器从左到右依次螺钉连接在传感器安装盒的内部中间位

置。

[0009] 优选的，所述的窗户纵向螺栓连接在智能家居室的左侧中间位置窗口处。

[0010] 优选的，所述的控制机安装盒横向螺钉连接在智能家居室的室内前表面左部中间

位置。

[0011] 优选的，所述的传感器安装盒横向螺钉连接在智能家居室的室内顶部中间位置。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浴室阀门，马桶冲水阀门和天然气管道阀门分别采用ZC222W-15型

电磁阀门，所述的照明灯总控开关和家电总控开关分别采用SY2型开关。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报警器具体采用有源蜂鸣器。

[0014] 优选的，所述的驱动机具体采用  42BYGH34型步进电机。

[0015] 优选的，所述的核心控制机一和核心控制机二分别采用STC89C51型单片机。

[0016] 优选的，所述的烟雾检测传感器具体采用MQ-2型烟雾传感器，所述的毒气检测传

感器具体采用YDBS-3001型气体传感器，所述的温度检测传感器具体采用PT100型温度传感

器，所述的光照检测传感器具体采用SG5516型光敏传感器。

[0017] 优选的，所述的窗户具体采用带有42BYGH34型步进电机驱动的机械窗户。

[0018] 优选的，所述的供电电源为报警器，驱动机，窗户，烟雾检测传感器，毒气检测传感

器，温度检测传感器，光照检测传感器，GSM模块，人为控制室，电控模块，核心控制机一和核

心控制机二提供电源；所述的报警器，驱动机，窗户和电控模块之间并行导线连接；所述的

报警器，驱动机，窗户和电控模块可通过核心控制机一或者核心控制机二进行双向控制；所

述的人为控制室和核心控制机一单向控制连接；所述的烟雾检测传感器，毒气检测传感器，

温度检测传感器和光照检测传感器分别与人为控制室单向控制连接；所述的核心控制机二

和GSM模块进行单向控制连接；所述的核心控制机一和核心控制机二双向通信连接设置。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20] 1.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窗户和窗帘的设置，有利于智能报警，同时可进行智能开

窗或者启闭窗帘，实现智能控制功能。

[0021]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核心控制机一，核心控制机二和控制机安装盒的设置，有

利于进行综合逻辑判断，相当于整个系统的大脑。

[0022]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烟雾检测传感器，毒气检测传感器，温度检测传感器，光

照检测传感器和传感器安装盒的设置，有利于用于检测各种异环境，相当于整个防护系统

的眼睛鼻子和耳朵，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环境甄别作用。

[0023]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供电电源的设置，有利于给整个防护系统连续供电，保证

系统的稳定运行，当市电供应状态良好的情况下，该系统自动选着使用适配电源，并且应急

电源处于半饱浮状态，当应急电源充满电时自动断开适配电源，当市电有故障不能正常适

配电源时应急电源开始工作近个小时，有效的保证了该防护系统的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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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GSM模块的设置，有利于当检测到有危险警告时，该模块

系统负责向预先绑定的手机号码发送求救短信，提高日常管理效果。

[0025]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驱动机的设置，有利于当所监测环境异常或人为控制的

情况下可以快速反应并且执行动作。

[0026] 7.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报警器的设置，有利于起到警报作用，以提醒居住者，有

紧急情况。

[0027] 8.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人为控制室的设置，有利于当用户不想按常规规律使用

时，可以关闭智能控制系统，实行人为控制。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智能家居执行窗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智能家居核心控制机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智能家居检测器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电气接线示意图。

[0033] 图中：

[0034] 1、浴室阀门；2、马桶冲水阀门；3、天然气管道阀门；4、照明灯总控开关；5、家电总

控开关；6、安装座；7、智能家居室；8、供电电源；9、GSM模块；10、家居门；11、人为控制室；12、

智能家居执行窗结构；121、报警器；122、窗户；123、驱动机；124、窗帘；13、智能家居核心控

制机；131、核心控制机一；132、核心控制机二；133、控制机安装盒；14、智能家居检测器结

构；141、烟雾检测传感器；142、毒气检测传感器；143、温度检测传感器；144、光照检测传感

器；145、传感器安装盒；15、电控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具体描述，如附图  1  和附图  2所示，一种智能家

居下的环境检测防护系统，包括浴室阀门1，马桶冲水阀门2，天然气管道阀门3，照明灯总控

开关4，家电总控开关5，安装座6，智能家居室7，供电电源8，GSM模块9，家居门10，人为控制

室11，智能家居执行窗结构12，智能家居核心控制机13，智能家居检测器结构14和电控模块

15，所述的浴室阀门1，马桶冲水阀门2，天然气管道阀门3，照明灯总控开关4和家电总控开

关5从左到右依次螺钉连接在安装座6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安装座6横向螺钉连接在智

能家居室7的室内后表面下部；所述的供电电源8螺钉连接在智能家居室7的室内前表面下

部中间位置；所述的GSM模块9螺钉连接在智能家居室7的室内前表面下部右侧；所述的家居

门10合页连接在智能家居室7的右部中间位置进口处；所述的人为控制室11纵向螺栓连接

在智能家居室7的进口处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智能家居执行窗结构12和智能家居室7相连

接；所述的智能家居核心控制机13和智能家居室7相连接；所述的智能家居检测器结构14和

智能家居室7相连接；所述的电控模块15通过浴室阀门1，马桶冲水阀门2，天然气管道阀门

3，照明灯总控开关4，家电总控开关5和安装座6组成；所述的智能家居执行窗结构12包括报

警器121，窗户122，驱动机123和窗帘124，所述的报警器121分别螺钉连接在窗户122的上下

两端；所述的驱动机123分别螺栓连接在窗户122的右侧上下两部；所述的窗帘124螺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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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驱动机123之间的内侧中间位置。

[0036] 本实施方案中，结合附图3所示，所述的智能家居核心控制机13包括核心控制机一

131，核心控制机二132和控制机安装盒133，所述的核心控制机一131和核心控制机二132分

别螺钉连接在控制机安装盒133的内部左右两侧中间位置。

[0037] 本实施方案中，结合附图4所示，所述的智能家居检测器结构14包括烟雾检测传感

器141，毒气检测传感器142，温度检测传感器143，光照检测传感器144和传感器安装盒145，

所述的烟雾检测传感器141，毒气检测传感器142，温度检测传感器143和光照检测传感器

144从左到右依次螺钉连接在传感器安装盒145的内部中间位置。

[0038]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窗户122纵向螺栓连接在智能家居室7的左侧中间

位置窗口处。

[0039]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控制机安装盒133横向螺钉连接在智能家居室7的

室内前表面左部中间位置。

[0040]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传感器安装盒145横向螺钉连接在智能家居室7的

室内顶部中间位置。

[0041]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浴室阀门1，马桶冲水阀门2和天然气管道阀门3分

别采用ZC222W-15型电磁阀门，所述的照明灯总控开关4和家电总控开关5分别采用SY2型开

关。

[0042]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报警器121具体采用有源蜂鸣器。

[0043]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驱动机123具体采用  42BYGH34型步进电机。

[0044]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核心控制机一131和核心控制机二132分别采用

STC89C51型单片机。

[0045]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烟雾检测传感器141具体采用MQ-2型烟雾传感器，

所述的毒气检测传感器142具体采用YDBS-3001型气体传感器，所述的温度检测传感器143

具体采用PT100型温度传感器，所述的光照检测传感器144具体采用SG5516型光敏传感器。

[0046]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窗户122具体采用带有42BYGH34型步进电机驱动的

机械窗户。

[0047]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供电电源8为报警器121，驱动机123，窗户122，烟雾

检测传感器141，毒气检测传感器142，温度检测传感器143，光照检测传感器144，GSM模块9，

人为控制室11，电控模块15，核心控制机一131和核心控制机二132提供电源；所述的报警器

121，驱动机123，窗户122和电控模块15之间并行导线连接；所述的报警器121，驱动机123，

窗户122和电控模块15可通过核心控制机一131或者核心控制机二132进行双向控制；所述

的人为控制室11和核心控制机一131单向控制连接；所述的烟雾检测传感器141，毒气检测

传感器142，温度检测传感器143和光照检测传感器144分别与人为控制室11单向控制连接；

所述的核心控制机二132和GSM模块9进行单向控制连接；所述的核心控制机一131和核心控

制机二132双向通信连接设置。

[0048] 工作原理

[0049] 本实用新型中，该系统主要用于人工智能下的室内家庭防护，主要可用于室内有

毒气体的检测（一氧化碳，天然气，烟雾等），当检测到有毒气体或起火烟雾时会通过烟雾检

测传感器141和毒气检测传感器142进行信息传输，并通过核心控制机一131实现室内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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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报警，同时手机可以接收到信息，通知其监护人，当一段时间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会采

取紧急措施（人为干预，可通过人为控制室11进行控制），用于火灾烟雾检测报警时，当室内

烟雾检测传感器141被触发后，会实现报警器121声光报警，同时手机端会收到信息，同时也

可实现智能开关窗帘124和智能开关窗户122，当天气较好太阳比较好时光照检测传感器

144和温度检测传感器143进行智能检测智能系统会自动打开窗帘124；当晚上太阳落山时

会自动关上窗帘124，当遇到雨雪天气或者天气较潮湿时智能系统会自动关上窗户122。

[0050] 本发明实现了有效的有害气体及火灾检测，手机通信以及各种异常环境动作机构

紧急处理险情。

[0051]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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