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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包

括窗帘本体(25)、滑杆(2)、安装支架(1)、云端通

讯组件(7)、控制装置(6)、驱动装置(5)、本地交

互装置(9)，所述安装支架(1)横向设置有驱动引

导杆，所述驱动装置(5)安装在驱动引导杆的一

端，所述控制装置(6)分别与驱动装置(5)、云端

通讯组件(7)和本地交互装置(9)通信连接，所述

云端通讯组件(7)为无线模块。本实用新型的智

能窗帘的展开与收拢可通过控制组件控制驱动

装置实现窗帘自动开合状态，无需人为干预，使

用期间无额外噪音产生，不会影响用户的休息，

整体结构简单，易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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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包括窗帘本体(25)、安装支架(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云端通

讯组件(7)、控制装置(6)、驱动装置(5)、本地交互装置(9)，所述安装支架(1)横向设置有驱

动引导杆，所述驱动装置(5)安装在驱动引导杆的一端，所述控制装置(6)安装在驱动装置

(5)下方，所述控制装置(6)与云端通讯组件(7)、驱动装置(5)以及本地交互装置(9)通信连

接，所述云端通讯组件(7)为无线模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6)包括装

置收纳盒(11)，装置收纳盒(11)内设置有控制组件(12)，控制组件(12)与感光组件(13)通

信连接，感光组件(13)设置在装置收纳盒(11)外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组件(12)还与存

储模块(14)通信连接，存储模块(14)与云端通讯组件(7)通信连接，存储模块(14)设置在装

置收纳盒(11)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其特征在于：所述云端通讯组件(7)为

WiFi通讯组件或SIM卡通讯组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5)为步进

电机，步进电机为静音步进电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其特征在于：所述本地交互装置(9)设

置有音频采集组件(22)、音频外放组件(23)和蓝牙通讯模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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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窗帘，特别涉及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

背景技术

[0002] 窗帘是由布、麻、纱、铝片、木片、金属材料等制作而成，具有遮阳隔热、调节室内光

线的功能，是居室必不可少的，集功能性与装饰性完美结合的室内装饰品，窗帘通常包括窗

帘本体、顶板和滑杆，窗帘本体通过数个连接环与滑杆连接，用户通过手动拉拽窗帘在滑杆

上滑动，实现窗帘的开启和关闭，对于部分用户来说使用不方便，无法保证使用效果；同时，

现有的可借助电机控制的窗帘，只是通过电动装置来实现窗帘的开合状态，无法实现更多

人性化的操作与控制。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实用新型目的：针对以上问题，本实用新型目的是提供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自动

控制窗帘的收拢与展开，实现更多人性化操作与控制。

[0004] 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包括窗帘本体、滑杆、安装支

架、云端通讯组件、控制装置、驱动装置、本地交互装置，所述安装支架横向设置有驱动引导

杆，所述驱动装置安装在驱动引导杆的一端，所述控制装置分别与驱动装置、云端通讯组件

和本地交互装置通信连接，所述云端通讯组件为无线模块，所述控制装置发出指令控制驱

动装置工作状态，所述驱动装置根据接收到的指令来控制驱动引导杆旋转。

[0005] 所述控制装置包括装置收纳盒，装置收纳盒可以实现防尘收纳，装置收纳盒内设

置有控制组件，控制组件与感光组件通信连接，感光组件设置在装置收纳盒外部，用来采集

光照数据。

[0006] 所述控制组件还与存储模块通信连接，存储模块与云端通讯组件信连接，进一步

存储模块为SD卡或TF卡。

[0007] 所述控制组件还连接有定时模块，按时间计划开合窗帘。

[0008] 所述控制组件为PLC组件或单片机。

[0009] 所述云端通讯组件为WiFi通讯组件或SIM卡通讯组件。

[0010] 所述驱动装置为步进电机，具体的，为静音步进电机。

[0011] 所述驱动引导杆为丝杠，驱动引导杆上穿设有引导滑块，引导滑块上设置螺纹孔，

引导滑块通过螺纹孔与丝杆通过螺纹可动连接，丝杆旋转通过螺纹可动连接带动引导滑块

运动，从而带动窗帘运动，引导滑块上设置有衔接活扣，衔接活扣设置在螺纹孔下方，衔接

活扣与滑动环相连接，滑动环套在滑杆上。

[0012] 所述本地交互装置设置有显示器和控制按钮，显示器为LED显示器或触摸屏，实现

操控、显示的结合。

[0013] 所述本地交互装置设置有音频采集组件和音频外放组件，音频采集组件用来获取

用户当前的语音指令，音频外放组件将各个状态通过语音播报形式来告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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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本地交互装置设置有蓝牙通讯模块，通过蓝牙与智能手机实现便捷的互联。

[0015] 所述智能窗帘还包括有用于供电的电源驱动组件，电源驱动组件为市电接变压

器，市电接变压器连接有微型并网逆变器和电源插头，微型并网逆变器与柔性光伏板连接，

电源驱动组件内安装有保险丝组件。

[0016] 所述柔性光伏板设置在窗帘本体上，柔性光伏板外贴合有透明PVC保护层，对柔性

光伏板提供适当支撑与隔离保护。

[0017] 所述窗帘本体内侧设置有遮光层，窗帘本体底部设有配重挂坠。

[0018] 所述安装支架的底部设置有辅助引导槽，配重挂坠嵌入辅助引导槽内，对窗帘本

体下摆实现有效的限位。

[0019] 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的控制方法，通过感光组件或音频采集组件控制窗帘本体的

展开或收拢。

[0020] 所述的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S1：初始化：窗帘本体处于收拢状态，靠近驱动装置一端放置；

[0022] S2：设置光照阈值：在控制组件中预先设置好光照阈值；

[0023] S3：采集光照数据：感光组件采集光照数据，并传输给控制组件与光照阈值进行对

比分析，控制组件根据分析结果控制驱动装置；

[0024] S4：开启驱动装置：根据控制组件传来的指令，驱动装置带动驱动引导杆转动，实

现窗帘的展开或收拢。

[0025] 所述步骤S3中分析结果为：当光照数据超过所设光照阈值时，控制组件向驱动装

置发送开启窗帘指令，驱动装置带动驱动引导杆按照预定方向旋转，引导滑块远离驱动装

置运动，实现窗帘本体展开；当光照数据不超过所设光照阈值时，控制组件向驱动装置发送

关闭窗帘指令，驱动装置带动驱动引导杆按照相反方向旋转，引导滑块向靠近驱动装置方

向运动，实现窗帘本体收拢。

[0026] 所述的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的控制方法，具体步骤为：首先在存储模块中预先设

置控制内容和控制程序，然后通过音频采集组件采集语音指令，其次云端通讯组件将语音

指令传给存储模块，存储模块对语音指令进行解析、反馈，对控制组件发出指令，最终实现

窗帘本体展开或收拢。

[0027] 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显著优点是：

[0028] 1、窗帘的展开与收拢可通过控制组件控制驱动装置实现窗帘自动开合状态，无需

人为干预；

[0029] 2、在存储模块的数据通讯下，可以实现语音指令的解析、反馈，实现便捷化的本地

控制；

[0030] 3、在存储模块中预先设置情境方案，实现阳光叫早、夜间定时关闭窗帘模式，进行

本地化配置；

[0031] 4、选用静音步进电机控制驱动引导杆，使用期间无额外噪音，不会影响用户的休

息；

[0032] 5、增设柔性光伏板，实现太阳能自主供电；

[0033] 6、整体结构简单，易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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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实用新型云通讯智能窗帘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为引导滑块结构示意图；

[0036] 图3为控制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7] 图4为电源驱动组件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如图1，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包括窗帘本体25、滑杆2、安装支架1、

云端通讯组件7、控制装置6、驱动装置5、本地交互装置9，安装支架1横向设置有驱动引导

杆，驱动装置5安装在驱动引导杆的一端，控制装置6分别与驱动装置5、云端通讯组件7和本

地交互装置9通信连接，云端通讯组件7为无线模块，控制装置6发出指令来控制驱动装置5

的工作状态，驱动装置5根据接收到的指令来控制驱动引导杆旋转。

[0039] 如图3，控制装置6包括装置收纳盒11，装置收纳盒11可以实现防尘收纳，装置收纳

盒11内设置有控制组件12，控制组件12与感光组件13通信连接，感光组件13设置在装置收

纳盒11外部，用来采集光照数据；控制组件12还与存储模块14通信连接，存储模块14与云端

通讯组件7通信连接，进一步，存储模块14为SD卡或TF卡，这样能够实现存储介质的替换或

是数据更新覆盖，实现本地内容升级；控制组件12还连接有定时模块15，按时间计划开合窗

帘，在设定时间内，完成窗帘展开，实现睡眠隐私；控制组件12为PLC组件或单片机。

[0040] 云端通讯组件7为WiFi通讯组件或SIM卡通讯组件。

[0041] 驱动装置5为步进电机，具体的，为静音步进电机。

[0042] 驱动引导杆为丝杠10，驱动引导杆上穿设有引导滑块4，引导滑块上设置螺纹孔

29，引导滑块4通过螺纹孔与丝杆10通过螺纹可动连接，丝杆10旋转通过螺纹可动连接带动

引导滑块运动，从而带动窗帘运动，引导滑块4上设置有衔接活扣30，衔接活扣30设置在螺

纹孔29下方，如图2，衔接活扣30与滑动环3相连接，滑动环3套在滑杆2上，滑动环3连接窗帘

组件，便于实现窗帘组件的展开与收拢，为了提高使用寿命，选用滑杆2与滑动环3可选用金

属材质。

[0043] 本地交互装置9设置有显示器和控制按钮21，显示器为LED显示器20或触摸屏，通

过控制按钮21实现功能切换、配置，LED显示器显示当先的工作状态，便于用户知晓当前的

各项参数，触摸屏可以实现控制、显示的结合；本地交互装置9设置有音频采集组件22和音

频外放组件23，音频采集组件22用来获取用户当前的语音指令，在存储模块14处理后返回

本地执行操作，音频外放组件23将各个状态通过语音播报形式来告知用户，实现指令反馈；

本地交互装置9设置有蓝牙通讯模块24，通过蓝牙与智能手机实现便捷的互联，利用手机来

进行相应的控制与设置。

[0044] 如图4，智能窗帘还包括有用于供电的电源驱动组件8，电源驱动组件为市电接变

压器16，直接接入市电，实现市电供能运行；为了实现交、直流转化，满足稳定的太阳能发电

自供给，市电接变压器16连接有微型并网逆变器18和电源插头17，微型并网逆变器18与柔

性光伏板26连接，电源驱动组件8内安装有保险丝组件，避免负载过载情况下出现意外损

坏，便于后期维护。

[0045] 为了减少能耗，实现自主能源供给，柔性光伏板26设置在窗帘本体25靠近窗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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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实现太阳能供电；柔性光伏板26在日常期间沾染灰尘或是水渍会影响使用效果，同时

为了对柔性光伏板26提供适当支撑与隔离保护，柔性光伏板26外贴合有透明PVC保护层，即

便外部有污物附着，也可以较为便利的擦拭或是替换，同时能够防止误操作而造成光伏板

的挤压破损，提高了柔性光伏板26使用寿命。

[0046] 窗帘本体材质各异，其透光程度也不同，为了实现较佳的遮光效果，窗帘本体内侧

设置有遮光层，窗帘本体25底部设有配重挂坠28。

[0047] 在实际使用期间，防止窗户开启时窗外的风造成窗帘本体31的浮动影响使用效

果，安装支架1的底部设置有辅助引导槽27，配重挂坠嵌入辅助引导槽27内，对窗帘本体25

下摆实现有效的限位，不会在风吹气流的引导下造成吹拂，避免产生噪音或是损坏柔性光

伏板26。

[0048] 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的控制方法，通过感光组件13或音频采集组件22控制窗帘本

体25的展开或收拢。

[0049] 一种云通讯智能窗帘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S1：初始化：窗帘本体25处于收拢状态，靠近驱动装置5一端放置；

[0051] S2：设置光照阈值：在控制组件12中预先设置好光照阈值；

[0052] S3：采集光照数据：感光组件13采集光照数据，并传输给控制组件12与光照阈值进

行对比分析，控制组件12根据分析结果控制驱动装置5；

[0053] S4：开启驱动装置5：根据控制组件12传来的指令，驱动装置5带动驱动引导杆转

动，实现窗帘的展开或收拢。

[0054] 步骤S3中分析结果为：当光照数据超过所设光照阈值时，控制组件12向驱动装置5

发送开启窗帘指令，驱动装置5带动驱动引导杆按照预定方向旋转，引导滑块4远离驱动装

置运动，实现窗帘本体25展开；当光照数据不超过所设光照阈值时，控制组件12向驱动装置

5发送关闭窗帘指令，驱动装置5带动驱动引导杆按照相反方向旋转，引导滑块4向靠近驱动

装置5方向运动，实现窗帘本体25收拢。

[0055] 通过音频采集组件22控制窗帘本体25工作状态，具体工作过程为：首先在存储模

块14中预先设置控制内容和控制程序，然后通过音频采集组件22采集语音指令，其次云端

通讯组件7将语音指令传给存储模块14，存储模块14对语音指令进行解析、反馈，对控制组

件6发出指令，最终实现窗帘本体25展开或收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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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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