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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及

智能调节方法，属于灯具结构领域。本发明无线

距离感应智能灯组包括至少两个感应智能灯，所

述感应智能灯包括电源、MCU、LED驱动模块、LED

灯、人体感应模块，所述MCU分别与电源、LED驱动

模块、人体感应模块相连，还包括无线信号收发

装置，所述无线信号收发装置与MCU相连，当检测

到有人时，所述无线信号收发装置向外发送信

号，所述MCU能够根据无线信号收发装置收到的

周边的感应智能灯发送的无线信号强度调节LED

灯的亮度。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基于上述灯组的

调节方法。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简便、易用，设

置简单并且能够提供上佳的照明体验，同时实现

绿色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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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两个感应智能灯，所述感应智能

灯包括电源、MCU、LED驱动模块、LED灯、人体感应模块，所述MCU分别与电源、LED驱动模块、

人体感应模块相连，还包括无线信号收发装置，所述无线信号收发装置与MCU相连，当人体

感应模块检测到有人时，所述无线信号收发装置向外发送信号，所述MCU能够根据无线信号

收发装置收到的周边的感应智能灯发送的无线信号强度调节LED灯的亮度，当所述人体感

应模块检测到有人时，将所述LED灯的亮度设置为工作亮度，周边感应智能灯的亮度设置为

设定亮度范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拨码开关，所述

拨码开关设置在所述MCU和人体感应模块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其特征在于：所述拨码开关能够设置

的参数包括人体感应模块的时延和灵敏度。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其特征在于：所述人体感应

模块包括红外感应器、人体感应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

5.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亮度

为100％亮度，所述设定亮度范围为10％～50％亮度。

6.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的智能调节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开始；

S2：判断人体感应模块是否检测到有人，如果是，将感应智能灯设置为工作亮度，并通

过无线信号收发装置向周边广播发送本灯具检测到有人的无线信号包，然后执行步骤S3，

如果否，检测是否有周边灯具发送的无线信号包，如果是，检测无线信号强度，根据无线信

号强度设置灯具的亮度，如果没有检测到，关闭灯具，然后执行步骤S3；

S3：进入休眠，等待唤醒后执行步骤S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智能调节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执行前，还包括设置人

体感应模块的中断自动唤醒功能。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智能调节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3中，所述感应智能灯进

入休眠后，等待中断或者定时器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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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及智能调节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灯具结构，尤其涉及一种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还涉及一种无

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还涉及一种基于所述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的调节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照明领域中，人体感应传感器的应用比较普遍。通常会通过人体感应传感器来

控制一个灯具，或一个照明回路的开关。即，有人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灯具或这个回路，没人

的时候自动关闭这个灯具或这个回路。通过无线方式，以遥控器、手机APP等来控制一个灯

具或一个回路，也有比较普遍的应用。

[0003] 但是现有的将人体感应传感器和无线技术应用到照明灯具上的方式，存在一些问

题和不足。首先是应用场景比较单一，例如如一般人体感应传感器只能控制单个灯具或者

回路的开关，难以实现调光等较复杂的场景。而无线方式控制灯具，一般也只能控制单个灯

具，而且需要进行对码，操作比较复杂。在多个灯具应用中，多设备对码等操作设置过程更

繁琐。同时对于商业用途没有针对性的优化，难以显著提高商业用户的照明体验，不能快速

应用并进行大规模推广。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还提供了一

种基于所述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的调节方法。

[0005] 本发明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包括至少两个感应智能灯，所述感应智能灯包括电

源、MCU、LED驱动模块、LED灯、人体感应模块，所述MCU分别与电源、LED驱动模块、人体感应

模块相连，还包括无线信号收发装置，所述无线信号收发装置与MCU相连，当检测到有人时，

所述无线信号收发装置向外发送信号，所述MCU能够根据无线信号收发装置收到的周边的

感应智能灯发送的无线信号强度调节LED灯的亮度。

[0006] 本发明作进一步改进，还包括拨码开关，所述拨码开关设置在所述MCU和人体感应

模块之间。

[0007] 本发明作进一步改进，所述拨码开关能够设置的参数包括人体感应模块的时延和

灵敏度。

[0008] 本发明作进一步改进，所述人体感应模块包括红外感应器、人体感应传感器、超声

波传感器。

[0009] 本发明作进一步改进，当所述人体感应模块检测到有人时，将所述LED灯的亮度设

置为工作亮度，周边感应智能灯的亮度设置为设定亮度范围。

[0010] 本发明作进一步改进，所述工作亮度为100％亮度，所述设定亮度范围为10％～

50％亮度。

[001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基于所述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的调节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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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S1：开始；S2：判断人体感应器是否检测到有人，如果是，将感应智能灯设置为工作

亮度，并通过无线信号收发装置向周边广播发送本灯具检测到有人的无线信号包，然后执

行步骤S3，如果否，检测是否有周边灯具发送的无线信号包，如果是，检测无线信号强度，根

据无线信号强度设置灯具的亮度，如果没有检测到，关闭灯具，然后执行步骤S3；S3：进入休

眠，等待唤醒后执行步骤S2。

[0013] 本发明作进一步改进，在步骤S2执行前，还包括设置人体感应模块的中断自动唤

醒功能。

[0014] 本发明作进一步改进，在步骤S3中，所述感应智能灯进入休眠后，等待中断或者定

时器唤醒。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将人体感应传感器、无线信号强度检测、

灯具亮度控制等技术结合起来，对灯具亮度进行自动优化控制；简便、易用，设置简单并且

能够提供上佳的照明体验，同时实现绿色节能。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感应智能灯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方法流程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测试环境场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0] 如图1和图3所示，本发明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包括至少两个感应智能灯，所述

感应智能灯包括电源1、MCU(微控制器)2、LED驱动模块4、LED灯5、拨码开关6和人体感应模

块7，所述MCU  2分别与电源1、LED驱动模块4、拨码开关6相连，所述拨码开关6与人体感应模

块7相连，用来设置人体感应传感器的延时时间和灵敏度。此外，本发明感应智能灯还包括

无线信号收发装置3，所述无线信号收发装置3与MCU  2相连，当感应智能灯检测到有人时，

所述无线信号收发装置3向外发送信号，所述MCU2能够根据无线信号收发装置3收到的周边

的感应智能灯发送的无线信号强度调节LED灯的亮度。本例的无线信号收发装置3为无线天

线。

[0021] 本发明电源1负责将交流市电转换为MCU2等其他模块所需要的直流电。2是带无线

功能的MCU单片机处理控制模块；LED驱动模块4负责根据MCU  2的指令控制LED灯具的亮度；

人体感应模块7在感应到有人或人离开时通过中断方式通知MCU  2。

[0022] 本发明综合考虑商业场所，例如商场、办公楼、图书馆等场所的需求，在灯具控制

上集成人体感应和无线控制技术，并做到多灯具自动互相感应，以满足用户的需求。简便、

易用，设置简单并且能够提供上佳的照明体验，同时实现绿色节能。

[0023] 本例的人体感应模块包括红外感应器、人体感应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等。

[0024] 本发明当所述人体感应模块检测到有人时，将所述LED灯的亮度设置为工作亮度，

周边感应智能灯的亮度设置为设定亮度范围。所述工作亮度为100％亮度，所述设定亮度范

围为10％～50％亮度。当然，所述设定亮度范围也可以设置为其他亮度范围值。其中，收到

该信号的感应智能灯检测无线信号的强度，并根据强度设置本灯具的亮度；信号强度越强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06851902 B

4



则说明离有人的灯具越近，需要将亮度设置为较高；信号强度越弱则说明离有人的灯具越

远，需要将亮度设置为较低。当人体感应传感器没有感应到人，并且周边感应智能灯也没有

感应到人的存在时，则本感应智能灯自动关闭。在人移动的同时，所述感应智能灯的亮度也

在随之变化，从而在满足照明需求的同时，更加节能环保。

[0025] 如图2所示，本发明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能够根据人移动而自动调节亮度，具体

调节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6] S1：上电开始，设置人体感应模块的中断自动唤醒功能；

[0027] S2：判断人体感应器是否检测到有人，如果是，将感应智能灯设置为工作亮度，并

通过无线信号收发装置向周边广播发送本灯具检测到有人的无线信号包，然后执行步骤

S3，如果否，检测是否有周边灯具发送的无线信号包，如果是，检测无线信号强度，根据无线

信号强度设置灯具的亮度，如果没有检测到，关闭灯具，然后执行步骤S3；

[0028] S3：进入休眠，等待唤醒后执行步骤S2。本步骤中，所述感应智能灯进入休眠后，可

以通过人体感应模块的中断功能唤醒，也可以根据MCU的定时器功能唤醒。

[0029] 根据以上的软件和硬件的设计，本发明还搭建了如图3所示的测试环境进行验证。

图3中，测试环境长为30米，宽为20米。1-34为无线距离感应智能灯组，包括34个感应智能

灯，所述感应智能灯的序号分别为1-34。经测试，当人在测试环境中移动时，所述感应智能

灯能够按设计的功能工作。

[0030] 综合测试结果评估，本发明集成了人体感应和无线距离感应的感应智能灯具控制

模块，能够实现设计要求的目标，适合于用户的需求，设置简单，智能调光体验好，能够实现

自动智能灯具和人体互动、自动调光并实现绿色节能的目标，具备良好的推广可行性和市

场推广潜力。

[0031] 以上所述之具体实施方式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并非以此限定本发明的具体

实施范围，本发明的范围包括并不限于本具体实施方式，凡依照本发明所作的等效变化均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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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6

CN 106851902 B

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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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8

CN 106851902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