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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门磁以及智能门磁防盗报警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智能门磁防盗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智能门磁以及智能门磁防盗报警方法,智

能门磁包括磁柱和主机，所述磁柱内部有永久性

强磁铁，所述主机包括外壳、主机按钮、无线wifi

模块、锂电池、单片机和干簧管；本发明在原有的

门磁系统上进行了更加合理的改进，通过智能门

磁将整个局域网成员、安保人员联系到一起，局

域网成员能够及时的共同分享信息，共同监控家

庭安全信息，通过取消报警的操作取消报警，如

果遇上门磁意外打开等情况，可以及时的向外界

安保人员进行报警，并及时的将安保人员导航到

事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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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门磁防盗报警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智能门磁初始化，并在初始化过程中把自身设为AP模式，然后智能门磁内部程序向

外发送广播数据包，以此来传递自己的通讯地址；

2）、用户终端连接智能门磁产生的AP，在指定端口等待广播数据包；

3）、用户终端收到广播数据包后对消息进行响应，跟智能门磁进行连接；

4）、连接成功后，用户对智能门磁需要的参数进行设置；

5）、用户选择远程测试云端服务器，智能门磁关闭自身AP，用户终端和智能门磁同时使

用4）里面设置的参数依次和路由器、云端服务器建立连接；

6）、连接过程中出现不能访问云端服务器的异常，回到1）重新进行；

7）、用户终端和智能门磁正常访问到云端服务器时，在云端建立连接，测试正常结束；

8）、用户终端把参数上传至数据库；

9）、用户终端要求用户继续编辑智能门磁其它参数，编辑完成后保存到数据库，完成激

活操作；

10）、智能门磁报警，首先向局域网中报警，若此时有其它用户终端在同一个局域网中，

那么报警会被取消，若没有其它用户终端在局域网中，智能门磁组织数据包，数据包经过路

由器上传至云端服务器，向云端服务器报警，云端服务器收到报警后，转发给对应家庭组成

员, 云端服务器根据设备绑定的已经在线的用户进行推送；

11）、家庭组成员收到警报后手机会自动报警，用户终端收到推送后，在用户终端进行

报警，并弹出报警界面，用户进入报警界面后，选择查看报警详情，地图上显示报警的智能

门磁的位置以及家庭组成员的位置，进而选择取消报警或联系安保人员；

12）、若取消报警后，用户终端根据通信协议组织数据包，上传至云端服务器，云端服务

器把取消报警的内容推送至其它用户终端和智能门磁，其它用户终端收到解除报警信号，

设备不再报警，并提示是谁取消了报警；

13）、若联系安保人员，安保人员使用的APP收到报警后，地图上会自动确定智能门磁的

位置，出现导航界面，导航安保人员到报警的智能门磁附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门磁防盗报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3）中，地图上会显

现报警的智能门磁位置，安保人员实时行动位置以及各家庭组成员的位置。

3.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的智能门磁，其特征在于，智能门磁包括磁柱和主机，

所述磁柱内部有永久性强磁铁，所述主机包括外壳、主机按钮、无线wifi模块、锂电池、单片

机和干簧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门磁，其特征在于，干簧管被强磁触发，产生脉冲，单片机

把脉冲转换为数字信号，并根据通信协议进行组织数据包，通过无线wifi模块来与云端服

务器进行通讯。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门磁，其特征在于，主机设有呼吸灯、外壳下面设有充电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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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门磁以及智能门磁防盗报警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门磁防盗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智能门磁以及智能门磁防盗报

警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门磁开关主要由开关和磁铁两部分组成,开关部分由磁簧开关经引线连接，定型

封装而成，磁铁部分由对应的磁场强度的磁铁封装于塑胶或合金壳体内.当两者分开或接

近至一定距离后,引起开关的开断从而感应物体位置的变化。

[0003] 门磁系统是一种安全报警系统，分门磁和窗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较小的部件为

永磁体，内部有一块永久磁铁，用来产生恒定的磁场，较大的是门磁主体，它内部有一个常

开型的干簧管，当永磁体和干簧管靠得很近时(小于5毫米)，门磁传感器处于工作守候状

态，当永磁体离开干簧管一定距离后，处于常开状态。

[0004] 现有的门磁系统被广泛的应用到日常的防盗系统中，现有的门磁系统不具有智能

报警的功能，只能够起到简单的开关功能，并不能与现有的智能终端，如智能手机等进行有

机的结合，使整个家庭组在外出的时候时刻得知自己关闭门窗的情况，并且当有外人打开

门磁，闯入室内时，也不能够及时的进行报警，智能化程度较低。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中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智能门磁以及智

能门磁防盗报警方法，能够有效的防盗，实时得知室内门窗开闭情况，并及时的报警。

[0006] 本发明为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所述智能门磁防盗报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智能门磁初始化，并在初始化过程中把自身设为AP(热点)模式，然后智能门磁

内部程序向外发送广播数据包，以此来传递自己的通讯地址；

[0009] 2)、用户终端连接智能门磁产生的AP，在指定端口等待广播数据包；

[0010] 3)、用户终端收到广播数据包后对消息进行响应，跟智能门磁进行连接；

[0011] 4)、连接成功后，用户对智能门磁需要的参数(指定智能门磁需要连接的wifi的

ssid、pass；智能门磁的密码；智能门磁需要访问的服务器IP和端口号)进行设置；

[0012] 5)、用户选择远程测试云端服务器，智能门磁关闭自身AP，用户终端和智能门磁同

时使用4)里面设置的参数依次和路由器、云端服务器建立连接；

[0013] 6)、连接过程中出现不能访问云端服务器的异常，回到1)重新进行；

[0014] 7)、用户终端和智能门磁正常访问到云端服务器时，在云端建立连接，测试正常结

束；

[0015] 8)、用户终端把参数上传至数据库；

[0016] 9)、用户终端要求用户继续编辑智能门磁其它参数(智能门磁位置、用途、名称)，

编辑完成后保存到数据库，完成激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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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10)、智能门磁报警，首先向局域网中报警，若此时有其它用户终端在同一个局域

网中，那么报警会被取消，若没有其它用户终端在局域网中，智能门磁组织数据包，数据包

经过路由器上传至云端服务器，向云端服务器报警，云端服务器收到报警后，转发给对应家

庭组成员,云端服务器根据设备绑定的已经在线的用户进行推送；

[0018] 11)、局域网成员收到警报后手机会自动报警，用户终端收到推送后，在用户终端

进行报警，并弹出报警界面，用户进入报警界面后，可以选择查看报警详情，进而选择取消

报警或联系安保人员；

[0019] 12)、若取消报警后，用户终端根据通信协议组织数据包，上传至云端服务器，云端

服务器把取消报警的内容推送至其它用户终端和智能门磁，其它用户终端收到解除报警信

号，设备不再报警，并提示是谁取消了报警；

[0020] 13)、若联系安保人员，安保人员使用的APP收到报警后，地图上会自动确定智能门

磁的位置，出现导航界面，导航安保人员到报警的智能门磁附近。

[0021] 进一步优选，步骤11)中选择查看报警详情后，地图上显示报警的智能门磁的位置

以及局域网成员的位置，确认被异常入侵后，进而可以选择联系安保人员。

[0022] 进一步优选，步骤13)中，地图上会显现报警的智能门磁位置，安保人员实时行动

位置以及各局域网成员的位置。

[0023] 一种智能门磁，智能门磁包括磁柱和主机，所述磁柱内部有永久性强磁铁，所述主

机包括外壳、主机按钮、无线wifi模块、锂电池、单片机和干簧管。

[0024] 进一步优选，干簧管被强磁触发，产生脉冲，单片机把脉冲转换为数字信号，并根

据通信协议进行组织数据包，通过无线wifi模块来与云端服务器进行通讯。

[0025] 进一步优选，主机设有呼吸灯、外壳下面设有充电孔。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7] 本发明在原有的门磁系统上进行了更加合理的改进，通过智能门磁将整个局域网

成员、安保人员联系到一起，局域网成员能够及时的共同分享信息，共同监控家庭安全信

息，通过取消报警的操作取消报警，如果遇上门磁意外打开等情况，可以及时的向外界安保

人员进行报警，并及时的将安保人员导航到事发处。

附图说明

[0028] 图1本发明流程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做进一步描述：

[0030] 实施例1

[0031]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述智能门磁防盗报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1)、智能门磁初始化，并在初始化过程中把自身设为AP(热点)模式，然后智能门磁

内部程序向外发送广播数据包，以此来传递自己的通讯地址；

[0033] 2)、用户终端连接智能门磁产生的AP，在指定端口等待广播数据包；

[0034] 3)、用户终端收到广播数据包后对消息进行响应，跟智能门磁进行连接；

[0035] 4)、连接成功后，用户对智能门磁需要的参数(指定智能门磁需要连接的wifi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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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id、pass；智能门磁的密码；智能门磁需要访问的服务器IP和端口号)进行设置；

[0036] 5)、用户选择远程测试云端服务器，智能门磁关闭自身AP，用户终端和智能门磁同

时使用4)里面设置的参数依次和路由器、云端服务器建立连接；

[0037] 6)、连接过程中出现不能访问云端服务器的异常，回到1)重新进行；

[0038] 7)、用户终端和智能门磁正常访问到云端服务器时，在云端建立连接，测试正常结

束；

[0039] 8)、用户终端把参数上传至数据库；

[0040] 9)、用户终端要求用户继续编辑智能门磁其它参数(智能门磁位置、用途、名称)，

编辑完成后保存到数据库，完成激活操作；

[0041] 10)、智能门磁报警，首先向局域网中报警，若此时有其它用户终端在同一个局域

网中，那么报警会被取消，若没有其它用户终端在局域网中，智能门磁组织数据包，数据包

经过路由器上传至云端服务器，向云端服务器报警，云端服务器收到报警后，转发给对应家

庭组成员,云端服务器根据设备绑定的已经在线的用户进行推送；

[0042] 11)、局域网成员收到警报后手机会自动报警，用户终端收到推送后，在用户终端

进行报警，并弹出报警界面，用户进入报警界面后，可以选择查看报警详情，地图上显示报

警的智能门磁的位置以及局域网成员的位置，进而选择取消报警或联系安保人员；

[0043] 12)、若取消报警后，用户终端根据通信协议组织数据包，上传至云端服务器，云端

服务器把取消报警的内容推送至其它用户终端和智能门磁，其它用户终端收到解除报警信

号，设备不再报警，并提示是谁取消了报警；

[0044] 13)、若联系安保人员，安保人员使用的APP收到报警后，地图上会自动确定智能门

磁的位置，出现导航界面，导航安保人员到报警的智能门磁附近。

[0045] 其中，地图上会显现报警的智能门磁位置，安保人员实时行动位置以及各局域网

成员的位置。

[0046] 一种智能门磁，智能门磁包括磁柱和主机，所述磁柱内部有永久性强磁铁，所述主

机包括外壳、主机按钮、无线wifi模块、锂电池、单片机和干簧管，主机设有呼吸灯，外壳下

面设有充电孔，呼吸灯用来指示用户操作。

[0047] 工作时，单片机用来控制无线wifi模块工作和检测干簧管的开闭，干簧管被强磁

触发，产生脉冲，单片机把脉冲转换为数字信号，并根据通信协议进行组织数据包，通过无

线wifi模块来与云端服务器进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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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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