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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计算机控制系统 。本实用新型公开 了一种家居物联智能管理系统 ，包括家居物联系统智
能管理服务器 、控制装置 、家庭 内的功能部件 、家庭外 的职 能部 门服务器 、家庭外 的服务部 门服务器 ，所述
家居物联系统智能管理服务器分别与控制装置 、家庭 内的功能部件 、家庭外 的职 能部 门服务器 、家庭外 的服
务部 门服务器有线连接或无线连接 。本实用新型能及 时地 、集 中地控制家庭 内的功能部件 ，及 时地联络家庭
外 的职 能部 门、家庭外 的服务部 门，达到节约资源 ，明白消费 ，办事快捷 ，服务方便 ，确保安全 。



兄

家居物联智 能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 一种计算机控制系统。具体 涉及一种家居物联智

能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本实用新型作 出以前，家庭 内的各种功能部件不能很好的集 中管

理。与家庭外的职能部 门和服务部 门也不能很好地联系。其一是 由于

不 能对家用产 品及 时的控制，导致用 电、用水 、用热、用气的浪费。

其 二是 一旦家里有事不能及时迅速地联系有关部 门解决 ，有可能导致

出现不可弥补的损失。其三是现有家庭不具备在家办公 、购物、办事

的条件 。如不能实现工作 、购物、职能部 门、服务部 门等及 时信 息共

享和互动，不便于在家完成购物、工作 、办事等相关任务。

实用新型内容

本实用新型的 目的是提供 一种家居物联智 能管理系统，从而能及

时地 、集 中地控制家庭 内的功能部件 ，及 时地联络家庭外的职能部 门、

家庭外的服务部 门，达到节约资源，明白消费，办事快捷 ，服务方便 ,

确保安全。

为 了达到上述 目的，本实用新型有如下技术方案：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家居物联智 能管理系统，包括家居物联系统智

能管理服务器 、控制装置、家庭 内的功能部件 、家庭外的职能部 门服

务器 、家庭外的服务部 门服务器 ，所述家居物联系统智能管理服务器

分别与控制装置、家庭 内的功能部件 、家庭外的职能部 门服务器 、家

庭外的服务部 门服务器有线连接或无线连接。

其 中，所述控制装置包括手机 、电脑、遥控器 、车载装置。

其 中，所述家庭 内的功能部件包括燃气管路控制 电磁阀、自来水

管路控制电磁 阀、电路控制开关、热气管路控制电磁 阀、消防喷头控



制开关、家用 电器控制开关、门窗传感器 、摄像 头。

其 中，所述家庭外的职能部 门服务器包括公安部 门服务器 、消防

部 门服务器 、医疗机构服务器 、银行部 门服务器 、热力公 司服务器 、

燃气公 司服务器 、电力公 司服务器 、 自来水公 司服务器 。

其 中，所述家庭外的服务部 门服务器包括物业公 司服务器 、商场

超 巿服务器 、餐饮公 司服务器 、中介公 司服务器 。

其 中，所述家居物联系统智能管理服务器包括 内存单元、解码 电

路、数据处理单元、驱动电路、无线信 号发送接收单元、若干个触摸

控制显示屏 、网路接 口，所述数据处理单元分别与 内存单元、解码 电

路 、数据处理单元、驱动电路、无线信 号发送接收单元、若干个触摸

控制显示屏连接 ，所述触摸控制显示屏用于安装在墙面、桌面、冰箱

门、地面、炉具台面上。

由于采取 了以上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1、本实用新型能及 时地 、集中地控制家庭 内的功能部件 ，能在

家居 物联 系统智 能管理服务器 的触摸控制显示屏上直接 显示家庭 内

的功能部件 的使用情况，消耗 能源情况，做到明白消费、节约资源。

2、本实用新型能及 时地联络家庭外的职能部 门、家庭外的服务

部 门，能做到办事快捷 ，服务方便 ，确保安全。

3、本实用新型也 能把家庭 内不 同位置的触摸控制显示屏进行互

动连接 ，使信 息在家庭 内部共享，构建完整的家庭物联系统，从而给

家庭生活带来更多便捷。如可 以将触摸控制显示屏应用在墙壁 、桌面、

冰箱 门、房 门、地面、炉具台面等处，在家庭 的任何地方可 以对触摸

控制显示屏操作、互动、查看 、工作。

附图说明

图 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 的方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以下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但不用来 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



围。

参见图1, 本 实用新型的一种家居物联智 能管理系统，由家居物

联系统智能管理服务器 、控制装置、家庭 内的功能部件 、家庭外的职

能部 门服务器 、家庭外的服务部 门服务器组成，其 中，所述家居物联

系统智 能管理服务器分别与控制装置、家庭 内的功能部件 、家庭外的

职能部 门服务器 、家庭外的服务部 门服务器有线连接或无线连接。有

线连接包括 因特 网、有线电视网、电话 网、电线网。无线网包括无线

局域 网、移动通讯 网。

所述家居物联系统智 能管理服务器包括 内存单元、解码 电路、数

据处理单元、驱动电路、无线信号发送接 收单元、若干个触摸控制显

示屏、网路接 口，所述数据处理单元分别与 内存单元、解码 电路、数

据处理单元、驱动电路、无线信号发送接收单元、若干个触摸控制显

示屏连接，所述触摸控制显示屏用于安装在墙面、桌面、冰箱 门、地

面、炉具台面上。

所述控制装置包括手机 、电脑、遥控器 、车载装置。

所述家庭 内的功能部件包括燃气管路控制电磁 闽、自来水管路控

制 电磁 阀、电路控制开关、热气管路控制电磁 阀、消防喷头控制开关、

家用 电器控制开关、门窗传感器 、摄像头。

所述家庭外的职能部 门服务器包括公安部 门服务器 、消防部 门服

务器 、医疗机构服务器 、银行部 门服务器 、热力公 司服务器 、燃气公

司服务器 、电力公 司服务器 、自来水公 司服务器 。

所述家庭外的服务部 门服务器包括物业公 司服务器 、商场超市服

务器 、餐饮公 司服务器 、中介公 司服务器等为家庭服务的公 司。

本实用新型家居物联系统智能管理服务器是系统的心脏，通过它

实现系统信 息的釆集、信 息输入、信 息输 出、集 中控制、远程控制、

联动控制等功能。其功能一般包括家庭安防、医疗救助服务、消 防监

控救助、银联服务、可视对讲、远程抄表 、远程管线控制、家 电控制、



家庭信息服务、增值服务等其它控制。本实用新型可 以通过手机 、电

脑 、遥控器及车载装置控制家居物联系统智 能管理服务器进行远程遥

控 ，也可 以通过家居物联系统智 能管理服务器控制手机 、电脑、遥控

器及车载装置实现信 息交换 ，从而为主人提供更便捷 的服务功能。

本实用新型将家庭智 能化的所有功能集成起来 ，使家居物联系统

建立在一个统一的平 台之上。首先 ，实现家庭 内部 网络与外部 网络之

间的数据交互；其次，还要保证能够识别通过网络传输 的指令是合法

的指令 ，而不是 "黑客" 的非法入侵 。因此，本实用新型既是家庭信 息

的交通枢纽 ，又是信 息化家庭 的保护神。

本实用新型能把天然气、水 、电、热气的使用信 息经过无线传输

的方式，以消费金额的形 式，实时显示在触摸控制显示屏上，从而使

消费者对能源的使用做到明白消费，自觉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节约能

源。本实用新型取代现有的水 、电、燃气、热力表 ，实现几表合一的

功能，从而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资源。

本实用新型通过控制装置能实现远程遥控功能，能及 时地控制各

管路 的开关。为家庭安全提供有力的保障。

本实用新型与普通家居 的现有技术相 比，不仅具有传统的居住设

备 的控制功能，提供舒适安全 、高品位且宜人的生活空间，还 由现有

技术 的被动静止或分立控制结构转变为具有能动智 慧的工具，帮助家

庭与外部保持信 息交流畅通，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为各种能源

支 出节约资金。其基本 目标是将家庭 中各种与信 息相关的通信设备 ，

家用 电器和家庭保安装置，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连接到一个家庭

智 能化系统上进行集中的或者异地的监视、控制和家庭事务性管理，

保持这些家庭设施与住宅环境 的和谐与协调。

显然，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 明本实用新型所

作 的举例 ，而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上述说 明的基础上还可 以做 出其它不同形 式



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 。凡是属于本实

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所 引伸 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 处于本 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列。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家居物联智 能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家居物联系

统智 能管理服务器 、控制装置、家庭 内的功能部件 、家庭外的职能部

门服务器 、家庭外的服务部 门服务器 ，所述家居物联系统智 能管理服

务器分别与控制装置、家庭 内的功能部件 、家庭外的职能部 门服务器 、

家庭外的服务部 门服务器有线连接或无线连接。

2、按照杈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家居物联智 能管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控制装置包括手机 、电脑、遥控器 、车载装置。.

3、按照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家居物联智 能管理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家庭 内的功能部件包括燃气管路控制电磁 阀、自来水管路控

制电磁 阀、电路控制开关、热气管路控制电磁 闽、消防喷头控制开关、

家用 电器控制开关、门窗传感器 、摄像 头。

4、按照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家居物联智 能管理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家庭外的职能部 门服务器包括公安部 门服务器 、消防部 门服

务器 、医疗机构服务器 、银行部 门服务器 、热力公 司服务器 、燃气公

司服务器 、电力公 司服务器 、 自来水公 司服务器 。

5、按照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家居物联智 能管理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家庭外的服务部 门服务器包括物业公 司服务器 、商场超 巿服

务器 、餐饮公 司服务器 、中介公 司服务器。

6、按 照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家居物联智能管理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家居物联系统智 能管理服务器包括 内存单元、解码 电路、数

据处理单元、驱动电路、无线信 号发送接收单元、若干个触摸控制显

示屏 、网路接 口，所述数据处理单元分别与 内存单元、解码 电路、数

据处理单元、驱动电路、无线信 号发送接收单元、若干个触摸控制显

示屏连接 ，所述触摸控制显示屏用于安装在墙面、桌面、冰箱 门、地

面、炉具 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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