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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

网方法及系统，所述方法包括：电视端入网后接

收触发指令进入智能网关模式，当扫描到智能设

备端的热点时与所述热点进行连接；电视端发送

配网数据包给智能设备端，智能设备端接收后发

送应答数据包通知电视端已接收到配网数据；智

能设备端根据配网数据进行联网,当联网成功后

发送广播或组播通知电视端已经配网成功；电视

端通过局域网扫描智能设备端,当扫描发现未绑

定的智能设备端后进行自动绑定。本发明将电视

端作为智能家居网关，通过电视端的配网按钮帮

助智能设备进行快速准确配网，简化了配网流

程，整个配网过程简单方便，大大提高了智能设

备入网的便利性和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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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

法包括：

电视端入网后接收触发指令进入智能网关模式，当扫描到智能设备端的热点时与所述

热点进行连接；

电视端发送配网数据包给智能设备端，智能设备端接收后发送应答数据包通知电视端

已接收到配网数据；

智能设备端根据配网数据进行联网,当联网成功后发送广播或组播通知电视端已经配

网成功；

电视端通过局域网扫描智能设备端,  当扫描发现未绑定的智能设备端后进行自动绑

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视端入网

后接收触发指令进入智能网关模式，当扫描到智能设备端的热点时与所述热点进行连接之

前还包括：

智能设备端通过配网按键接收触发指令后进入配网状态, 并产生热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视端入网

后接收触发指令进入智能网关模式，当扫描到智能设备端的热点时与所述热点进行连接包

括：

电视端开机后接收路由器的账号和密码输入，验证成功后电视端完成入网，电视端通

过配网按钮接收触发指令后进入智能网关模式；

电视端扫描周围热点,  当扫描到智能设备端的热点时,  输入出厂时既定的账号和密

码,连接扫描到的智能设备端的热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视端发送

配网数据包给智能设备端，智能设备端接收后发送应答数据包通知电视端已接收到配网数

据包括：

电视端连接智能设备热点成功后, 通过预设协议循环发送配网数据包给智能设备端；

智能设备端接收到来自电视端的配网数据包后,  通过相应的协议发送应答数据包通

知电视端已接收到配网数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视端发送

配网数据包给智能设备端，智能设备端接收后发送应答数据包通知电视端已接收到配网数

据之后还包括：

电视端接收到智能设备端发送的接收数据成功的应答数据包后,自动切换回原来的路

由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设备端

根据配网数据进行联网,当联网成功后发送广播或组播通知电视端已经配网成功包括：

智能设备端根据接收到的配网数据进行联网；

当联网成功后,  智能设备端发送相应的协议广播或组播通知电视端已经配网成功，并

等待电视端进行局域网扫描。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视端通过

局域网扫描智能设备端, 当扫描发现未绑定的智能设备端后进行自动绑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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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端扫描到智能设备端发出的相应协议的广播或组播后,  返回局域网扫描智能设

备端；

当电视端扫描发现未绑定的智能设备端后进行自动绑定。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设协议包

括UDP和TCP。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配网数据包

包括路由器的ssid和password的数据包。

10.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系

统包括电视端和智能设备端；

所述电视端用于入网后接收触发指令进入智能网关模式，当扫描到所述智能设备端的

热点时与所述热点进行连接；

所述电视端还用于发送配网数据包给所述智能设备端，所述用于智能设备端接收后发

送应答数据包通知所述电视端已接收到配网数据；

所述智能设备端还用于根据配网数据进行联网,当联网成功后发送广播或组播通知所

述电视端已经配网成功；

所述电视端还用于通过局域网扫描所述智能设备端,  当扫描发现未绑定的智能设备

端后进行自动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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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家居物联网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

法及系统，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的智能终端如大屏教育机、大屏广告机等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5G（第五代移动电话行动通信标准）时代的到来,  物联网浪潮再次兴起,  万

物互联的概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涌入家居生活中,  不但包括传统的大型家电

（如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等）,  还包括净水器、空气净化器、智能音箱等小家电,  而电视

作为客厅生态的主角,  承载着智能家居生活的多样性和趣味性,  是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

平台, 人们不但可以通过电视进行看影视、听音乐,看综艺,还可以进行购物、打游戏等。

[0003] 目前智能家居设备种类繁多,  智能家居系统由智能家居网关和智能家居设备组

成，在智能家居系统内智能家居网关与该系统内的各种智能家居设备进行连接，从而实现

对该系统的管理、控制以及信息交互。智能家居系统还通过智能家居网关与互联网

(Internet)连接，从而通过客户端对智能家居系统内的智能家居设备进行远程控制、远程

监控、多媒体通信等；支持的协议包括Wi-Fi、Zigbee、蓝牙等,  但智能家居设备的入网率很

低,  排名第一的智能空调,被接入互联网的比例不足10%,  其主要原因是目前主流的智能

设备配网方式是通过手机app进行操作的,  但该配网方式存在很大弊端；首先是用户需要

严重依赖手机app,  但由于智能家居行业各个商家之间的技术壁垒,  每个商家均有自己的

app,例如小米的米家,  美的的美居,  海尔的优家,  创维的唯家等,  当用户购买不同品牌

的设备进行配网时,需要下载不同品牌所属的app,  给用户的配网过程带来极大的不便利,

其次是该配网方式较为繁琐,  对用户的能力有要求,  很多用户在刚买到智能设备后,按照

说明书上一步步的指导都不一定能配网成功,  这样就会使得用户买智能产品时的高期待

和配网过程的糟糕体验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人们对智能家居设

备的购买欲（信心）,  大大阻碍了智能家居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就是说，现有的智能家居设

备配网时存在限制性过多、实用性不广、方式繁琐的问题。

[0004] 因此，现有技术还有待于改进和发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基

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及系统，旨在将电视端作为智能家居网关，通过电视端的配网

按钮帮助智能设备进行快速准确配网，避免了对不同品牌智能设备的所属品牌的手机app

的严重依赖，简化了配网流程，整个配网过程简单方便，大大提高了智能设备入网的便利性

和成功率。

[0006]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中，所述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包括：

电视端入网后接收触发指令进入智能网关模式，当扫描到智能设备端的热点时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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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进行连接；

电视端发送配网数据包给智能设备端，智能设备端接收后发送应答数据包通知电视端

已接收到配网数据；

智能设备端根据配网数据进行联网,当联网成功后发送广播或组播通知电视端已经配

网成功；

电视端通过局域网扫描智能设备端,  当扫描发现未绑定的智能设备端后进行自动绑

定。

[0007] 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中，所述电视端入网后接收触发指令进

入智能网关模式，当扫描到智能设备端的热点时与所述热点进行连接之前还包括：

智能设备端通过配网按键接收触发指令后进入配网状态, 并产生热点。

[0008] 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中，所述电视端入网后接收触发指令进

入智能网关模式，当扫描到智能设备端的热点时与所述热点进行连接包括：

电视端开机后接收路由器的账号和密码输入，验证成功后电视端完成入网，电视端通

过配网按钮接收触发指令后进入智能网关模式；

电视端扫描周围热点,  当扫描到智能设备端的热点时,  输入出厂时既定的账号和密

码,连接扫描到的智能设备端的热点。

[0009] 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中，所述电视端发送配网数据包给智能

设备端，智能设备端接收后发送应答数据包通知电视端已接收到配网数据包括：

电视端连接智能设备热点成功后, 通过预设协议循环发送配网数据包给智能设备端；

智能设备端接收到来自电视端的配网数据包后,  通过相应的协议发送应答数据包通

知电视端已接收到配网数据。

[0010] 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中，所述电视端发送配网数据包给智能

设备端，智能设备端接收后发送应答数据包通知电视端已接收到配网数据之后还包括：

电视端接收到智能设备端发送的接收数据成功的应答数据包后,自动切换回原来的路

由器。

[0011] 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中，所述智能设备端根据配网数据进行

联网,当联网成功后发送广播或组播通知电视端已经配网成功包括：

智能设备端根据接收到的配网数据进行联网；

当联网成功后,  智能设备端发送相应的协议广播或组播通知电视端已经配网成功，并

等待电视端进行局域网扫描。

[0012] 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中，所述电视端通过局域网扫描智能设

备端, 当扫描发现未绑定的智能设备端后进行自动绑定包括：

电视端扫描到智能设备端发出的相应协议的广播或组播后,  返回局域网扫描智能设

备端；

当电视端扫描发现未绑定的智能设备端后进行自动绑定。

[0013] 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中，所述预设协议包括UDP和TCP。

[0014] 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其中，所述配网数据包包括路由器的ssid

和password的数据包。

[0015] 此外，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系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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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系统包括电视端和智能设备端；

所述电视端用于入网后接收触发指令进入智能网关模式，当扫描到所述智能设备端的

热点时与所述热点进行连接；

所述电视端还用于发送配网数据包给所述智能设备端，所述用于智能设备端接收后发

送应答数据包通知所述电视端已接收到配网数据；

所述智能设备端还用于根据配网数据进行联网,当联网成功后发送广播或组播通知所

述电视端已经配网成功；

所述电视端还用于通过局域网扫描所述智能设备端,  当扫描发现未绑定的智能设备

端后进行自动绑定。

[0016]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将电视端作为智能家居网关，

通过电视端的配网按钮帮助智能设备进行快速准确配网，避免了对不同品牌智能设备的所

属品牌的手机app的严重依赖，简化了配网流程，整个配网过程简单方便，大大提高了智能

设备入网的便利性和成功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的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

图2是本发明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的较佳实施例中步骤S10的流程图；

图3是本发明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的较佳实施例中步骤S20的流程图；

图4是本发明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的较佳实施例中步骤S30的流程图；

图5是本发明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的较佳实施例中步骤S40的流程图；

图6为本发明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系统的功能原理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系统中电视端与智能设备端交互原理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确，以下参照附图并举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

于限定本发明。

[0019] 本发明较佳实施例所述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如图1所示，所述基于智

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0、电视端入网后接收触发指令进入智能网关模式，当扫描到智能设备端的热点

时与所述热点进行连接。

[0020] 具体的过程请参阅图2，其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中步骤

S10的流程图。

[0021] 如图2所示，所述步骤S10包括：

S11、电视端开机后接收路由器的账号和密码输入，验证成功后电视端完成入网，电视

端通过配网按钮接收触发指令后进入智能网关模式；

S12、电视端扫描周围热点,  当扫描到智能设备端的热点时,  输入出厂时既定的账号

和密码,连接扫描到的智能设备端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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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具体地，在所述步骤S11之前还包括：智能设备端通过配网按键接收触发指令后进

入配网状态, 并产生热点。其中，所述智能设备端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例如所述智能设备

端可以是智能冰箱、智能热水器、智能空调、智能洗衣机等智能家居产品；所述电视端指的

是智能电视。

[0023] 目前智能电视拥有超高的入网率,已经实现了不待机和智能语音功能,这些都使

得智能电视具备了天生的智能家居网关特性（智能家居网关是家居智能化的心脏，通过它

实现系统信息的采集、信息输入、信息输出、集中控制、远程控制、联动控制等功能；智能家

庭网关具备智能家居控制枢纽及无线路由两大功能，一侧负责具体的安防报警，家电控制，

用电信息采集，通过无线方式与智能交互终端等产品进行数据交互，它还具备有无线路由

功能，优良的无线性能，网络安全和覆盖面积）,可以通过智能电视帮助家中智能设备快速

配网。

[0024] 首先，用户手动触发智能设备端的配网键，  使智能设备进入配网模式产生热点，

然后打开电视端，输入路由器的账号密码使其入网，即将电视端连接到家庭网络,  在电视

端上新增一个配网按钮，当用户触发该配网按钮时电视端会进入智能网关模式，并开始扫

描周围的热点,  当发现智能设备端的热点时，通过输入出厂时既定的账号和密码连接上该

热点，即电视端和智能设备端成功建立了连接关系。

[0025] 步骤S20、电视端发送配网数据包给智能设备端，智能设备端接收后发送应答数据

包通知电视端已接收到配网数据。

[0026] 具体的过程请参阅图3，其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中步骤

S20的流程图。

[0027] 如图3所示，所述步骤S20包括：

S21、电视端连接智能设备热点成功后,  通过预设协议循环发送配网数据包给智能设

备端；

S22、智能设备端接收到来自电视端的配网数据包后,  通过相应的协议发送应答数据

包通知电视端已接收到配网数据。

[0028] 具体地，当电视端连接智能设备热点成功后，电视通过预设协议去循环发送配网

数据包给智能设备端,  然后等待智能设备端接收成功的应答数据包的回应,  此时智能设

备端会接收来自电视端的配网数据包,  当接收成功后会通过相应的协议去发送应答数据

包,  告知电视端已接收到配网数据。

[0029] 其中，所述所述预设协议包括UDP和TCP，  其中，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为

用户数据报协议，是开放式系统互联参考模型中一种无连接的传输层协议，提供面向事务

的简单不可靠信息传送服务；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为传输控制协议，是

一种面向连接的、可靠的、基于字节流的传输层通信协议；UDP和TCP都属于传输层协议。

[0030] 其中，所述配网数据包包括路由器的ssid（Service  Set  Identifier，服务集标

识，可以将一个无线局域网分为几个需要不同身份验证的子网络，每一个子网络都需要独

立的身份验证，只有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才可以进入相应的子网络，防止未被授权的用户

进入本网络）和password（密码）的数据包。

[0031] 路由器（Router）是连接因特网中各局域网、广域网的设备，它会根据信道的情况

自动选择和设定路由，以最佳路径，按前后顺序发送信号；路由器是互联网络的枢纽，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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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器已经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各种不同档次的产品已成为实现各种骨干网内部连接、

骨干网间互联和骨干网与互联网互联互通业务的主力军。路由器又称网关设备（Gateway）

是用于连接多个逻辑上分开的网络，所谓逻辑网络是代表一个单独的网络或者一个子网。

当数据从一个子网传输到另一个子网时，可通过路由器的路由功能来完成。因此，路由器具

有判断网络地址和选择IP路径的功能，它能在多网络互联环境中，建立灵活的连接，可用完

全不同的数据分组和介质访问方法连接各种子网，路由器只接受源站或其他路由器的信

息，属网络层的一种互联设备。

[0032] 进一步地，电视端接收到智能设备端发送的接收数据成功的应答数据包后,自动

切换回原来的路由器。

[0033] 步骤S30、智能设备端根据配网数据进行联网,当联网成功后发送广播或组播通知

电视端已经配网成功。

[0034] 具体过程请参阅图4，其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中步骤S30

的流程图。

[0035] 如图4所示，所述步骤S30包括：

S31、智能设备端根据接收到的配网数据进行联网；

S32、当联网成功后,  智能设备端发送相应的协议广播或组播通知电视端已经配网成

功，并等待电视端进行局域网扫描。

[0036] 具体地，智能设备端在接收到配网数据后,  会根据接收到的配网数据进行联网，

当联网成功后，智能设备端会发出相应协议的广播或组播来告知电视已经配网成功，并等

待电视端的局域网扫描。

[0037] 步骤S40、电视端通过局域网扫描智能设备端,  当扫描发现未绑定的智能设备端

后进行自动绑定。

[0038] 具体过程请参阅图5，其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中步骤S40

的流程图。

[0039] 如图5所示，所述步骤S40包括：

S41、电视端扫描到智能设备端发出的相应协议的广播或组播后,  返回局域网扫描智

能设备端；

S42、当电视端扫描发现未绑定的智能设备端后进行自动绑定。

[0040] 具体地，当电视端自动切换回原来的路由器之后，开始扫描是否收到相应协议的

广播或组播，当电视端扫描到智能设备端配网成功的广播或组播后,  会进行局域网扫描,

扫描到该未绑定的智能设备端后会进行自动绑定,  这样电视端就帮助智能设备配网成功

了。

[0041] 整个配网过程简单方便,  用户只需要触发电视端和智能设备端进入配网状态,输

入热点密码即可,其余过程都是电视端和智能设备端自动进行的,大大提高了智能设备入

网的便利性和成功率。

[0042] 而且可以通过智能电视的大屏,对家居生活中的智能设备进行自主化配网,  这样

不但可以帮助用户人们摆脱在配网时对不同品牌商家app的依赖,  而且可以简化智能设备

的配网流程,  丰富了用户的智能家居生活体验,  给用户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性和科技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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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进一步地，如图6所示，基于上述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本发明还相应提

供了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系统，所述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系统包括电视端10

和智能设备端20。

[0044] 具体地，如图7所示，智能设备端20通过配网按键接收触发指令后进入配网状态, 

并产生热点；电视端10开机后接收路由器的账号和密码输入，验证成功后电视端10完成入

网，电视端10通过配网按钮接收触发指令后进入智能网关模式；电视端10扫描周围热点, 

当扫描到智能设备端20的热点时,  输入出厂时既定的账号和密码,连接扫描到的智能设备

端20的热点。

[0045] 当电视端10连接智能设备20热点成功后,  通过预设协议循环发送配网数据包给

智能设备端20；智能设备端20接收到来自电视端10的配网数据包后,  通过相应的协议发送

应答数据包通知电视端10已接收到配网数据；电视端10接收到智能设备端20发送的接收数

据成功的应答数据包后,自动切换回原来的路由器。

[0046] 智能设备端20根据接收到的配网数据进行联网；当联网成功后,  智能设备端20发

送相应的协议广播或组播通知电视端10已经配网成功，并等待电视端10进行局域网扫描；

电视端10扫描到智能设备端20发出的相应协议的广播或组播后,  返回局域网扫描智能设

备端20；当电视端10扫描发现未绑定的智能设备端20后进行自动绑定。

[0047] 本发明是将电视端作为智能家居网关，通过电视端的配网按钮帮助家中智能设备

进行快速准确配网，即通过电视端可以帮助智能家居设备快速且准确地入网，使得用户摆

脱了对家中不同品牌智能设备的所属品牌的手机app的严重依赖, 同时简化了配网流程, 

也就是说，该配网方式颠覆了以往的智能家居设备依赖手机app进行配网的现状,  使用户

摆脱了手机app配网的繁琐流程，进一步提高了智能设备配网的成功率,  给用户带来更便

捷舒适的智能家居生活。

[0048] 本发明提出了通过电视端帮助智能设备配网的概念,  通过在电视端新增了配网

按钮,  打破了传统手机厂商控制智能家居设备配网入口的局面,  为未来电视行业的发展

开辟全新的思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智能家居行业的快速发展。

[0049]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智能家居网关的配网方法及系统，所述方法包括：

电视端入网后接收触发指令进入智能网关模式，当扫描到智能设备端的热点时与所述热点

进行连接；电视端发送配网数据包给智能设备端，智能设备端接收后发送应答数据包通知

电视端已接收到配网数据；智能设备端根据配网数据进行联网,当联网成功后发送广播或

组播通知电视端已经配网成功；电视端通过局域网扫描智能设备端,  当扫描发现未绑定的

智能设备端后进行自动绑定。本发明将电视端作为智能家居网关，通过电视端的配网按钮

帮助智能设备进行快速准确配网，避免了对不同品牌智能设备的所属品牌的手机app的严

重依赖，简化了配网流程，整个配网过程简单方便，大大提高了智能设备入网的便利性和成

功率。

[0050] 当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方法中的全部或部分流程，

是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来指令相关硬件（如处理器，控制器等）来完成，所述的程序可存储

于一计算机可读取的存储介质中，所述程序在执行时可包括如上述各方法实施例的流程。

其中所述的存储介质可为存储器、磁碟、光盘等。

[0051] 应当理解的是，本发明的应用不限于上述的举例，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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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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