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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和

系统，其中，该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包括：壳体、

设于壳体内的控制面板和可充电的电机，其中壳

体至少设置一挂接机构组件，挂接机构组件包括

移动组件和安装于挂接机构组件内的恒力弹簧，

恒力弹簧用以支持挂接机构组件相对壳体进行

上下移动；移动组件活动式挂接在窗帘导向件

上，以使窗帘导向件夹持于移动组件与电机之

间；控制面板电性连接蓝牙模块和无线连接模

块，用以通过无线方式接收窗帘开合指令；电机

按照窗帘开合指令带动移动组件沿窗帘导向件

移动。该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可降低窗帘开合机

器人运行功耗，无需联网实现窗帘的一键自动开

合，便于用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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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设于所述壳体内的控制面板和

可充电的电机，其中：

所述壳体至少设置一挂接机构组件，所述挂接机构组件包括移动组件和安装于所述挂

接机构组件内的恒力弹簧，所述恒力弹簧用以支持所述挂接机构组件相对所述壳体进行上

下移动；所述移动组件活动式挂接在窗帘导向件上，以使所述窗帘导向件夹持于所述移动

组件与所述电机之间；

所述控制面板电性连接蓝牙模块和无线连接模块，用以通过无线方式接收窗帘开合指

令；

所述电机按照所述窗帘开合指令带动所述移动组件沿所述窗帘导向件移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挂接机构组件还包括支

架，所述支架的第一端插接于所述壳体并与所述挂接机构组件内的所述恒力弹簧连接，所

述支架的第二端伸出所述壳体外连接所述移动组件。

3.如权利要求2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恒力弹簧的一端螺旋绕成

伸缩卷；所述壳体内设有恒力弹簧安装腔固定柱，所述恒力弹簧另外一端与所述支架配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面板还电性连接语音

控制模块，用以实现通过语音指令来控制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进行开合。

5.如权利要求1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设有导向肋位，用以

维持所述恒力弹簧沿上下方向伸缩运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挂接机构组件采用磁铁可

拆卸式吸合在所述窗帘导向件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置入防堵转检测模块

和限位传感器检测模块，用以根据电机的堵转情况来控制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运

动。

8.一种智能窗帘开合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智能窗帘开

合控制器、开合系统后台以及客户端平台，所述智能窗帘开合系统用以实现如下步骤：

所述开合系统后台获取所述客户端平台输入的操作指令，所述操作指令包括语音指

令、蓝牙指令以及按键指令；

所述开合系统后台基于所述操作指令，通过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无线连接模块

控制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执行对应的指令。

9.如权利要求8所述智能窗帘开合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还包括

电量检测模块；

若所述电量检测模块检测到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电量小于电量阈值，则发送电

量预警信息推送给所述客户端平台。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智能窗帘开合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还包

括位置检测模块，用以所述开合系统后台通过所述位置检测模块获取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

制器的地理位置，并实现如下步骤：

所述开合系统后台获取所述所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对应地理位置的天气情况；

若所述天气情况为天气恶劣，则通过所述客户端平台的授权，控制所述智能窗帘开合

控制器进行自动闭合。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3842019 A

2



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家居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家用窗帘包括导向件和窗帘，窗帘顶部滑动连接于导向件。窗帘开合器需安装在

导向件上并能够沿导向件平稳移动，从而在移动的过程中收拢或散开窗帘，以实现窗帘的

打开或关闭。现有窗帘开合器包括电机和设于电机上的挂接机构。挂接机构滑动连接于窗

帘的导向件，电机用于带动挂接机构沿导向件移动。

[0003] 前述常用窗帘开合器存在的问题包括：大都通过遥控器进行遥控，遥控器容易丢

失，且控制方式单一；电机功耗较大，无低电量提醒，经常需要充电，使用不便；即使一些可

以通过WIFI配网进行远程控制，但使用前都需要设备配网，而家用路由器品种繁多、兼容性

差、配网成功率不高并且配网过程学习成本高，对于老人和儿童存在使用门槛；首次安装后

需要先根据窗户的宽度对窗帘开合器的电机进行学习，操作繁琐；遇极端天气（如下雨或刮

大风等）无法满足远程自动关窗帘的需求。如何控制窗帘的开合更为简单便捷成为亟待解

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和系统，以解决控制窗帘的开合更为

简单便捷的问题。

[0005] 一种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包括：壳体、设于壳体内的控制面板和可充电的电机，

其中：

壳体至少设置一挂接机构组件，挂接机构组件包括移动组件和安装于挂接机构组

件内的恒力弹簧，恒力弹簧用以支持挂接机构组件相对壳体进行上下移动；移动组件活动

式挂接在窗帘导向件上，以使窗帘导向件夹持于移动组件与电机之间；

控制面板电性连接蓝牙模块和无线连接模块，用以通过无线方式接收窗帘开合指

令；

电机按照窗帘开合指令带动移动组件沿窗帘导向件移动。

[0006] 一种智能窗帘开合系统，包括前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开合系统后台以及客户

端平台，智能窗帘开合系统用以实现如下步骤：

开合系统后台获取客户端平台输入的操作指令，操作指令包括语音指令、蓝牙指

令以及按键指令；

开合系统后台基于操作指令，通过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无线连接模块控制智能

窗帘开合控制器执行对应的指令。

[0007] 上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和系统，无需联网即可通过低功耗的蓝牙模块，可降低

窗帘开合机器人运行功耗，实现窗帘的一键开合，方便老人和小孩的使用，极大降低了用户

的学习使用成本；避免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在使用过程中带来的繁锁操作，具适配性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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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有效解决了现有技术的窗帘开合器存在操作繁锁因素。

附图说明

[000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描述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09] 图1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安装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使用状态展示图；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剖视图；

图4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爆炸图；

图5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局部拆装图；

图7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窗帘语音控制盒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智能窗帘开合系统的架构图；

图9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智能窗帘开合系统的功能特性图；

图10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智能窗帘开合系统的总体架构图；

附图标记：

001、外壳左；002、外壳右；003、按键；004、PCB板；005、电池；006、磁铁N极；007、电

机；008、电机滚轮；009、电机轴承；10、挂接机构组件；100、挂接机构前盖；101、支架；102、滚

轮；103、固定架；104、挂接机构后盖；105、磁铁S极；106、恒力弹簧；107、水平端；200、挂接机

构组件；201、壳体组件；A001、语音控制盒指示灯；A002、语音控制盒供电口；A003、语音控制

盒控制按键。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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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1] 在一实施例中，如图1至图6所示，提供一种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包括：壳体、设于

壳体内的控制面板和可充电的电机，其中：壳体至少设置一挂接机构组件，挂接机构组件包

括移动组件和安装于挂接机构组件内的绕自身轴线转动的恒力弹簧，恒力弹簧用以支持挂

接机构组件相对壳体进行上下移动。移动组件活动式挂接在窗帘导向件上，以使窗帘导向

件夹持于移动组件与电机之间。控制面板电性连接蓝牙模块和无线连接模块，用以通过无

线方式接收窗帘开合指令。电机按照窗帘开合指令带动移动组件沿窗帘导向件带动窗帘沿

前后方向移动。

[0012] 具体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提供可充电的电机可为采用独立供电的带蓄电池的

电机。移动组件上还可设置滚轮，用以在窗帘导向件上滑动。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内置Wi‑

Fi芯片、蓝牙芯片并采用独立供电，可以解决市面Wi‑Fi控制方式功耗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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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恒力弹簧协同安装在支架上的挂接机构组件，调节产品工作前后运动松紧度，确

保跟支架有一定相互摩擦力。防止电机空转，导致推动窗帘失效。

[0014] 壳体包括至少两个扣合盖，扣合盖之间采用塑胶扣位或磁铁进行相互配合或吸

合，便于生产组装，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方便拆解维修。

[0015] 在本申请提供的另一实施例中，挂接机构组件还包括支架，支架的第一端插接于

壳体并与挂接机构组件内的恒力弹簧连接，支架的第二端伸出壳体外连接移动组件。

[0016] 在本申请提供的另一实施例中，恒力弹簧的一端螺旋绕成伸缩卷。壳体内设有恒

力弹簧安装腔固定柱，恒力弹簧另外一端与支架配合。

[0017] 在本申请提供的另一实施例中，控制面板还电性连接语音控制模块，用以实现通

过语音指令来控制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进行开合。

[0018] 具体地，本实施例提供的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通过窗帘语音控制盒支持离线语音

识别功能，支持本地唤醒和语音控制命令。将语音指令转化成蓝牙通讯指令并和智能窗帘

开合控制器进行控制通信。本实施例除了支持普通话和英语外，还支持十几种地方方言，如

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山东、江西等方言，都可适配。如图7所示，窗帘语音控制盒主

要接口包括：指示灯A001、供电口A002、控制按键A003。

[0019] 窗帘语音控制盒上电后，带有启动语音提示，用户可直接通过语音命令：“打开窗

帘”，“关闭窗帘”，“窗帘开一半”等命令词控制，无需配网，无需设置，对于老人或小孩，简单

便捷。

[0020] 进一步地，本实施例还可通过窗帘语音控制盒实现远程控制，过程如下：

窗帘远程开合控制器需要先配置窗帘语音控制盒入网，上电启动后，长按装控制

按键A003，指示灯A001连续双闪烁，打开客户端平台，比如窗帘控制APP软件（确保手机打开

蓝牙、打开了定位权限且已经连接了家庭路由器的2.4G热点）等，APP内会显示当前待配置

入网的智能窗帘开合器设备，选择设备，进入配网界面，输入路由器密码，点击开始配网，模

块开始联网。配置成功后,APP会提示配网成功，同时设备也会有语音提示。配网成功后，可

以通过APP对该设备进行远程操作。窗帘语音控制盒配置入网采用蓝牙直连的方式，相对于

市面上大多产品的配网方式，本实施例提供的窗帘远程开合控制器配网速度和成功率得到

极大提高。

[0021] 进一步地，本实施例还可通过窗帘语音控制盒实现内网控制，过程如下：

窗帘语音控制盒上电后，打开窗帘控制APP软件（确保手机打开蓝牙），选择蓝牙控

制模式，选择当前待控制的智能窗帘开合器设备，进入控制界面，实现直接控制。

[0022] 窗帘语音控制盒采用USB接口独立供电，解决Wi‑Fi类等同类产品的功耗问题，同

时语音控制的加入，使得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控制方式变得简单直接，避免控制APP操作

复杂的问题。

[0023] 在本申请提供的另一实施例中，壳体设有导向肋位，用以维持恒力弹簧沿上下方

向伸缩运动，防止向侧向偏。

[0024] 在本申请提供的另一实施例中，挂接机构组件采用磁铁可拆卸式吸合在窗帘导向

件上，替代卡扣结构，方便拆卸壳体组件。取出壳体便于充电，操作方便安全可靠。

[0025] 在本申请提供的另一实施例中，电机置入防堵转检测模块和限位传感器检测模

块，用以根据电机的堵转情况来控制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运动。电机置入防堵转检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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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根据电机的电流即限位传感器检测算法，在保证产品使用寿命的前提下，避免了首次安

装使用时需要学习的问题。

[0026] 具体地，窗帘远程开合控制器通过实时采集当前窗帘开合器电流，对电流值做平

方差运算，检测电流跳变尖峰，当跳变大于电流跳变阈值时候，则判断电机堵转，终止窗帘

远程开合控制器的运动。

[0027]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智能窗帘开合系统，如图8和图9所示，包括前述的智能窗帘

开合控制器、开合系统后台以及客户端平台，比如窗帘控制APP等，智能窗帘开合系统用以

实现如下步骤：

开合系统后台获取客户端平台输入的操作指令，操作指令包括语音指令、蓝牙指

令以及按键指令。

[0028] 开合系统后台基于操作指令，通过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无线连接模块控制智能

窗帘开合控制器执行对应的指令。

[0029] 具体地，客户端平台可为APP远程控制端，语音控制平台或者微信端小程序控制端

等，此处不作具体限定。

[0030] 本实施例提供的智能窗帘开合系统可基于MQTT通信，提供产品功能设计、嵌入式

开发调试、设备安全、云端开发、App开发、运营管理以及数据统计等功能。实现对设备入网，

数据管理，智能窗帘开合器控制数据上下行收发、提供用户注册、登录以及添加绑定设备等

接口。

[0031] 窗帘控制APP通过蓝牙低功耗蓝牙指令进行开合控制，并通过语音窗帘控制盒离

线语音进行开合控制；支持定时开合功能和一键开合功能；支持多个窗帘开合机器人联动

控制；支持超低功耗模式运行。

[0032] 在本申请提供的另一实施例中，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还包括电量检测模块。

[0033] 若电量检测模块检测到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电量小于电量阈值，则发送电量预

警信息推送给客户端平台。

[0034] 具体地，智能窗帘开合系统会定时采集当前设备的运行信息，当智能窗帘开合控

制器的电量过低时，智能控制服务系统会通过推送功能接口，将低电量提醒告警推送到用

户的APP和小程序上，提醒用户及时充电。

[0035] 在本申请提供的另一实施例中，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还包括位置检测模块，用以

开合系统后台通过位置检测模块获取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的地理位置，并实现如下步骤：

开合系统后台获取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对应地理位置的天气情况。

[0036] 若天气情况为天气恶劣，则通过客户端平台的授权，控制智能窗帘开合控制器进

行自动闭合。

[0037] 具体地，相比于传统的智能窗帘开合器系统，本系统可以根据设备的位置信息，获

取当前设备所在地的天气异常报警，如果发现设备异常（如暴雨，大风等），在用户授权的情

况下，对窗帘进行自动闭合。

[0038] 本实施例提供的智能窗帘开合系统，如图10所示，设计合理,语音控制盒实现了分

离设计，在降低窗帘开合机器人运行功耗的同时，可实现一键开合，语音开合功能，无需打

开手机，无需联网，方便老人和小孩使用，极大的降低了用户的学习使用成本，解决使用过

程中操作带来的不便，具有适配性和实用性，有效解决了现有技术的窗帘开合器存在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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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繁锁问题。本发明集成了语音控制、蓝牙控制，远程控制等多种技术，为用户提供通过语

音、窗帘控制APP软件，窗帘控制小程序等多种方式，安装配置和操作使用简单方便，增添了

人工智能乐趣，拥有较高的家居智能化技术水平。

[0039]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关于智能窗帘开合装置的具体限定可以参见上文中对于智能窗帘开合方法的限定，在

此不再赘述。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对于本发明所属技

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其架构形式能够灵活多变，可

以派生系列产品。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

只是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

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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