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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

系统及控制方法，在用户不进行手动控制的情况

下，通过安装在鞋撑上的线性霍尔传感器自动检

测是否有鞋子放在鞋撑上，有鞋子放入时通过温

湿度传感器、半导体空气质量传感器检测鞋内的

温湿度、污染气体浓度，在主控处理器的控制下

自动完成对鞋子的杀菌除臭和烘干祛湿，通过

Wi-Fi模块将实时工作状态传送到外部的云服务

器和手机客户端，用户随时可以查询、控制鞋柜

工作状态。本发明系统不仅具有传统鞋柜的储藏

鞋子的功能，还能有效去除鞋内臭气和杀菌，保

护鞋子不发霉腐烂，使用物联网技术和智能监控

技术，具有定时自动工作、远程监控、智能显示等

时尚健康功能，真正起到了智能、便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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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主体结构部分和控制部分，

主体结构部分包括隔板(103)、若干支撑杆(101)和放置于鞋内的鞋撑(102)，隔板

(103)设置于鞋柜内，若干支撑杆(101)的底端设置在隔板(103)上，顶端分别设置一鞋撑

(102)；支撑杆(101)上设置按键(1011)，按键(1011)和下述主控处理器(31)连接；鞋撑

(102)包括鞋撑后部(1)、鞋撑伸缩杆(2)和鞋撑前部(3)；每个鞋撑(102)前部安装有一弹簧

片，配合下述线性霍尔传感器(353)和主控处理器(31)，用于检测鞋撑是否完全被撑开；支

撑杆(101)、鞋撑伸缩杆(2)分别和下述的步进电机(40)连接；

控制部分包括主控处理器(31)、控制开关(32)、烘干祛湿装置(33)、杀菌除臭装置

(34)、鞋内通风装置(41)、传感器阵列(35)、步进电机(40)、Wi-Fi模块(39)；传感器阵列

(35)包括温湿度传感器(351)、半导体空气质量传感器(352)、线性霍尔传感器(353)，分别

用于检测鞋内的温湿度、污染气体浓度和是否有鞋子放入，设置于每个鞋撑(102)内；烘干

祛湿装置(33)设置于每个鞋撑(102)外，杀菌除臭装置(34)、鞋内通风装置(41)分别设置于

每个鞋撑(102)内，步进电机(40)设置在隔板中；主控处理器(31)输出端分别和控制开关

(32)、步进电机(40)连接，控制开关(32)输出端分别和烘干祛湿装置(33)、杀菌除臭装置

(34)、鞋内通风装置(41)连接，传感器阵列(35)、Wi-Fi模块(39)分别和主控处理器(31)双

向连接；Wi-Fi模块(39)和外部的云服务器(42)、手机客户端(43)双向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若干支撑杆

(101)分为高、低两组支撑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其特征在于，主控处理器(31)采

用超低功耗微控制器，主控处理器(31)和Wi-Fi模块(39)安装于主控板(104)上，主控板

(104)安装在鞋柜的背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祛湿装置

(33)采用金属发热薄膜，所述杀菌除臭装置(34)采用UVC紫外线杀菌灯泡，所述鞋内通风装

置(41)采用小型直流风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其特征在于，传感器阵列(35)还

包括光敏传感器(354)，光敏传感器(354)和线性霍尔传感器(353)共同检测是否有鞋子放

入，设置于每个鞋撑(102)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其特征在于，控制部分还包括时

钟模块(36)、显示模块(37)、语音模块(38)，时钟模块(36)和主控处理器(31)双向连接，显

示模块(37)、语音模块(38)分别和主控处理器(31)输出端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其特征在于，显示模块(37)采用

液晶显示屏，安装于鞋柜的前面；语音模块(38)和时钟模块(36)安装在主控板上。

8.权利要求1-7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按下支撑杆(101)的按键(1011)，主控处理器(31)控制步进电机(40)自动使支撑杆

(101)向鞋柜外移动到用户放入鞋子的最佳位置，若有鞋子放入鞋撑(102)，线性霍尔传感

器(353)或线性霍尔传感器(353)+光敏传感器(354)的输出量发生变化，主控处理器(31)接

收到信号，控制步进电机(40)使支撑杆(101)自动回到原始位置，同时步进电机(40)控制鞋

撑伸缩杆(2)伸长，使鞋子固定牢靠；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5974902 B

2



2)、开启温湿度传感器(351)、半导体空气质量传感器(352)，分别检测鞋内的温湿度、

污染气体浓度，主控处理器(31)采取间隔轮询的方式读取每个鞋撑(102)内的温湿度和污

染气体浓度数据，依据当前检测的结果分别对每个鞋撑的功能模块即烘干祛湿装置(33)、

杀菌除臭装置(34)、鞋内通风装置(41)发出控制指令，当检测到鞋内气氛正常时，关闭相应

的功能模块；当鞋内的温度超过程序设定高温阈值时，系统自动关闭功能模块，保护鞋子不

受损害；在程序自动运行时，若鞋子被强制取出时，线性霍尔传感器(353)或线性霍尔传感

器(353)+光敏传感器(354)的输出量发生变化，触发系统自动停止相应鞋撑(102)的工作，

避免紫外线辐射；

3)系统运行时通过Wi-Fi模块(39)将实时工作状态传送到云服务器(42)和手机客户端

(43)；用户随时可以查询、控制鞋柜工作状态。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每个鞋

柜系统都有唯一的身份识别编号，鞋柜系统第一次联网时，云服务器(42)会对鞋柜系统进

行认证，若出现相同编号时，云服务器(42)会取消该鞋柜系统的访问权限，禁止其继续工

作；云服务器(42)将鞋柜系统上传的数据进行整理统计，把结果以图表的形式发送到手机

客户端，直观地展现出鞋柜系统的工作状态；用户利用手机客户端通过云服务器对鞋柜系

统进行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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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及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鞋柜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及控制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鞋柜是每个家庭必备的家具，现在的大多数鞋柜都仅仅起着摆放鞋子和杂物的功

能。穿了一天的鞋子难免不会产生臭味，或者因为天气变化导致鞋子潮湿发霉，就这样直接

放入鞋柜，不仅会破坏鞋柜内的气氛、减少鞋子的使用寿命，并且长期穿这种鞋也会影响人

的身体健康。传统鞋柜仅具有收纳功能，功能相对单一，通风差、气味难以散发，易受潮、积

灰、清理困难，无疑变成了垃圾箱式的环境污染源。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及控制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

的不足。

[0004]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包括主体结构部分和控制部分，

[0006] 主体结构部分包括隔板(103)、若干支撑杆(101)和放置于鞋内的鞋撑(102)，隔板

(103)设置于鞋柜内，若干支撑杆(101)的底端设置在隔板(103)上，顶端分别设置一鞋撑

(102)；支撑杆(101)上设置按键(1011)，按键(1011)和下述主控处理器(31)连接；鞋撑

(102)包括鞋撑后部(1)、鞋撑伸缩杆(2)和鞋撑前部(3)；支撑杆(101)、鞋撑伸缩杆(2)分别

和下述的步进电机(40)连接；

[0007] 控制部分包括主控处理器(31)、控制开关(32)、烘干祛湿装置(33)、杀菌除臭装置

(34)、鞋内通风装置(41)、传感器阵列(35)、步进电机(40)、Wi-Fi模块(39)；传感器阵列

(35)包括温湿度传感器(351)、半导体空气质量传感器(352)、线性霍尔传感器(353)，分别

用于检测鞋内的温湿度、污染气体浓度和是否有鞋子放入，设置于每个鞋撑(102)内；烘干

祛湿装置(33)设置于每个鞋撑(102)外，杀菌除臭装置(34)、鞋内通风装置(41)分别设置于

每个鞋撑(102)内，步进电机(40)设置在隔板中；主控处理器(31)输出端分别和控制开关

(32)、步进电机(40)连接，控制开关(32)输出端分别和烘干祛湿装置(33)、杀菌除臭装置

(34)、鞋内通风装置(41)连接，传感器阵列(35)、Wi-Fi模块(39)分别和主控处理器(31)双

向连接；Wi-Fi模块(39)和外部的云服务器(42)、手机客户端(43)双向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若干支撑杆(101)分为高、低两组支撑杆。

[0009] 进一步地，每个鞋撑(102)前部安装有一弹簧片，配合霍尔传感器(353)和主控处

理器(31)，用于检测鞋撑是否完全被撑开。

[0010] 进一步地，主控处理器(31)采用超低功耗微控制器，主控处理器(31)和Wi-Fi模块

(39)安装于主控板(104)上，主控板(104)安装在鞋柜的背面。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烘干祛湿装置(33)采用金属发热薄膜，所述杀菌除臭装置(34)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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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UVC紫外线杀菌灯泡，所述鞋内通风装置(41)采用小型直流风扇。

[0012] 进一步地，传感器阵列(35)还包括光敏传感器(354)，光敏传感器(354)和线性霍

尔传感器(353)共同检测是否有鞋子放入，设置于每个鞋撑(102)内。

[0013] 进一步地，控制部分还包括时钟模块(36)、显示模块(37)、语音模块(38)，时钟模

块(36)和主控处理器(31)双向连接，显示模块(37)、语音模块(38)分别和主控处理器(31)

输出端连接。

[0014] 进一步地，显示模块(37)采用液晶显示屏，安装于鞋柜的前面；语音模块(38)和时

钟模块(36)安装在主控板上。

[0015] 上述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的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6] 1)、按下支撑杆(101)的按键(1011)，主控处理器(31)控制步进电机(40)自动使支

撑杆(101)向鞋柜外移动到用户放入鞋子的最佳位置，若有鞋子放入鞋撑(102)，线性霍尔

传感器(353)或线性霍尔传感器(353)+光敏传感器(354)的输出量发生变化，主控处理器

(31)接收到信号，控制步进电机(40)使支撑杆(101)自动回到原始位置，同时步进电机(40)

控制鞋撑伸缩杆(2)伸长，使鞋子固定牢靠；

[0017] 2)、开启温湿度传感器(351)、半导体空气质量传感器(352)，分别检测鞋内的温湿

度、污染气体浓度，主控处理器(31)采取间隔轮询的方式读取每个鞋撑(102)内的温湿度和

污染气体浓度数据，依据当前检测的结果分别对每个鞋撑的功能模块即烘干祛湿装置

(33)、杀菌除臭装置(34)、鞋内通风装置(41)发出控制指令，当检测到鞋内气氛正常时，关

闭相应的功能模块；当鞋内的温度超过程序设定高温阈值时，系统自动关闭功能模块，保护

鞋子不受损害；在程序自动运行时，若鞋子被强制取出时，磁霍尔传感器(353)或线性霍尔

传感器(353)+光敏传感器(354)的输出量发生变化，触发系统自动停止相应鞋撑(102)的工

作，避免紫外线辐射；

[0018] 3)系统运行时通过Wi-Fi模块(39)将实时工作状态传送到云服务器(42)和手机客

户端(43)；用户随时可以查询、控制鞋柜工作状态。

[0019] 进一步地，每个鞋柜系统都有唯一的身份识别编号，鞋柜系统第一次联网时，云服

务器(42)会对鞋柜系统进行认证，若出现相同编号时，云服务器(42)会取消该鞋柜系统的

访问权限，禁止其继续工作；云服务器(42)将鞋柜系统上传的数据进行整理统计，把结果以

图表的形式发送到手机客户端，直观地展现出鞋柜系统的工作状态；用户利用手机客户端

通过云服务器对鞋柜系统进行远程控制。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1] 1、与传统的智能鞋柜相比，本发明结合了物联网，设计了一种智能鞋柜系统，在用

户不进行手动控制的情况下，通过安装在鞋撑上的线性霍尔传感器自动检测是否有鞋子放

在鞋撑上，有鞋子放入时通过温湿度传感器、半导体空气质量传感器检测鞋内的温湿度、污

染气体浓度，在主控处理器的控制下自动完成对鞋子的杀菌除臭和烘干祛湿，通过Wi-Fi模

块将实时工作状态传送到外部的云服务器和手机客户端，用户随时可以查询、控制鞋柜工

作状态。本发明系统不仅具有传统鞋柜的储藏鞋子的功能，还能有效去除鞋内臭气和杀菌，

保护鞋子不发霉腐烂，使用物联网技术和智能监控技术，具有定时自动工作、远程监控、智

能显示等时尚健康功能，真正起到了智能、便捷的作用。

[0022] 2、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多种不同种类的传感器检测鞋子是否放入及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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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在主控处理器的控制下实现对鞋子的杀菌除臭、烘干祛湿，结合Wi-Fi技术，让用户安

全、方便、快捷的查看鞋的处理情况，该系统体积小、安装方便、实用性强，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鞋撑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鞋撑爆炸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系统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做更进一步地解释。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

明，但并不用来限定本发明的实施范围。

[0028]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包括主体结构部分和控制部分。

[0029] 主体结构部分包括隔板103、若干支撑杆101和放置于鞋内的鞋撑102，隔板103设

置于鞋柜内，若干支撑杆101分为高、低两组，支撑杆101的底端设置在隔板103上，顶端分别

设置一鞋撑102；支撑杆101上设置按键1011，按键1011和下述主控处理器31连接；鞋撑102

包括鞋撑后部1、鞋撑伸缩杆2和鞋撑前部3；支撑杆101、鞋撑伸缩杆2分别和下述的步进电

机40连接。

[0030] 控制部分包括主控处理器31、控制开关32、烘干祛湿装置33、杀菌除臭装置34、鞋

内通风装置41、传感器阵列35、步进电机40、Wi-Fi模块39。主控处理器31输出端分别和控制

开关32、步进电机40连接，控制开关32输出端分别和烘干祛湿装置33、杀菌除臭装置34、鞋

内通风装置41连接，传感器阵列35、Wi-Fi模块39分别和主控处理器31双向连接；Wi-Fi模块

39通过无线路由器44和外部的云服务器42、手机客户端43双向连接。

[0031] 主控处理器31能实时接收温湿度传感器351和半导体空气质量传感器352反馈回

来的数据，并通过功能模块即烘干祛湿装置33、杀菌除臭装置34、鞋内通风装置41调节鞋内

的气氛；高温保护；自动关断；调动步进电机40控制支撑杆101的移动和鞋撑102的伸缩；通

过Wi-Fi模块39、无线路由器44和外部的云服务器42、手机客户端43双向通信。主控处理器

31采用超低功耗微控制器，主控处理器31安装于主控板104上，主控板104安装在鞋柜的背

面。

[0032] 传感器阵列35设置于每个鞋撑102内，用于实时监测鞋内气氛，并将数据反馈给主

控处理器31，包括温湿度传感器351、半导体空气质量传感器352、线性霍尔传感器353，分别

用于检测鞋内的温湿度、污染气体浓度和是否有鞋子放入。具体地，线性霍尔传感器351设

于鞋撑102的鞋撑后部1一侧，鞋撑伸缩杆2靠近鞋撑后部1的一侧安装有磁铁，如果有鞋子

放入鞋撑102，配合安装在鞋撑伸缩杆2上的磁铁自动完成探测是否有鞋放入的过程，判断

鞋柜是否进入智能工作状态。为了提高检测是否有鞋子放入的灵敏性，传感器阵列35还可

包括光敏传感器354，光敏传感器354和线性霍尔传感器353共同检测是否有鞋子放入，设置

于每个鞋撑102内。烘干祛湿装置33采用金属发热薄膜，设置于每个鞋撑102的鞋撑前部3

外。杀菌除臭装置34采用UVC紫外线杀菌灯泡，能产生极具杀菌效果的紫外线和少量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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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于每个鞋撑102的鞋撑前部3内。鞋内通风装置41采用小型直流风扇，设置于每个鞋撑

102的鞋撑后部1内。

[0033] 步进电机40设置在隔板中，用于控制控制支撑杆101的移动和鞋撑102的伸缩。

[0034] Wi-Fi模块39能将主控处理器31收集到的数据通过无线路由器44实时上传到云端

服务器42和手机客户端43；用户通过云端服务器42或手机客户端43可以实时查询、控制鞋

柜的工作状态(当鞋柜系统与云服务器建立良好通信的基础上)。

[0035] 整个系统的运行由外部的电源30供电。

[0036] 每个鞋撑102前部还可安装有一弹簧片，弹簧片配合霍尔传感器353和主控处理器

31，用于检测鞋撑是否完全被撑开。

[0037] 控制部分还可包括时钟模块36、显示模块37、语音模块38，时钟模块36和主控处理

器31双向连接，显示模块37、语音模块38分别和主控处理器31输出端连接。显示模块37采用

液晶显示屏，显示系统实时工作状态，安装于鞋柜的前面。语音模块38安装在主控板上，当

探测到有鞋子放入鞋撑102，语音模块38会发出提示音。时钟模块36也安装在主控板上，若

系统联网正常，时钟模块会每周进行一次时间校正，

[0038] 上述基于物联网的智能鞋柜系统的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9] 1)、按下支撑杆101的按键1011，主控处理器31控制步进电机40自动使支撑杆101

向鞋柜外移动到用户放入鞋子的最佳位置，若有鞋子放入鞋撑102，线性霍尔传感器353或

线性霍尔传感器353+光敏传感器354的输出量发生变化，主控处理器31接收到信号，控制步

进电机40使支撑杆101自动回到原始位置，同时步进电机40控制鞋撑伸缩杆2伸长，通过鞋

撑102前部安装的弹簧片检测鞋撑是否完全被撑开，使鞋子固定牢靠。

[0040] 2)、开启温湿度传感器351、半导体空气质量传感器352，分别检测鞋内的温湿度、

污染气体浓度，主控处理器31采取间隔轮询的方式读取每个鞋撑102内的温湿度和污染气

体浓度数据，依据当前检测的结果分别对每个鞋撑的功能模块即烘干祛湿装置33、杀菌除

臭装置34、鞋内通风装置41发出控制指令，当检测到鞋内气氛正常时，关闭相应的功能模

块；当鞋内的温度超过程序设定高温阈值时，系统自动关闭功能模块，保护鞋子不受损害；

在程序自动运行时，若鞋子被强制取出时，磁霍尔传感器353或线性霍尔传感器353+光敏传

感器354的输出量发生变化，触发系统自动停止相应鞋撑102的工作，避免紫外线辐射。

[0041] 3)系统运行时通过Wi-Fi模块39将实时工作状态传送到云服务器42和手机客户端

43；用户随时可以查询、控制鞋柜工作状态。

[0042] 每个鞋柜系统都有唯一的身份识别编号，鞋柜系统第一次联网时，云服务器42会

对鞋柜系统进行认证，若出现相同编号时，云服务器42会取消该鞋柜系统的访问权限，禁止

其继续工作；云服务器42将鞋柜系统上传的数据进行整理统计，把结果以图表的形式发送

到手机客户端，直观地展现出鞋柜系统的工作状态；用户利用手机客户端通过云服务器对

鞋柜系统进行远程控制。

[0043] 本发明通过多种不同种类的传感器检测鞋子是否放入及鞋内气氛，在主控处理器

的控制下实现对鞋子的杀菌除臭、烘干祛湿，结合Wi-Fi技术，让用户安全、方便、快捷的查

看鞋的处理情况，该系统体积小、安装方便、实用性强，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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