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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房屋无线供电系统，包括远

程控制终端，用于供用户登录并进行供电选择，

所述远程控制终端内设置有房屋中各供电电器

的专属选择键；供电信息收集模块，内置于房屋

内并无线连接于所述远程控制终端并用于收集

对应的供电电器信息；中央处理端，耦接于供电

信息收集模块以接收供电电器信息并进行数据

处理后输出供电信号；供电模块，耦接于所述中

央处理端以接收供电信号并对房屋内相应的电

器进行供电以使电器进行工作。本发明可远程控

制房屋内电器的供电使用，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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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房屋无线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远程控制终端(1)，用于供用户登录并进行供电选择，所述远程控制终端(1)内设置有

房屋中各供电电器的专属选择键(2)；

供电信息收集模块(3)，内置于房屋内并无线连接于所述远程控制终端(1)并用于收集

对应的供电电器信息；

中央处理端(4)，耦接于供电信息收集模块(3)以接收供电电器信息并进行数据处理后

输出供电信号；

供电模块(5)，耦接于所述中央处理端(4)以接收供电信号并对房屋内相应的电器进行

供电以使电器进行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房屋无线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定位模块(6)，耦接于所述中央处理端(4)并用于定位房屋所在的位置；

所述远程控制终端(1)内还设有GPS定位器(7)，并定义GPS定位器(7)靠近所述定位模

块(6)在X米内时，所述中央处理端(4)控制供电模块(5)对相应的电器进行供电，X≤500；

距离计算模块(8)，耦接于所述远程控制终端(1)并用于计算以定位模块(6)所处位置

为起点，GPS定位器(7)所处位置为终点的所述远程控制终端(1)与中央处理段之间的距离

Y；

当Y≤X时，所述供电模块(5)进行电器供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房屋无线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供电检测模块(9)，耦接于所述供电模块(5)并用于检测经过供电后电器的工作情况；

供电反馈模块(10)，耦接于所述供电检测模块(9)并于供电后电器工作时反馈发光信

号，于供电后电器未工作时反馈发声信号；

每个电器专属选择键(2)均耦接有设置于远程控制终端(1)内的报警模块(11)，所述报

警模块(11)接收发光信号后电器专属选择键(2)进行发光提醒，接收发声信号后电器专属

选择键(2)进行发声提醒。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房屋无线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供电选择模块(12)，耦接于所述供电反馈模块(10)并在接收到发声信号后停止所述供

电模块(5)对电器进行供电；

备用供电模块(13)(5)，耦接于所述供电选择模块(12)并于所述供电模块(5)停止供电

后，对电器进行重新供电。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房屋无线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二次检测模块(14)，耦接于所述备用供电模块(13)(5)并用于检测经过重新供电后，对

应电器的工作情况并通过所述供电反馈模块(10)进行信号反馈；

一旦所述电器专属选择键(2)仍然处于发声状态，远程控制终端(1)停止供电电器信息

的发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房屋无线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控制终端(1)内存

储有检修对应类型电器的检修人员联系方式；

还包括：

检修呼叫模块(15)，耦接于所述远程控制终端(1)并于相应电器停止工作后于远程控

制终端(1)中提取对应的检修人员联系方式以进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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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房屋无线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控制终端(1)内存

储有用户所在区域名称的用户所在区域名称数据库(16)、存储有用户所在区域楼房名字的

用户所在区域楼房名字数据库(17)、存储有用户姓名的用户姓名数据库(18)；

所述检修呼叫模块(15)联系检修人员时于所述用户所在区域名称数据库(16)、用户所

在区域楼房名字数据库(17)及用户姓名数据库(18)中提取当前用户的具体信息后再联系

检修人员。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房屋无线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智能排序模块(19)，耦接于所述远程控制终端(1)并用于对用户所在区域名称数据库

(16)、用户所在区域楼房名字数据库(17)及用户姓名数据库(18)中的数据按照首字母A-Z

进行智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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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无线供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供电系统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房屋无线供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供电系统就是由电源系统和输配电系统组成的产生电能并供应和输送给用电设

备的系统。

[0003] 现有的供电系统如公布号为CN108011439A的中国发明专利，其公开了一种太阳能

供电系统，包括太阳能发电装置、与太阳能发电装置电连接蓄电池，蓄电池用于储存太阳能

发电装置的电能，蓄电池与一控制模块相连接，控制模块与多个照明装置信号连接，蓄电池

还用于为控制模块与多个照明装置提供电能。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上述供电系统采用太阳能发电的方式并将

产生的电能存储至蓄电池中以对房屋内的电器进行供电，但这种供电系统在对电器进行供

电的过程中，需要用户回到房屋内再打开控制模块，以使电能进行传输供电，较为麻烦。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房屋无线供电系统，可远程控制房屋内电器的供电使

用，方便快捷。

[0006]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房屋无线供电系

统，包括：

远程控制终端，用于供用户登录并进行供电选择，所述远程控制终端内设置有房屋中

各供电电器的专属选择键；

供电信息收集模块，内置于房屋内并无线连接于所述远程控制终端并用于收集对应的

供电电器信息；

中央处理端，耦接于供电信息收集模块以接收供电电器信息并进行数据处理后输出供

电信号；

供电模块，耦接于所述中央处理端以接收供电信号并对房屋内相应的电器进行供电以

使电器进行工作。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需要房屋内的电器工作时，用户可登陆远程控制终端

并选择相应电器的专属选择键后，远程控制终端发出该电器的信息至供电信息收集模块，

之后中央处理器接收到供电信息接收模块内的电器信息后控制供电模块对该电器进行供

电，以使电器进行工作，提高电器工作时的便捷性。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

定位模块，耦接于所述中央处理端并用于定位房屋所在的位置；

所述远程控制终端内还设有GPS定位器，并定义GPS定位器靠近所述定位模块在X米内

时，所述中央处理端控制供电模块对相应的电器进行供电，X≤500；

距离计算模块，耦接于所述远程控制终端并用于计算以定位模块所处位置为起点，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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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器所处位置为终点的所述远程控制终端与中央处理段之间的距离Y；

当Y≤X时，所述供电模块进行电器供电。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用户未及时通过远程控制终端控制所需电器工作时，

可通过定位模块与GPS定位器实时确定用户距离房屋的位置，并通过距离计算模块进行实

时计算，以使用户在向房屋运动至一定的距离后，供电模块进行供电使得电器工作。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

供电检测模块，耦接于所述供电模块并用于检测经过供电后电器的工作情况；

供电反馈模块，耦接于所述供电检测模块并于供电后电器工作时反馈发光信号，于供

电后电器未工作时反馈发声信号；

每个电器专属选择键均耦接有设置于远程控制终端内的报警模块，所述报警模块接收

发光信号后电器专属选择键进行发光提醒，接收发声信号后电器专属选择键进行发声提

醒。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供电模块供电使得电器工作时，供电检测模块开始检

测得电后电器的工作情况，并通过供电反馈模块反应电器是否处于工作状态，并通过发声

或发光方式提醒用户。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

供电选择模块，耦接于所述供电反馈模块并在接收到发声信号后停止所述供电模块对

电器进行供电；

备用供电模块，耦接于所述供电选择模块并于所述供电模块停止供电后，对电器进行

重新供电。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对电器进行配电的过程中，部分电器会存在第一次得

电后无法工作的情况，在接收到电器无法工作的情况时，供电选择模块先停止对该电器进

行工作，并采用备用供电模块对电器进行供电，并再次进行观察。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

二次检测模块，耦接于所述备用供电模块并用于检测经过重新供电后，对应电器的工

作情况并通过所述供电反馈模块进行信号反馈；

一旦所述电器专属选择键仍然处于发声状态，远程控制终端停止供电电器信息的发

送。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对未工作的电器进行二次供电后，通过设置二次检测

模块对该电器的工作情况进行进一步的检测，一旦该电器同样未工作时，可判断该电器已

损坏。

[001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远程控制终端内存储有检修对应类型电器的检修人员

联系方式；

还包括：

检修呼叫模块，耦接于所述远程控制终端并于相应电器停止工作后于远程控制终端中

提取对应的检修人员联系方式以进行联系。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检修呼叫模块，在电器损坏时，可通过提取对应

检修人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维修，较为便捷。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远程控制终端内存储有用户所在区域名称的用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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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名称数据库、存储有用户所在区域楼房名字的用户所在区域楼房名字数据库、存储有

用户姓名的用户姓名数据库；

所述检修呼叫模块联系检修人员时于所述用户所在区域名称数据库、用户所在区域楼

房名字数据库及用户姓名数据库中提取当前用户的具体信息后再联系检修人员。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用户对应所在地的若干数据库，在联系检修人

员上门进行电器检修时，可将用户所在位置的数据一同传递至检修人员处，以便于检修人

员可更加准确地找到相应的位置。

[002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

智能排序模块，耦接于所述远程控制终端并用于对用户所在区域名称数据库、用户所

在区域楼房名字数据库及用户姓名数据库中的数据按照首字母A-Z进行智能排序。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智能排序模块以对各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排

序，以便于更加快速准确地选择到用户所在的地方。

[0022]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用户可登陆远程控制终端并选择相应电器的专属选择键后，通过远程控制终端发出该

电器的信息，中央处理器接收到电器信息后控制供电模块对该电器进行供电，以使电器进

行工作，提高电器工作时的便捷性。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原理图。

[0024] 图中，1、远程控制终端；2、专属选择键；3、供电信息收集模块；4、中央处理端；5、供

电模块；6、定位模块；7、GPS定位器；8、距离计算模块；9、供电检测模块；10、供电反馈模块；

11、报警模块；12、供电选择模块；13、备用供电模块；14、二次检测模块；15、检修呼叫模块；

16、用户所在区域名称数据库；17、用户所在区域楼房名字数据库；18、用户姓名数据库；19、

智能排序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参照图1，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房屋无线供电系统，包括远程控制终端1、供电信息

收集模块3、中央处理端4及供电模块5；远程控制终端1优选为手机APP，用于供用户登录并

进行供电选择，远程控制终端1内设置有房屋中各供电电器的专属选择键2；供电信息收集

模块3内置于房屋内并无线连接于远程控制终端1并用于收集对应的供电电器信息；中央处

理端4耦接于供电信息收集模块3以接收供电电器信息并进行数据处理后输出供电信号；供

电模块5耦接于中央处理端4以接收供电信号并对房屋内相应的电器进行供电以使电器进

行工作。

[0027] 当需要房屋内的电器工作时，用户可登陆手机APP并按下相应电器的专属选择键2

后，手机APP发出该电器的信息至供电信息收集模块3，之后中央处理器接收到供电信息接

收模块内的电器信息后控制供电模块5对该电器进行供电，以使电器进行工作，提高电器工

作时的便捷性

本系统还包括定位模块6、距离计算模块8；定位模块6耦接于中央处理端4并用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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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在的位置；远程控制终端1内还设有GPS定位器7，并定义GPS定位器7靠近定位模块6

在X米内时，中央处理端4控制供电模块5对相应的电器进行供电，X≤500；距离计算模块8耦

接于远程控制终端1并用于计算以定位模块6所处位置为起点，GPS定位器7所处位置为终点

的远程控制终端1与中央处理段之间的距离Y；当Y≤X时，供电模块5进行电器供电。

[0028] 进一步的，为能够及时反映各电器的工作情况，本系统还包括供电检测模块9、供

电反馈模块10；供电检测模块9，耦接于供电模块5并用于检测经过供电后电器的工作情况；

供电反馈模块10，耦接于供电检测模块9并于供电后电器工作时反馈发光信号，于供电后电

器未工作时反馈发声信号；每个电器专属选择键2均耦接有设置于远程控制终端1内的报警

模块11，报警模块11接收发光信号后电器专属选择键2进行发光提醒，接收发声信号后电器

专属选择键2进行发声提醒。

[0029] 本系统还包括供电选择模块12、备用供电模块135及二次检测模块14；供电选择模

块12耦接于供电反馈模块10并在接收到发声信号后停止供电模块5对电器进行供电；备用

供电模块135耦接于供电选择模块12并于供电模块5停止供电后，对电器进行重新供电；二

次检测模块14耦接于备用供电模块135并用于检测经过重新供电后，对应电器的工作情况

并通过供电反馈模块10进行信号反馈；一旦电器专属选择键2仍然处于发声状态，远程控制

终端1停止供电电器信息的发送。

[0030] 远程控制终端1内存储有检修对应类型电器的检修人员联系方式；在电器损坏需

要进行检修时，为提高电器检修的便捷性，本系统还包括检修呼叫模块15，检修呼叫模块15

耦接于远程控制终端1并于相应电器停止工作后于远程控制终端1中提取对应的检修人员

联系方式以进行联系。

[0031] 远程控制终端1内存储有用户所在区域名称的用户所在区域名称数据库16、存储

有用户所在区域楼房名字的用户所在区域楼房名字数据库17、存储有用户姓名的用户姓名

数据库18；检修呼叫模块15联系检修人员时于用户所在区域名称数据库16、用户所在区域

楼房名字数据库17及用户姓名数据库18中提取当前用户的具体信息后再联系检修人员。

[0032] 本系统还包括智能排序模块19，智能排序模块19耦接于远程控制终端1并用于对

用户所在区域名称数据库16、用户所在区域楼房名字数据库17及用户姓名数据库18中的数

据按照首字母A-Z进行智能排序。

[0033]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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