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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智能灯泡控制系统和控制方法

(57)摘要

一种智能灯泡控制系统和控制方法，所述智

能灯泡控制系统包括：智能电视机和智能灯泡，

通过无线网络连接，所述智能电视机用于向智能

灯泡发送控制指令，包括存储模块、设置模块和

控制模块，所述智能灯泡具有多种灯光颜色、亮

度和发光方式，用于根据智能电视发送的控制指

令进行调节，以配合智能电视的使用场景；其中：

所述存储模块用于存储灯光场景模式，所述灯光

场景模式对应于智能电视的使用场景；所述设置

模块用于根据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设置存

储模块中对应的灯光场景模式作为智能灯泡的

控制模式；所述控制模块用于根据已设置的灯光

场景模式，向智能灯泡发送控制指令。上述智能

灯泡控制系统能够丰富智能电视与智能灯泡之

间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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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灯泡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智能电视和智能灯泡，所述智能电视与智能灯泡之间通过无线网络连接，所述智能电

视用于向智能灯泡发送控制指令，包括存储模块、设置模块和控制模块，所述智能灯泡具有

多种灯光颜色、亮度和发光方式，用于根据智能电视发送的控制指令进行调节，以配合智能

电视的多种使用场景，所述多种使用场景包括欣赏电影、欣赏音乐、新闻阅读以及使用通信

社交软件；

其中：

所述存储模块用于存储灯光场景模式，所述灯光场景模式对应于智能电视的使用场

景；

所述设置模块用于判断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根据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设

置存储模块中对应的灯光场景模式作为智能灯泡的控制模式；

所述控制模块用于根据已设置的灯光场景模式，向智能灯泡发送控制指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灯泡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光场景模式包括自定

义灯光场景模式和默认灯光场景模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灯泡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存储模块还包括调整单

元，用于对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进行调整。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灯泡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电视还包括判断模

块，用于判断所述存储模块中是否存在与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相对应的自定义灯光场

景模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灯泡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模块还用于对智能

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内容进行解析获得场景信息，并根据所述场景信息和已设置的灯光场

景模式，向智能灯泡发送控制指令。

6.一种智能灯泡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提供智能电视和智能灯泡，所述智能电视与智能灯泡之间通过无线网络连接，所述智

能电视存储有灯光场景模式，所述灯光场景模式对应于智能电视的使用场景，所述智能灯

泡具有多种灯光颜色、亮度和发光方式；

判断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根据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设置对应的灯光场景

模式作为智能灯泡的控制模式；

根据已设置的灯光场景模式，向智能灯泡发送控制指令；

智能灯泡根据控制指令进行调节，以配合智能电视的多种使用场景，所述多种使用场

景包括欣赏电影、欣赏音乐、新闻阅读以及使用通信社交软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智能灯泡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光场景模式包括自定

义灯光场景模式和默认灯光场景模式。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智能灯泡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对自定义灯光场景模

式进行调整。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智能灯泡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判断是否存在与智能

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相对应的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若是，则设置对应的自定义灯光场景

模式作为智能灯泡的控制模式；若否，则设置对应的默认灯光场景模式作为智能灯泡的控

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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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智能灯泡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对智能电视的实际

使用场景内容进行解析获得场景信息，根据所述场景信息和已设置的灯光场景模式，向智

能灯泡发送控制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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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灯泡控制系统和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家居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能灯泡控制系统和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灯泡和智能电视在智能家居中是常见的两种智能设备，通常可以通过智能电

视对智能灯泡进行控制，以营造与智能电视播放内容相似的场景。

[0003] 目前，智能电视对智能灯泡的控制主要集中在定时、掩饰开关、对亮度和颜色的调

节。众所周知，智能电视本身应用广泛，可以欣赏电影、聆听音乐、浏览新闻等。如若仅仅把

智能电视当作智能灯泡简单的控制平台，这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发挥智能电视作为

内容欣赏媒介的优势。

[0004] 现有智能电视对智能灯泡的控制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从而智能灯泡在智能

电视的不同使用场景时能够营造更逼真的环境场景，提高用户体验。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智能灯泡控制系统和控制方法，提高智

能灯泡与智能电视之间的互动。

[000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灯泡控制系统，智能电视机和智能灯

泡，所述智能电视机与智能灯泡之间通过无线网络连接，所述智能电视机用于向智能灯泡

发送控制指令，包括存储模块、设置模块和控制模块，所述智能灯泡具有多种灯光颜色、亮

度和发光方式，用于根据智能电视发送的控制指令进行调节，以配合智能电视的使用场景；

其中：所述存储模块用于存储灯光场景模式，所述灯光场景模式对应于智能电视的使用场

景；所述设置模块用于根据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设置存储模块中对应的灯光场景模

式作为智能灯泡的控制模式；所述控制模块用于根据已设置的灯光场景模式，向智能灯泡

发送控制指令。

[0007] 可选的，所述灯光场景模式包括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和默认灯光场景模式。

[0008] 可选的，所述存储模块还包括调整单元，用于对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进行调整。

[0009] 可选的，所述智能电视还包括判断模块，用于判断所述存储模块中是否存在与智

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相对应的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

[0010] 可选的，所述控制模块还用于对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内容进行解析获得场景

信息，并根据所述场景信息和已设置的灯光场景模式，向智能灯泡发送控制指令。

[0011]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智能灯泡控制方法，包括提供智能电视和智能灯泡，所述智能

电视机与智能灯泡之间通过无线网络连接，所述智能电视存储有灯光场景模式，所述灯光

场景模式对应于智能电视的使用场景，所述智能灯泡具有多种灯光颜色、亮度和发光方式；

根据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设置对应的灯光场景模式作为智能灯泡的控制模式；根据

已设置的灯光场景模式，向智能灯泡发送控制指令；智能灯泡根据控制指令进行调节，以配

合智能电视的使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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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可选的，所述灯光场景模式包括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和默认灯光场景模式。

[0013] 可选的，还包括对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进行调整。

[0014] 可选的，还包括判断是否存在与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相对应的自定义灯光场

景模式，若是，则设置对应的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作为智能灯泡的控制模式；若否，则设置

对应的默认灯光场景模式作为智能灯泡的控制模式。

[0015] 可选的，还包括对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内容进行解析获得场景信息，根据所

述场景信息和已设置的灯光场景模式，向智能灯泡发送控制指令。

[0016] 本发明根据智能电视的实用场景来区分对智能灯泡的控制模式，从而在智能电视

的不同实用场景下，对智能灯泡进行不同的控制方式，从而丰富了智能电视与智能灯泡之

间的应用场景，从而使得智能灯泡在智能电视的不同使用场景时能够营造更逼真的环境场

景，提高用户体验。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一具体实施方式的智能灯泡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一具体实施方式的智能灯泡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一具体实施方式的智能灯泡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一具体实施方式的智能灯泡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一具体实施方式的智能灯泡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提供的智能灯泡的控制系统和控制方法的具体实施方式

做详细说明。

[0023] 请参考图1，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的智能灯泡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4] 所述智能灯泡控制系统包括：智能电视机110和智能灯泡120，所述智能电视机110

与智能灯泡120之间通过无线网络连接，所述智能电视机110用于向智能灯泡120发送控制

指令，包括存储模块111、设置模块112和控制模块113，所述智能灯泡120具有多种灯光颜

色、亮度和发光方式，用于根据智能电视110发送的控制指令进行调节，以配合智能电视的

使用场景。

[0025] 所述智能电视110包括存储模块111，所述存储模块111用于存储灯光场景模式，所

述灯光场景模式对应于智能电视的使用场景。

[0026] 智能电视的使用场景包括欣赏电影、欣赏音乐、新闻阅读、使用通信社交软件等使

用场景，相应的，灯光场景模式包括电影灯光模式、音乐欣赏模式、新闻阅读模式、通信社交

软件提醒模式等。不同灯光场景模式分别具有不同的智能灯泡控制策略，主要包括对智能

灯泡发光亮度、颜色和发光方式的控制。

[0027] 所述灯光场景模式包括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和默认灯光场景模式。

[0028] 所述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由用户自己设定，可以是在某一智能电视使用场景下用

户喜欢的智能灯泡的灯光效果，例如：欣赏电影的模式下，对应的电影灯光模式包括用户喜

欢的观影灯光和颜色，以及灯光是否与电影内容互动；也可以是与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

景中对应内容相匹配的灯光效果，例如：新闻阅读模式下，对重要新闻或突发性时间进行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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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提醒；音乐欣赏模式下，不同音乐类型对应不同颜色的灯光效果；通信社交软件提醒模式

下，当有未处理的邮件或消息时，智能灯泡产生呼吸灯效果提醒。

[0029]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所述存储模块包括调整单元，用于对自定义灯

光场景模式进行调整，包括增加或删除已存储的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对已存储的自定义

灯光场景模式内容进行修改。

[0030] 所述默认灯光场景模式对智能灯泡的控制方式为系统默认的模式，而不是由用户

自己设定的。

[0031] 所述设置模块112与存储模块111连接，根据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设置存储

模块111中对应的灯光场景模式作为对智能灯泡120的控制模式。例如，智能电视110的实际

使用场景为欣赏电影时，设置灯光场景模式中的电影灯光模式作为智能灯泡120的控制模

式。

[0032] 所述控制模块113，与设置模块112和智能灯泡连接，根据所述设置模块112设置的

灯光场景模式，向智能灯泡120发送控制指令。所述控制模块113与智能灯泡120之间可以通

过无线信号进行指令传输。

[0033]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控制模块113还用于对智能电视110的实际

使用场景内容进行解析获得场景信息，并根据所述场景信息113和已设置的灯光场景模式，

向智能灯泡120发送控制指令。例如：所述场景信息可以是播放电影时，电影画面的色调、亮

度等信息，控制模块同时根据所述场景信息113和已设置的灯光场景模式，向智能灯泡120

发送控制指令，从而使得对智能灯泡120的控制跟随电影内容发生变化，使智能灯泡120与

电影内容发生互动。

[0034] 所述智能灯泡120根据控制模块113发送的控制指令，调整其灯光颜色、亮度、发光

方式等特征，营造与智能电视110的使用场景相配合的环境，从而延伸智能电视110的试听

感受，从而提升用户体验。

[0035] 请参考图2，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的基础上，所

述智能灯泡控制系统还包括：分别与存储单元111、设置模块113连接的判断模块201。所述

判断模块201用于判断所述存储模块111中是否存在与智能电视110的使用场景相对应的自

定义灯光场景模式。所述设置模块113根据判断模块201的判断结果，对智能灯泡120的控制

模式进行设定，若存储模块111中不存在与智能电视110的使用场景相对应的自定义灯光场

景模式，则设置对应的默认灯光场景模式为智能灯泡120的控制模式；若存储模块111中存

在与智能电视110的使用场景相对应的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则设置该自定义灯光场景模

式为智能灯泡120的控制模式。

[0036]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还提供一种智能灯泡控制方法。

[0037] 请参考图3，为所述智能灯泡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38] 步骤S301：提供智能电视和智能灯泡，所述智能电视机与智能灯泡之间通过无线

网络连接，所述智能电视存储有灯光场景模式，所述灯光场景模式对应于智能电视的使用

场景，所述智能灯泡具有多种灯光颜色、亮度和发光方式。

[0039] 智能电视的使用场景包括欣赏电影、欣赏音乐、新闻阅读、使用通信社交软件等使

用场景，相应的，灯光场景模式包括电影灯光模式、音乐欣赏模式、新闻阅读模式、通信社交

软件提醒模式等。不同灯光场景模式分别具有不同的智能灯泡控制策略，主要包括对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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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发光亮度、颜色和发光方式的控制。

[0040] 所述灯光场景模式包括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和默认灯光场景模式。

[0041] 所述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由用户自己设定，可以是在某一智能电视使用场景下用

户喜欢的智能灯泡的灯光效果，例如：欣赏电影的模式下，对应的电影灯光模式包括用户喜

欢的观影灯光和颜色，以及灯光是否与电影内容互动；也可以是与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

景中对应内容相匹配的灯光效果，例如：新闻阅读模式下，对重要新闻或突发性时间进行灯

光提醒；音乐欣赏模式下，不同音乐类型对应不同颜色的灯光效果；通信社交软件提醒模式

下，当有未处理的邮件或消息时，智能灯泡产生呼吸灯效果提醒。

[0042] 用户可以随时对上述自定义的灯光场景模式进行调整，包括增加或删除已存储的

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对已存储的灯光场景模式内容进行修改等。

[0043] 所述默认灯光场景模式对智能灯泡的控制方式为系统默认的模式，而不是由用户

自己设定的。

[0044] 步骤S302：根据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设置对应的灯光场景模式作为智能灯

泡的控制模式。

[0045] 例如，当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为欣赏电影时，可以设置灯光场景模式中的电

影灯光模式作为智能灯泡的控制模式。

[0046]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步骤S302包括判断是否存在与智能电视的实际

使用场景相对应的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若是，则设置对应的自定义灯光场景模式作为智

能灯泡的控制模式；若否，则设置对应的默认灯光场景模式作为智能灯泡的控制模式。

[0047] 步骤S303：根据已设置的灯光场景模式，向智能灯泡发送控制指令。

[0048] 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方式中，步骤S303还包括：对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内容

进行解析获得场景信息，并根据所述场景信息和已设置的灯光场景模式，向智能灯泡发送

控制指令，从而使得发送的指令根据场景信息变化而发生变化，使得智能灯泡的灯光也随

着场景信息变化而变化。

[0049] 步骤S304：智能灯泡根据控制指令进行调节，以配合智能电视的使用场景。

[0050] 智能灯泡可以根据控制指令，调整灯光颜色、亮度、发光方式等特征，营造与智能

电视的使用场景相配合的环境，从而延伸智能电视的试听感受，从而提升用户体验。

[0051] 请参考图4，为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为欣赏电

影时，对智能灯泡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52] 智能电视中存储的与欣赏电影对应的灯光场景模式为电影灯光模式。

[0053] 步骤S401：由用户选择是否开启电影灯光模式。

[0054] 若否，则不对智能灯泡进行控制，直到结束观影。

[0055] 若是，则执行步骤S402判断是否存在自定义电影灯光模式，若是，则执行步骤

S403：进入自定义电影灯光模式，设置自定义电影灯光模式为智能灯泡的控制模式；若否，

则执行步骤S404：进入默认电影灯光模式，设置默认电影灯光模式作为智能灯泡的控制模

式，并对智能灯泡发送控制指令，对智能灯泡进行控制。

[0056] 所述自定义电影灯光模式可以是在观影时，用户喜欢的灯光和色调，默认电影灯

光模式可以是灯光调暗或关闭。用户可以对上述电影灯光模式进行调整。

[0057] 若执行步骤S403之后，进一步还可以继续执行步骤S405：用户判断是否接受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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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电影内容变化，若否，则在自定义灯光模式下继续播放电影同时对智能灯泡进行控制，直

到影片结束，执行步骤408：退出电影灯光模式，恢复正常灯光；若是，则执行步骤S406：响应

光影变化事件，具体的，对播放的影片进行解析获得影片内容的场景信息，主要是光影的变

化，并根据所述场景信息和已设置的灯光场景模式，向智能灯泡发送控制指令，从而使得发

送的指令根据场景信息变化而发生变化，使得智能灯泡的灯光也随着场景信息变化而变

化，从而相应光影变化事件。

[0058] 继续执行步骤S407：判断影片是否结束，若是则执行步骤S408：退出电影灯光模式

恢复正常灯光；若否，则继续执行步骤S402及后续步骤，直到影片结束，执行步骤S408，最终

结束观影。

[0059] 请参考图5，为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智能电视的实际使用场景为欣赏音

乐时，对智能灯泡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60] 智能电视中存储的与欣赏音乐对应的灯光场景模式为音乐欣赏模式。

[0061] 步骤S501：由用户选择是否开启音乐欣赏模式。

[0062] 若否，则不对智能灯泡进行控制，直到结束听音乐。

[0063] 若是，则执行步骤S502：判断自定义音乐欣赏模式是否存在，若是，则执行步骤

S503：进入自定义音乐欣赏模式，设置自定义音乐欣赏模式为智能灯泡的控制模式；若否，

则执行步骤S504：进入默认音乐欣赏模式，设置默认音乐欣赏模式作为智能灯泡的控制模

式，并对智能灯泡发送控制指令，对智能灯泡进行控制。

[0064] 所述自定义音乐欣赏模式可以是在听音乐时，用户自己喜欢的灯光亮度和色调；

默认音乐欣赏模式可以是使用与音乐内容标签，例如：流行、古典、爵士等相匹配的灯光。用

户可以对上述音乐欣赏模式进行调整。

[0065] 当音乐结束时，执行步骤S505，退出音乐欣赏模式，恢复正常灯光。

[0066] 在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智能电视还存储有与阅读新闻的实用场景相对

应的灯光场景模式，所述灯光场景模式为新闻阅读模式，所述新闻阅读模式下，等用户在浏

览新闻时，可以根据用户的选择，对重要新闻或突发性事件进行灯光提醒，例如：自然灾害

新闻，控制智能灯泡发出红、黄闪烁光。

[0067] 在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智能电视还存储有与使用通信社交软件的使用

场景相对应的灯光场景模式，所述灯光场景模式为通信社交软件提醒模式，在该模式下，当

用户有未处理的邮件或消息时，可以控制智能灯泡产生呼吸灯效果以提醒用户。

[0068] 上述智能灯泡的控制方法使得相互独立的智能电视和智能灯泡发生深层次互动，

丰富了智能设备彼此的应用场景，从而能够给用户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从而改善用户体

验。

[006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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