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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直 吹空调 的控 制方法 、装置 、存储介质及计 算机 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空调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装置、存储介质及计算机设备。

背景技术

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可根据其接受到的红外线判断一个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情况，即，其只能用

于确定出人员位于一个设定区域 内，无法确定出人员的具体位置 。由于其价格低廉，一般安装在门口，

用于生活的防盗报警，来客告知等。

同时，在现有的具有防直吹功能的空调上，往往需要确定出用户的具体位置，再通过用户的具体

位置，用户的身高等计算出空调的出风方向。若获取用户的具体位置，往往需要精度 比较高的传感器，

同时也会增加的制造成本。

发 明内容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通过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所获取的模糊的位置信

息，即可达到防直吹的效果，降低了制造成本。

为了对披露的实施例的一些方面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下面给出了简单的概括。该概括部分不是泛

泛评述，也不是要确定关键 / 重要组成元素或描绘这些实施例的保护范围。其唯一 目的是用简单的形

式呈现一些概念，以此作为后面的详细说明的序言。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例中，所述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当所述人员存在状态表征所述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所述设定区域与空

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高度、所述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

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根据所述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所述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

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包括：

根据所述第一距离和所述安装高度与所述设定人员高度的第一高度差，确定出所述设定方向与竖

直方向的第一角度；

根据所述第一角度确定出所述设定导风板角度。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距离包括：

所述设定区域的距离所述空调最近的边缘与所述空调之间的距离；或，

所述设定区域的距离所述空调最远的边缘与所述空调之间的距离；或，

所述设定区域的设定中心与所述空调之间的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距离包括：

所述空调在水平面的投影与所述设定区域之间的距离，或，所述空调与所述设定区域之间的直线

距离。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防直吹空调的控制装置 。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例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获取模块，用于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第一确定模块，用于当所述人员存在状态表征所述设定区域内存在人员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

和所述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高度、所述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

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控制模块，用于根据所述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第一距离和所述安装高度与所述设定人员高度的第一高度差，确定出所述设定方向与竖

直方向的第一角度，根据所述第一角度确定出所述设定导风板角度。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距离包括：

所述设定区域的距离所述空调最近的边缘与所述空调之间的距离；或，

所述设定区域的距离所述空调最远的边缘与所述空调之间的距离；或，

所述设定区域的设定中心与所述空调之间的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距离包括：

所述空调在水平面的投影与所述设定区域之间的距离，或，所述空调与所述设定区域之间的直线

距离。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方面，提供一种计算机设备。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计算机设备，包括存储器、处理器及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上并可被所述

处理器运行的程序，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时实现如前述的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四方面，提供一种存储介质。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存储介质其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当所述计算机程序被处理器执行

时实现前述的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

采用本发明实施例的有益效果是：基于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实现了防直吹的效果，降低了空调的制

造成本。当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设定区域内存在用户时，控制空调的导风板的角度，以使其送风方向与

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该设定偏向距离可保证人员处于空气的剧烈流动范围之外。

当人员在设定区域时，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最小距离也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例如控制空调向设

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一侧的方向送风时，若人员在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一侧，则人员与送

风方向之间的距离为最小距离，该最小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或，控制空调向设定区域的距离

空调最近的一侧的方向送风时，若人员在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近的一侧，则人员与送风方向之间的

距离为最小距离，该最小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当送风方向和人员之间的距离为设定偏向距离

时，人员可体验无风感，进一步地，当送风方向和人员之间的垂直距离大于设定偏向距离时，空调出

风 口必然不会吹到人员，从而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基础上实现了防直吹的效果，降低了空调的制造

成本。

应当理解的是，以上的一般描述和后文的细节描述仅是示例性和解释性的，并不能限制本发明。

附图说 明

此处的附图被并入说明书中并构成本说明书的一部分，示出了符合本发明的实施例，并与说明书

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的原理。

图 1 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检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 3 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检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 4 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网格状菲涅尔透镜的俯视示意图；



图 5 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和可转向的测距装置的结构示

意图；

图 6 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 7 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防直吹空调的控制装置的方框示意图；

图 8 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计算机设备的方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以下描述和附图充分地示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案，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践它们。其他

实施方案可以包括结构的、逻辑的、电气的、过程的以及其他的改变。实施例仅代表可能的变化。除

非明确要求，否则单独的部件和功能是可选的，并且操作的顺序可以变化。一些实施方案的部分和特

征可以被包括在或替换其他实施方案的部分和特征。本发明的实施方案的范围包括权利要求书的整个

范围，以及权利要求书的所有可获得的等同物。在本文中，各实施方案可以被单独地或总地用术语 “ 发

明” 来表示，这仅仅是为了方便，并且如果事实上公开了超过一个的发明，不是要 自动地限制该应用

的范围为任何单个发明或发明构思。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于将一个实体
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在任何实际的关系

或者顺序。而且，术语 “ 包括 ” 、 “ 包含 ” 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

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

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或者设备所 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 “ 包括一

个 ” 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本

文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

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对于实施例公开的方法、产品等而言，由于其与实施例公开的

方法部分相对应，所以描述的比较简单，相关之处参见方法部分说明即可。

关于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如图 1所示，其一般包括：

滤光片 11，用于形成设定频率的光通路；

热释 电敏感元件 12;

由场效应管等构成的前置放大 电路，该前置放大 电路的输入端与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输出端连接，

用于放大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输出电流；

与放大电路连接的引线 13，作为热释 电传感器的输出端；和，

用于封装上述部件的封帽 14。

其中，热释 电敏感元件类似于一个以热释 电晶体为 电介质的平板 电容器，该电介质的介电系数受

温度影响，当热释 电敏感元件两极之间的温度差出现变化时，导致热释 电敏感元件两极的电荷密度发

生改变，从而产生了电流。进一步地，热释 电敏感元件两极之间的温度之所以会发生变化，是因为热

释电敏感元件的一极接收到了变化的红外线，变化的红外线之间所差异的能量使得该极的温度发生变

化。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用于感应到设定区域中的红外线的变化，即，红外线热释 电传感器可检测到设

定区域中人员存在状态，却不能检测到人员在设定区域中的具体位置 。

在本文中，基于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的上述特征，在控制方法方面进行了改进，使得红外热释 电传

感器在防直吹空调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

如图 6 所示，在一种可选的实施例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

S601、通过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5602、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内存在人员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

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

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5603、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当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设定区域 内存在用户时，控制空调的导风板的角度，以使其送风方向与人员

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该设定偏向距离可保证人员处于空气的剧烈流动范围之外。当人

员在设定区域时，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最小距离也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例如控制空调向设定区

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一侧的方向送风时，若人员在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一侧，则人员与送风方

向之间的距离为最小距离，该最小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或，控制空调向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

最近的一侧的方向送风时，若人员在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近的一侧，则人员与送风方向之间的距离

为最小距离，该最小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当送风方向和人员之间的距离为设定偏向距离时，

人员可体验无风感，进一步地，当送风方向和人员之间的垂直距离大于设定偏向距离时，空调出风 口

必然不会吹到人员，从而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基础上实现了防直吹的效果，降低了空调的制造成本。

关于步骤：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人员存在状态包括人员存在

和人员不存在两种情况。可用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表征人员存在状态，例如，红外热释 电传

感器在未检测到人员时，其输出信号为低 电平，当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检测到人员时，其输出信号为高

电平；或者，当为检测到人员时，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输出高电平，当检测到人员时，红外热释电传感

器输出低 电平。每一个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具有设定的检测区域，该检测区域与地面/墙面之间可形成

一个封闭的区域，该封闭的区域为上述设定区域，或，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检测范围与地面/墙面相

交的平面为设定区域。当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检测的人员，即表明人员位于该设定区域 内。

关于步骤：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设定区域与空调

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

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当空调安装完成之后，空调的

安装高度即为定值，可由用户或安装/维护人员将空调的安装高度输入控制器中。

当设定区域为平面区域时，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包括：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近的边

缘与空调之间的距离，或，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边缘与空调之间的距离，或，设定区域的设定

中心与空调之间的距离。关于设定区域的设定中心与空调之间的距离，可以是设定区域的中心，可以

是设定区域的重心。当设定区域为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检测范围与地面/墙面之间相交的平面，且该

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设置在空调上时，该设定区域为一个椭圆形，其长轴的顶点与空调之间的距离，即

为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近的边缘与空调之间的距离，或，为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边缘与空调

之间的距离。

上述 内容在设定区域的角度解释了第一距离。在空间结构方面，可选地，第一距离包括：空调在

水平面的投影与设定区域之间的距离，或，空调与设定区域之间的直线距离。其中，空调在水平面的

投影与设定区域之间的距离，包括：空调在水平面的投影，与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近的边缘之间的

距离；或，空调在水平面的投影，与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边缘之间的距离；或，空调在水平面

投影，与设定区域的设定中心之间的距离。空调与设定区域之间的直线距离，包括：空调与设定区域

的距离空调最近的边缘之间的直线距离；或，空调与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边缘之间的直线距离 ;

或，空调与设定区域的设定中心之间的直线距离。在测量空调与设定区域之间的距离时，可将空调视

为一个点，将设定区域视为一个平面，通过上述对第一距离的解释，将点与平面之间的距离，转化为

点与点之间的距离，便于测量。

当空调向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近一侧方向送风时，上述步骤可实施为：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



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 ;

当空调向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一侧方向送风时，上述步骤可实施为：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

域内存在人员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

导风板角度。

关于设定人员高度，当仅利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人员存在状态时，一般无法获取所有使用空

调的人员的具体身高，此时，该设定人员身高可 由用户或安装人员/维护人员设置，设定人员高度与

所有使用空调的人员相关，可选地，设定人员高度用于表征所有使用空调的人员的最大身高，可保证

所有使用空调的人员均避免空调的直吹；或，设定人员高度用于表征所有使用空调的人员的平均身高，

空调的送风方向便不会偏离设定区域中的人员太远，可保证使用空调的所有人员的设定区域 内，均能

体验到较佳的调温效果。可选地，该设定人员高度为设定高度与预置高度之和，其中，设定高度可由

用户或安装人员/维护人员设置，通过加入预置高度，确保空调的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

于设定偏向距离，以实现防直吹的效果。

可选地，步骤：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

定导风板角度，包括：

根据第一距离和安装高度与设定人员高度的第一高度差，确定出设定方向与竖直方向的第一角度 ;

根据第一角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

上述步骤中的设定方向为空调出风方向的设定方向，即，空调的吹向设定方向。第一角度为 以竖

直方向为起点，设定导风板角度为 以空调关闭状态下，导风板的默认状态为起点，可见，第一角度和

和设定导风板角度之间的存在预设角度差，该预设角度差为空调在关机状态下，导风板的默认角度和

竖直方向之间的角度。故，步骤：根据第一角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可实施为：根据第一角度和

预设角度差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包括：以第一角度和预设角度差之和作为第一角度，或，以第一

角度和预设角度差之差作为第一角度。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得空调的出风方向指向人员的头顶上方，

空调的出风方向不会吹向人员的身体的任何部分，防直吹效果好。

在前文中关于第一距离的内容中可知，第一距离测量规则包括：空调与设定区域的水平距离，和，

空调与设定区域的直线距离。设定区域中的取点方式不同，第一距离还包括三种：空调与设定区域的

距离空调最近的边缘与空调之间的距离，和，空调与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边缘与空调之间的距

离，和，空调与设定区域的设定中心与空调之间的距离。

第一距离的测量规则之后，根据设定区域的三种不同的取点方式可获取三种不同的第一距离，根

据这三种不同的第一距离即可获取三种不同的设定导风板角度，进一步地，即可获取三种不同的偏向

距离，该偏向距离为空调的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垂直距离，提高设定人员高度，以保证上述三种不

同的偏向距离均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当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人员高度不变时，当第一距离为设

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近的边缘与空调之间的距离时，实际中空调的出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垂直距离为

第一偏向距离；当第一距离为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边缘与空调之间的距离时，实际中空调的出

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垂直距离与空调之间的距离我第二偏向距离；当第一距离为设定区域的设定中心

与空调之间的距离时，实际中空调的出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垂直距离为第三偏向距离。那么，第一偏

向距离小于第三偏向距离，第三偏向距离小于第二偏向距离。偏向距离越大，防直吹效果越好，同时，

调节设定区域中的温度的效果越差；偏向距离越小，防直吹效果越差，同时，调节设定区域中的温度

效果越好。

关于步骤：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在一般的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中，当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型号确定以后，其检测范围便己被确定，在此基础上，若该红外热释 电传

感器的安装位置再确定以后，则该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可以检测的区域便己确定，该红外热释 电传感



器可检测的该区域即为设定区域；在现有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中，还有通过改变其输入信号以调节其检

测范围的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

为了改变红外热释 电的检测范围，本文中的提出了一种可变焦的红外热释 电传感装置，如图 2 所

示。该装置包括驱动机构 2 1、透镜 22 和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10, 驱动机构用于驱动透镜，以改变透镜

与红外传感器的热释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驱动机构的动力源可以是伺服 电机、步进 电机、液压气

缸中的任意一个，驱动机构可通过螺杆、传动带中的人任意一个。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空调包括驱动机构、透镜和红外传感器，驱动机构用于驱动透镜，以

改变透镜与红外传感器的热释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

在此基础上，步骤：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内的人员存在状态，可实施为：

根据设定策略控制驱动机构以调节透镜与红外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

获取透镜与红外传感器之间的第四距离；

根据第四距离确定出设定区域。

可选地，上述设定策略为：透镜与红外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在设定的距离范围内，

或，调节透镜的移动速度为设定速度。

进一步地，在一种可选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

根据设定策略控制驱动机构以调节透镜与红外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

当通过红外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确定出存在人员时，获取透镜与红外传感器之间的第四距离；

根据第四距离确定出设定区域；

根据空调与设定区域的第一距离和空调的安装高度，或，空调与设定区域的第一距离、空调的安

装高度、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

离；

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当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设定区域 内存在用户时，控制空调的导风板的角度，以使其送风方向与人员

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该设定偏向距离可保证人员处于空气的剧烈流动范围之外。当人

员在设定区域时，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最小距离也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例如控制空调向设定区

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一侧的方向送风时，若人员在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一侧，则人员与送风方

向之间的距离为最小距离，该最小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或，控制空调向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

最近的一侧的方向送风时，若人员在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近的一侧，则人员与送风方向之间的距离

为最小距离，该最小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当送风方向和人员之间的距离为设定偏向距离时，

人员可体验无风感，进一步地，当送风方向和人员之间的垂直距离大于设定偏向距离时，空调出风 口

必然不会吹到人员，从而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基础上实现了防直吹的效果，降低了空调的制造成本。

关于步骤：当通过红外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确定出存在人员时，获取透镜与红外传感器之间的第四

距离，当驱动机构采用伺服 电机提供动力时，通过伺服 电机驱动器的反馈即可获取伺服 电机的转动的

角度，即可根据伺服电机转动的角度推算出在伺服 电机的驱动下，透镜所移动的距离；另外，在透镜

处于初始位置时，透镜与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为 己知距离，在该己知距离

的基础上，即可根据伺服电机转动的角度获取透镜与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之间的第四

距离。同样地，当驱动机构采用步进 电机提供动力时，根据步进 电机所接收的脉冲数量即可获取步进

电机所转动的角度，进而获取透镜与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的热释电敏感元件之间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根据第四距离确定出设定区域，包括：

根据第四距离确定出对应检测角度；

根据检测角度、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安装高度、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安装角度确定出设定区域。



随着透镜的移动，不同区域的红外线即可聚焦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上，红外热

释电传感器所能检测的区域的大小发生变化，主要体现为：第四距离越小，越大检测角度的景象可聚

焦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电敏感元件上，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所能检测的区域越大；第四距离越小，

越小角度的景象可聚焦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上，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所能检测的区域

越小。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安装位置确定以后，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与地面之间的距离为 己知定值，

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安装角度为 己知角度，再根据检测角度，利用三角函数即可确定出设定区域。通

过上述步骤，即可获取变化中的设定区域。应当理解的是，获取变化中的设定区域，包括获取设定区

的边界。

当设定区域为可变的区域后，第一距离即为可变的距离，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在步骤：根

据空调与设定区域的第一距离和空调的安装高度，或，空调与设定区域的第一距离、空调的安装高度、

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之前，

还包括：

根据设定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和空调的相对位置关系和设定区域确定出空调与设定区域的第一距

离。

可实时获取变化的第一距离，以便于获取更加准确的设定导风板角度，实现防直吹的效果。设定

区域的边界为 己知，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与空调的相对位置包括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与空调之间的距离，

和，红外热释电传感器与空调之间连线与参照线之间的角度，该参照线可为待调温空间中的任意水平

面上的一条直线。

当设定区域为 己知的不变的区域时，设定偏向距离无需变化即可实现防直吹的技术效果。当设定

区域为变化的区域时，例如设定区域的面积发生变化，若设定偏向距离不改变，存在空调的出风直吹

设定区域中的人员的情况，例如，当以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近的边缘的与空调之间的距离为第一距

离，且空调向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一侧方向送风时，在设定区域的面积增大时，空调的送风方

向存在指向设定区域的风险，若空调的送风方向指向设定区域，则设定区域的局部中，无法避免空调

直吹。本文中提出了对应的解决方案，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四距离与设定偏向距离反相关。

在设定区域的面积发生变化时，也能保证实现防直吹的技术效果。第四距离越大，则设定区域越大，

对应地，若想避免本段提及的上述技术 问题，需要增加设定偏向距离。

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中，热释 电敏感元件类似于一个以热释电晶体为电介质的平板 电容器，该电

介质的介 电系数受温度影响，当热释 电敏感元件两极之间的温度差发生变化时，导致热释 电敏感元件

两极的电荷密度发生改变，从而产生了电流。进一步地，热释 电敏感元件两极之间的温度之所 以会发

生变化，是因为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一极接收到了变化的红外线，变化的红外线之间所差异的能量使得

该极的温度发生变化。可见，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用于感应到设定区域中的红外线的变化，即，红外线

热释 电传感器可检测到设定区域中运动的人员。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

控制驱动机构，以使透镜与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在第一设定距离范围

内变动；

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当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

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上述驱动机构、透镜和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如图 2 中所示。上述第一设定距离与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

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相关，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指的是红外热释 电传



感器的热释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的热惯性，热释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的热惯性越大，热释 电敏感元件

的敏感度越低；热释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的热惯性越小，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的热惯性越高。红

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越高，第一设定距离越小；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

感元件的敏感度越低，第一设定距离越大。采用上述步骤，当设定区域中的人员静止时，也可实现防

直吹的技术效果。设定区域中的静止的人员，所辐射的红外线为恒定的红外线，当透镜与热释 电传感

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发生变动时，热释 电敏感元件上所聚焦的景象对应的区域发生变化，

即，同一区域所辐射的红外线，随着透镜与热释电传感器的热释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的改变，该红

外线通过透镜在热释电敏感元件上的聚焦位置发生偏移，从而改变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局部温度，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输出电流发生变化，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发生改变，即可检测到设定区域中静

止的人员。

一般情况下，若设定区域中存在人员，控制空调根据防直吹模式运行；若设定区域中不存在人员，

则控制空调根据默认模式运行，以实现调温的效果，或，若设定区域中不存在人员，则控制空调停止

运行，以实现节能。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控制驱动机构，以使透镜与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的热释电敏感元

件之间的距离在第一设定距离范围内变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包括：

在第二时间内，控制驱动机构持续运动；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第一人员存在状态；

在第三时间内，控制驱动机构始终静止；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第二人员存在状态；

根据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和第二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

通过上述步骤，可获取设定区域中真实的人员存在状态。在一些应用场景中，设定区域中存在红

外干扰源，例如设定区域中存在 电视机、冰箱等其他家用电器，这些家用 电器在使用过程中，温度会

升高，辐射出与人员所辐射的红外线近似的红外线，干扰了空调的识别过程。

在上述步骤中，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对应于设定区域中静止的类人体红外线辐射源，若设定区域中

存在类人体红外线辐射源，则第一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第二人员存在状态对应于设定区域中运

动的人员，若设定区域中存在运动的人员，在第二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根据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和第二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实际人员存

在状态，包括：

当第一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若第一时刻前第一时间段内，第二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

则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

第一时刻为确定出第一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的时刻。通过上述步骤，在设定区域中存在类人

体红外线辐射源时，实现智能判断实际人员存在状态，即，智能判断真实的人员存在状态，以对空调

进行准确的控制。当第二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包括两种情况：人员进入设定区域，和，人员

离开设定区域。若人员进入设定区域后，人员难以在设定区域 内始终不动，在第一时间段之内，人员

大概率地会移动，在人员移动前，空调始终运行与防直吹模式；若人员离开设定区域后，第一时间段

后，空调退出防直吹模式，根据默认模式运行或停止运行。上述在第一时间段，可以是人员集中注意

力的平均时间，故，在第一时间段之内，人员大概率地会移动。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在步骤：获取设定区域内的人员存在状态之前，还包括：

根据设定策略控制驱动机构以调节透镜与红外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

当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还包括：

获取透镜与红外传感器之间的第四距离；



根据第四距离确定出设定区域。

采用上述步骤，可在更大的范围内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

为了识别出设定区域中的静止的人员，还可采取以下实施方式：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

控制第二驱动机构，以使菲涅尔透镜在第二设定角度 内旋转；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

当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

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如图 3 所示，上述空调包括第二驱动机构 3 1、菲涅尔透镜 32 和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10, 菲涅尔透

镜的焦点位于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上，第二驱动机构用于驱动菲涅尔透镜旋转。上述

菲涅尔透镜为网格状菲涅尔透镜，如图 4 所示。

可选地，菲涅尔透镜在第二设定角度往复旋转。第二设定角度与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

元件的敏感度相关，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指的是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

敏感元件的敏感度的热惯性，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的热惯性越大，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越低 ;

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的热惯性越小，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的热惯性越高。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越高，第二设定角度越小；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

越低，第二设定角度越大。可选地，菲涅尔透镜在第二设定角度往复旋转。可选地，当第二设定角度

为 360 ° 时，则菲涅尔透镜成按照设定角速度持续旋转 （区别与上述往复旋转）。可选地，菲涅尔透

镜旋转的角速度与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正相关，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

敏感元件的敏感度越小，设定角速度越小；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敏感度越大，设定

角速度越大，以保证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的热释电敏感元件对变化的红外线产生对应的变化。

采用上述步骤，当设定区域中的人员静止时，也可实现防直吹的技术效果。设定区域中的静止的

人员，所辐射的红外线为恒定的红外线，在菲涅尔透镜旋转时，由于菲涅尔透镜为网格状菲涅尔透镜，

同一区域所辐射的红外线，会周期性地聚焦在该红外线通过透镜在热释 电敏感元件上，从而改变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局部温度，热释 电敏感元件的输出电流发生变化，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发生改

变，即可检测到设定区域中静止的人员。

一般情况下，若设定区域中存在人员，控制空调根据防直吹模式运行；若设定区域中不存在人员，

则控制空调根据默认模式运行，以实现调温的效果，或，若设定区域中不存在人员，则控制空调停止

运行，以实现节能。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控制第二驱动机构，以使菲涅尔透镜在第二设定角度 内旋转，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包括：

在第四时间内，控制第二驱动机构持续运动；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第一人员存在状态；

在第五时间内，控制第二驱动机构始终静止；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第二人员存在状态；

根据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和第二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

通过上述步骤，可获取设定区域中真实的人员存在状态。在一些应用场景中，设定区域中存在红

外干扰源，例如设定区域中存在 电视机、冰箱等其他家用电器，这些家用 电器在使用过程中，温度会

升高，辐射出与人员所辐射的红外线近似的红外线，干扰了空调的识别过程。

在上述步骤中，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对应于设定区域中静止的类人体红外线辐射源，若设定区域中



存在类人体红外线辐射源，则第一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第二人员存在状态对应于设定区域中运

动的人员，若设定区域中存在运动的人员，在第二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根据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和第二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实际人员存

在状态，包括：

当第一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若第一时刻前第一时间段内，第二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

则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

第一时刻为确定出第一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的时刻。通过上述步骤，在设定区域中存在类人

体红外线辐射源时，实现智能判断实际人员存在状态，即，智能判断真实的人员存在状态，以对空调

进行准确的控制。当第二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包括两种情况：人员进入设定区域，和，人员

离开设定区域。若人员进入设定区域后，人员难以在设定区域 内始终不动，在第一时间段之内，人员

大概率地会移动，在人员移动前，空调始终运行与防直吹模式；若人员离开设定区域后，第一时间段

后，空调退出防直吹模式，根据默认模式运行或停止运行。上述在第一时间段，可以是人员集中注意

力的平均时间，故，在第一时间段之内，人员大概率地会移动。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

通过静态感应的第一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的第一人员存在状态；

通过动态感应的第二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的第二人员存在状态；

当根据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和第二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

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

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静态感应的第一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指的是可感应设定区域中静止的红外线辐射源的装置，例如图

2 或图 3 所示的装置/空调上的装置 。动态感应的第二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指的是可感应设定区域中运动

的红外线辐射源的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

通过上述步骤，可获取设定区域中真实的人员存在状态。在一些应用场景中，设定区域中存在红

外干扰源，例如设定区域中存在 电视机、冰箱等其他家用电器，这些家用 电器在使用过程中，温度会

升高，辐射出与人员所辐射的红外线近似的红外线，干扰了空调的识别过程。

在上述步骤中，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对应于设定区域中静止的类人体红外线辐射源，若设定区域中

存在类人体红外线辐射源，则第一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第二人员存在状态对应于设定区域中运

动的人员，若设定区域中存在运动的人员，在第二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

关于步骤：根据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和第二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在一种可选的

实施方式中，该步骤包括：

当第一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若第一时刻前第一时间段内，第二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

则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

第一时刻为确定出第一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的时刻。通过上述步骤，在设定区域中存在类人

体红外线辐射源时，实现智能判断实际人员存在状态，即，智能判断真实的人员存在状态，以对空调

进行准确的控制。当第二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包括两种情况：人员进入设定区域，和，人员

离开设定区域。若人员进入设定区域后，人员难以在设定区域 内始终不动，在第一时间段之内，人员

大概率地会移动，在人员移动前，空调始终运行与防直吹模式；若人员离开设定区域后，第一时间段

后，空调退出防直吹模式，根据默认模式运行或停止运行。上述在第一时间段，可以是人员集中注意

力的平均时间，故，在第一时间段之内，人员大概率地会移动。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当根据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和第二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



态为设定区域 内不存在人员时，控制空调进入默认送风模式，或，控制空调关机。其中默认送风模式，

包括上下扫风、左右扫风等，可对设定区域 内的温度进行较佳的调节。当控制空调关机时，即可实现

节能。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还包括：

根据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确定出室内机的风机转速；

根据风机转速控制空调。

当待调温空间的空间较大时，空调送 出的风不易受到待调温空间的内壁的影响；当待调温空间的

空间较小时，空调送 出的风容易受到待调温空间的内壁的影响，导致空调送 出的风容易吹到人员身上，

虽然没有直接对设定区域的人员吹风，但是设定区域的人员还是被因待调温空间的内壁的阻挡而形成

的风吹到，降低了防直吹效果。采用上述步骤，依据第一距离调整室内风机的转速，保证了防直吹实

质的技术效果。

可选地，第一距离与风机转速正相关。可选地，步骤：根据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确定

出室内机的风机转速，包括：根据第一距离确定出对应的修正转速，根据修正转速和初始的风机转速

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关于修正转速，该修正转速与第一距离对应，可存储在数据库中，通过在数

据库中检索第一距离即可获取该修正转速。将初始的风机转速与修正转速做加/减运算，即可获取修

正后的风机转速。可选地，当第一距离大于设定距离时，在初始的风机转速的基础上加上修正转速，

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或，当第一距离大于设定距离时，修正转速为正数，初始的风机转速与修正

转速相加，即可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当第一距离小于设定距离时，在初始的风机转速的基础上减

去修正转速，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或，当第一距离小于设定距离时，修正转速为负数，初始的风

机转速与修正转速相加，即可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通过上述步骤，即可获取更加准确的风机转速。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调整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区域；

当人员存在状态的变化周期小于设定周期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的边沿与空调之间

的第六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

向距离；

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当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设定区域 内存在用户时，控制空调的导风板的角度，以使其送风方向与人员

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该设定偏向距离可保证人员处于空气的剧烈流动范围之外。当人

员在设定区域时，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最小距离也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例如控制空调向设定区

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一侧的方向送风时，若人员在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一侧，则人员与送风方

向之间的距离为最小距离，该最小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或，控制空调向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

最近的一侧的方向送风时，若人员在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近的一侧，则人员与送风方向之间的距离

为最小距离，该最小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当送风方向和人员之间的距离为设定偏向距离时，

人员可体验无风感，进一步地，当送风方向和人员之间的垂直距离大于设定偏向距离时，空调出风 口

必然不会吹到人员，从而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基础上实现了防直吹的效果，降低了空调的制造成本。

另外，采用上述步骤，还提高了所获取的设定区域的边沿与空调之间的第六距离的准确性。

上述第六距离为前文中的第一距离的实施方式之一，其获取方式与获取对应的第一距离的实施方

式相同。上述调整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区域，包括 以下实施方式：调整透镜与热释电敏感元

件之间的距离，调整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检测方向 （例如该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为可转动的红外热释 电

传感器 ）。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调整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区域，包括：

控制可转向的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驱动机构，以移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区域；或，

控制驱动透镜的驱动机构，以调整透镜与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的热释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调整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区域，包括：

根据第一趋势调整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区域；

当人员存在状态变化时，根据与第一趋势相反的第二趋势调整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区域

以便于保证人员位于设定区域的边缘处，提高所获取的第六距离的准确性。上述第一趋势和第二

趋势均为设定区域改变的趋势，包括：当移动设定区域时，移动设定区域的方向的趋势；和，当调整

设定区域的面积时，增加或减小设定区域的面积的趋势。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根据第一趋势调整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区域之后，若

人员存在状态在第六时间后未发生变化，则根据第二趋势调整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区域。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当第一趋势和第二趋势切换，降低调整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

区域的速度，便于快速地使得人员位于设定区域的边界，即，快速地使得人员存在状态发生周期性变

云力。

上述人员存在状态发生周期性变动，包括：人员存在状态的变动周期，小于等于设定周期。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空调包括可转向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和可转向测距装置，控制方法包括 :

控制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根据设定搜索策略搜索待调温区域 内的所有区域；

通过可转向热释电红外传感器获取人员所在的第一区域；

通过可转向测距装置获取第一区域的移动的人员与空调的第三距离；

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第三距离，或，空调的安装高度、第三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

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上述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 5 1和可转向测距装置 52 如图 5 所示。通过上述步骤，可获得人员

的具体位置，进而确定出更加准确的设定导风板角度，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位置在相对固定的

偏向距离，在保证防直吹效果的基础上，还能提高调节温度的能力，用户具有较佳的使用体验。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空调的安装高度、第三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

度，包括：根据第三距离和安装高度与设定人员高度的第一高度差，确定出设定方向与竖直方向的第

一角度，根据第一角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

根据图 5 可知，该可转向红外热释电传感器为水平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即，该可转向红外热

释电传感器的旋转面为水平面。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通过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人员所在的第一区域之后，

包括：

调整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检测区域；

当人员存在状态的变化周期小于设定周期时，通过可转向测距装置获取第一区域的移动的人员与

空调的第三距离。

通过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初步获取人员的位置，便于可转向测距装置快速寻找到人员。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调整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检测区域，包括：

根据第一趋势调整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检测区域；

当人员存在状态变化时，根据与第一趋势相反的第二趋势调整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检测区

通过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初步获取人员的位置，人员的位置即为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



检测区域的边缘。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通过可转向测距装置获取第一区域的移动的人员与空调的第三

距离，包括：
获取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第一旋转角度；

根据第一旋转角度确定出可转向测距装置的第二旋转角度；

根据第二旋转角度控制可转向测距装置旋转。

采用上述步骤，可转向测距装置可快速寻找到人员并进行测距。可转向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的检测

角度为 己知角度，根据第一旋转角度和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检测角度即可确定出第二旋转角度。

可选地，第一旋转角度加上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检测角度，以获取第二旋转角度；可选地，第

一旋转角度减去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检测角度，以获取第二旋转角度。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

通过两个或多个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获取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

当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依次表征存在人员时，根据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

在状态确定出人员运动状态；

根据人员运动状态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

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

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

定偏向距离；

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上述人员的运动状态指的是人员移动速度的快慢，在普遍情况下，当人员移动速度快时，人员可

承受较大速度的风；当人员的移动速度慢时，人员可承受较小速度的风，上述 “ 人员移动速度快 ” 和

“ 人员移动速度慢 ” 相对，上述 “ 较大速度的风 ” 和 “ 较小速度的风 ” 是相对的。若人员移动速度慢，

而设定偏向距离较小，则人员将感受到较大强度的风。在上述步骤中，可根据人员的移动速度获取对

应的设定偏向距离，以使得人员感受到可承受范围内的风，当人员处于移动状态时，仍可实现较佳的

防直吹效果。

关于步骤：通过两个或多个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在一种

可选的实施方式，每一个设定区域对应着两个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一个为静态感应的红外热释 电传感

器，另一个为动态感应的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

关于：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依次表征存在人员，每个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均对应一

个设定区域，不同的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所对应的设定区域之间相邻，或，交叉。每个传感器均可获取

其对应的设定区域中的人员存在状态，例如第三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用于获取第三设定区域的第三人员

存在状态，第四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用于获取第四设定区域的第四人员存在状态，当第三人员存在状态

由人员存在变化为人员不存在，对应地，第四人员存在状态 由人员不存在变化为人员存在，上述变化

状态即为第三设定区域的第三人员存在状态和第四设定区域的第四人员存在状态依次表征存在人员。

关于步骤：根据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人员运动状态，此时，两个或多个设

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 己经依次表征人员存在，那么，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的切换时

间与人员的运动状态相对应。其中，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的切换时间，指的是有一个

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切换至另一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所需要的时

间。仍 以第三设定区域和第四设定区域为例，在第三设定区域的第三人员存在状态和第四设定区域的

第四人员存在状态切换前，其状态为：第三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第四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不存

在，在切换的状态为：第三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不存在，第四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由上述切换



前的状态，变为上述切换后的状态，所需的时间，即为切换时间。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所检测的设定

区域的面积和位置均为发生改变时，该切换时间越短，则人员的移动速度越快，该切换时间越长，则

人员的移动速度越慢。

可选地，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之间的切换时间与设定偏向距离正相关。便于确定

出适当的设定偏向距离，使人员体验到较佳的风感。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根据人员运动状态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包括：

通过测距装置获取人员与空调之间的第三距离；

根据第三距离和人员运动状态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

通过上述步骤可获取准确的设定偏向距离，第三距离越大，设定偏向距离越大，提高防直吹的效

果。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

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获取人员身份信息；

根据人员身份信息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

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

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

定偏向距离；

根据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不同人员对风的敏感度不同，所能承受的风的强度不同。在上述步骤中，人员身份信息与人员所

能承受的风的强度相对应，人员所能承受的风的强度与设定偏向距离相对应，故，人员身份信息与设

定偏向距离相对应，上述对应关系可预先存储在对应的数据库中，进而，可根据人员身份信息确定出

对应的设定偏向距离。

通过上述步骤，一方面保证了空调具有防直吹的效果，还能在防直吹的基础上使得人员体验到较

佳的风感。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获取人员身份信息，包括：

通过深度传感器获取人员的面部信息；

根据面部信息确定出人员身份信息。

上述深度传感器为可获取三维信息的传感器，区别与获取平面图像信息的传感器。该深度传感器

可以为飞行时间传感器，可以为包括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阵列的传感器。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根据人员身份信息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包括：

根据人员身份信息确定出初始偏向距离；

获取空调室内机的风机转速；

根据风机修正初始偏向距离，获取设定偏向距离。

可选地，设定偏向距离与风机转速正相关。在修正初始偏向距离时，风机转速与修正距离相对应，

将初始偏 向距离与修正距离做加/减运算，即可获取设定偏 向距离。可选地，当风机转速大于第一设

定转速时，在初始偏向距离的基础上加上修正距离，以获取设定偏向距离，或，当风机转速大于第一

设定转速时，修正距离为正数，初始偏向距离与修正距离相加，即可获取设定偏向距离；当风机转速

小于第一设定转速时，在初始偏向距离的基础上减去修正距离，以获取设定偏向距离，或，当风机转

速小于第一设定转速时，修正距离为负数，初始偏向距离与修正距离相加，即可获取设定偏向距离。

可选地，风机转速与第一设定转速的差值与修正距离的绝对值正相关。通过上述步骤，即可获取更加

准确的设定偏向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获取设定区域 内人员数量信息；

根据人员数量信息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

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

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

定偏向距离；

根据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关于以下情境：多个人员同时使用空调，即设定区域内存在多个人员，与设定区域 内存在一个人

员相 比，多个人员之间彼此互相遮挡，降低了空调对设定区域的送风效果，同时降低了空调对设定区

域的调温效果。在上述步骤中，在对空调进行防直吹的控制时，顾及人员数量对设定区域的送风效果

的影响，在实现了防直吹效果的基础上，降低了人员数量对设定区域的送风效果的影响，设定区域的

人员可体验到较佳的风感。

关于步骤：根据人员数量信息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该步骤包括 :

确定出人员数量所在的数量等级；

根据数量等级确定出对应的设定偏向距离。

即，数量等级为预置的数量等级，每个数量等级对应一个数量范围，当人员数量 己知后，即可判

断出该人员数量所在的数量范围，从而获取与该数量范围对应的数量等级。每一个数量等级均对应于

一个设定偏向距离，其对应关系可存储在对应的数据库中，即可根据数量等级确定出对应的设定偏向

距离。

可选地，数量等级所表征的人员数量越多，该数量等级对应的数量范围越大。例如，数量等级包

括第一数量等级、第二数量等级和第三数量等级，第一数量等级所对应的第一数量范围为 ［1,2］，第二

数量等级所对应的第二数量范围为 ［3,6］，第三数量等级所对应的第三数量范围为 ［7, 14］。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根据人员数量信息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包括：

根据人员数量信息确定出初始偏向距离；

获取空调室内机的风机转速；

根据风机修正初始偏向距离，获取设定偏向距离。

可选地，设定偏向距离与风机转速正相关。在修正初始偏向距离时，风机转速与修正距离相对应，

将初始偏 向距离与修正距离做加/减运算，即可获取设定偏 向距离。可选地，当风机转速大于第一设

定转速时，在初始偏向距离的基础上加上修正距离，获取设定偏向距离，或，当风机转速大于第一设

定转速时，修正距离为正数，初始偏向距离与修正距离相加，即可获取设定偏向距离；当风机转速小

于第一设定转速时，在初始偏向距离的基础上减去修正距离，以获取设定偏向距离，或，当风机转速

小于第一设定转速时，修正距离为负数，初始偏向距离与修正距离相加，即可获取设定偏向距离。可

选地，风机转速与第一设定转速的差值与修正距离的绝对值正相关。通过上述步骤，即可获取更加准

确的设定偏向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根据第二时刻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或，室内风机

的设定风机转速和设定偏向距离；

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

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或，设定导风板角度和设定风机转速控制空调。

上述步骤中的第二时刻为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中的人员存在状态的时刻。即，通过红

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内的人员存在状态时，记录此时的第二时刻。在不同时间，人员对于防

直吹效果的要求不同，例如在睡眠时，需要加强防直吹的效果，确保人员不会感受到风；在工作学习

时间，人员可以承受轻微的风吹，此时不需要在睡眠时所要求的防直吹效果，可适当的使人员感受到

风，以调节人员对于温度的感受，通过上述步骤，纳入时间因素对防直吹效果的需求的影响，提高了

防直吹空调的智能化效果，可更加契合地应用于不同的时间。进一步地，步骤：根据第二时刻确定出

设定偏向距离，或，室内风机的设定风机转速和设定偏向距离，包括：

根据第二时刻确定出对应的设定时间段，根据对应的设定时间段确定出对应的设定偏向距离，或，

室内风机的设定风机转速和设定偏向距离。设定时间段与设定偏向距离具有映射关系，或，设定时间

段与设定风机转速和设定偏向距离均有映射关系，二者间的映射关系可存储在对应的数据库 内。

步骤：根据第二时刻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或，室内风机的设定风机转速和设定偏向距离，考虑

到了人员在不同时刻对于防直吹效果的需求，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该步骤实施为：根据第二时

刻和待调温空间的场景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或，室内风机的设定风机转速和设定偏向距离。其待调

温空间的场景即为应用空调的具有特征的地点，例如，该待调温空间的场景包括：走廊、会议室、健

身室、办公室、客厅、厨房、卧室等需要调温的地点。每个场景包括对应于多个时刻的设定偏向距离，

该对应关系可存储在数据库中。顾及了人员在不同场景下对于防直吹效果的需求，保证防直吹空调的

可更具针对性的应用。

关于步骤：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

该步骤可实施为：

通过静态感应的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的第一人员存在状态；

通过动态感应的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的第二人员存在状态；

根据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和第二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

其中，可选地，静态感应的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和动态感应的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为同一个红外热

释电传感器，或，静态感应的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和动态感应的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红

外热释 电传感器。

关于步骤：根据第二时刻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或，室内风机的设定风机转速和设定偏向距离，

可选地，当获取设定区域的人员身份信息时，该步骤可实施为：据第二时刻和人员身份信息确定出设

定偏向距离，或，室内风机的设定风机转速和设定偏向距离；可选地，当获取设定区域的人员数量信

息时，该步骤可实施为：据第二时刻和人员数量信息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或，室内风机的设定风机

转速和设定偏向距离；当获取设定区域人员的运动状态时，该步骤可实施为：据第二时刻和人员身份

信息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或，室内风机的设定风机转速和设定偏向距离。在该步骤的上述实施方式

中，其均可在数据库中存储具有对应信息的数据。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 :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包括：

通过两个或多个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获取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

对应地，在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的步骤中，包括：

当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依次表征存在人员时，根据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

在状态确定出人员运动状态；

根据人员运动状态和第二时刻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

人员在特定时刻的运动状态大概率地代表着人员特定的生活状态，生活状态包括离家状态、归家

状态、休息状态、娱乐状态、睡眠状态等。通过上述步骤中，可获取人员的生活状态，再根据生活状



态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人员即可体验到不同的防直吹效果。

关于步骤：根据人员运动状态和第二时刻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该步

骤包括：

获取设定区域在待调温空间中的相对位置；

根据相对位置和人员运动状态确定出人员移动轨迹；

根据人员移动轨迹和第二时刻确定出预设控制模式；

在预设控制模式中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

在待调温空间中，当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安装好之后，该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仅能检测预期安装位置

相对应的待调温空间中的部分区域，即，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安装好之后，设定区域在空间的位置为

己知位置 。可选地，该相对位置为待调温控制空间中的特征位置，例如待调温空间为 A 空间，特征位

置包括：A 空间与室外环境的连接位置、A 空间与 B 空间 （除 A 空间之外的其他空间）的连接位置、

A 空间中的电视位置、A 空间中的沙发位置等。在第二时刻的人员在 A 空间内/外的不同的特征位置

之间的移动轨迹，即可反映人员的生活状态，例如人员在看 电视。为了使人员获得较佳的使用体验，

人员的生活状态均对应着一个预设控制模式，在该预设控制模式中，具有对于与该生活状态的设定温

度、设定风速、防直吹效果等级等，在该预设控制模式下，空调为用户的当前的生活状态营造了较佳

的空气环境。在预设控制模式中，以不同的设定偏向距离表征防直吹效果等级。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获取设定区域的亮度信息；

根据人员存在状态和亮度信息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

当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存在人员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

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当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设定区域 内存在用户时，控制空调的导风板的角度，以使其送风方向与人员

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该设定偏向距离可保证人员处于空气的剧烈流动范围之外。当人

员在设定区域时，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最小距离也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例如控制空调向设定区

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一侧的方向送风时，若人员在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一侧，则人员与送风方

向之间的距离为最小距离，该最小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或，控制空调向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

最近的一侧的方向送风时，若人员在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近的一侧，则人员与送风方向之间的距离

为最小距离，该最小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当送风方向和人员之间的距离为设定偏向距离时，

人员可体验无风感，进一步地，当送风方向和人员之间的垂直距离大于设定偏向距离时，空调出风 口

必然不会吹到人员，从而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基础上实现了防直吹的效果，降低了空调的制造成本。

关于步骤，根据人员存在状态和亮度信息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

该步骤包括：当人员存在状态为存在人员时，若亮度信息大于设定亮度，则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存在

人员。即可准确地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当亮度信息为 自然光亮度时，在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之前，还包括：

根据亮度信息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当亮度信息为 自然光亮度时，该亮度信息即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当前的第二时刻。

在步骤：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时，记录第二时刻；对应地，当

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存在人员时，在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之前，还包括：根据第二时刻确定出设定

偏向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空调包括如图 5 中所示的可转向测距装置

5 1，其控制方法包括：

通过可转向测距装置获取调温空间的面积信息；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根据面积信息修正室内机的风机转速；

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

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修

正后的设定偏向距离；

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和修正后的风机转速控制空调。

当待调温空间的空间较大时，空调送 出的风不易受到待调温空间的内壁的影响；当待调温空间的

空间较小时，空调送 出的风容易受到待调温空间的内壁的影响，导致空调送 出的风容易吹到人员身上，

虽然没有直接对设定区域的人员吹风，但是设定区域的人员还是被因待调温空间的内壁的阻挡而形成

的风吹到，降低了防直吹效果。采用上述步骤，依据待调温空间的面积调整室内风机的转速，保证了

防直吹实质的技术效果。

关于步骤：通过可转向测距装置获取调温空间的面积信息，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该步骤包

括：

根据第一设定策略控制可转向测距装置旋转；

当满足设定条件时，获取三个或多个特征距离，并记录三个或多个特征角度；

根据三个或多个特征距离，和，三个或多个特征角度获取面积信息。

关于步骤：根据第一设定策略控制可转向测距装置旋转，其第一设定策略，包括可转向测距装置

的旋转速度，可转向测距装置的最大旋转角度以及可转向测距装置的初始位置 。例如，控制可转向测

距装置 自最左端旋转至最右端，或，控制可转向测距装置 自最右端旋转至最左端。在第一设定策略下，

可转向测距装置在其可旋转角度 内旋转一遍或多遍。

关于步骤：当满足设定条件时，获取三个或多个特征距离，并记录三个或多个特征角度，该设定

条件为：在可转向测距装置所获取的距离的变化中，出现局部极值，该局部极值包括局部最大值和局

部最小值。上述特征角度为当满足设定条件时，可转向测距装置的旋转角度 （以可转向测距装置的初

始位置为起点），或，可转向测距装置的当前角度 （以空调所在的墙面等为起点）。当出现局部最小

值时，记录第一特征距离和第一特征角度；当出现局部最大值时，记录第二/第三特征距离和第二/第

三特征角度。

关于步骤：根据面积信息修正风机转速，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该步骤包括：

根据面积信息确定出对应的修正转速；

根据修正转速和初始的风机转速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

在上述步骤中，可选地，面积信息所表征的面积与风机转速正相关。在此基础上，关于修正转速，

该修正转速与面积信息对应，可存储在数据库中，通过在数据库中检索面积信息即可获取该修正转速。

将初始的风机转速与修正转速做加/减运算，即可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可选地，当面积信息大于

设定面积时，在初始的风机转速的基础上加上修正转速，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或，当面积信息大

于设定面积时，修正转速为正数，初始的风机转速与修正转速相加，即可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当

面积信息小于设定面积时，在初始的风机转速的基础上减去修正转速，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或，

当面积信息小于设定面积时，修正转速为负数，初始的风机转速与修正转速相加，即可获取修正后的

风机转速。通过上述步骤，即可获取更加准确的风机转速。

在一种可选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空调包括万向测距装置，控制方法包括：



通过万向测距装置获取调温空间的体积信息；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根据体积信息修正室内机的风机转速；

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

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修

正后的设定偏向距离；

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和修正后的风机转速控制空调。

当待调温空间的空间较大时，空调送 出的风不易受到待调温空间的内壁的影响；当待调温空间的

空间较小时，空调送 出的风容易受到待调温空间的内壁的影响，导致空调送 出的风容易吹到人员身上，

虽然没有直接对设定区域的人员吹风，但是设定区域的人员还是被因待调温空间的内壁的阻挡而形成

的风吹到，降低了防直吹效果。采用上述步骤，依据待调温空间的体积调整室内风机的转速，保证了

防直吹实质的技术效果。

关于步骤：通过万向测距装置获取调温空间的体积信息，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该步骤包括：

根据第一设定策略控制万向测距装置在水平面方向旋转，以获取待调温空间的面积信息；

根据第二设定策略控制万向测距装置在铅垂面方向旋转，以获取待调温空间的高度信息；

根据面积信息和高度信息获取体积信息。

关于步骤：根据第一设定策略控制万向测距装置在水平面方向旋转，以获取待调温空间的面积信

息，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该步骤包括：

根据第一设定策略控制万向测距装置旋转；

当满足设定条件时，获取三个或多个特征距离，并记录三个或多个特征角度；

根据三个或多个特征距离，和，三个或多个特征角度获取面积信息。

关于步骤：根据第一设定策略控制可转向测距装置旋转，其第一设定策略，包括可转向测距装置

的旋转速度，可转向测距装置的最大旋转角度以及可转向测距装置的初始位置 。例如，控制可转向测

距装置 自最左端旋转至最右端，或，控制可转向测距装置 自最右端旋转至最左端。在第一设定策略下，

可转向测距装置在其可旋转角度 内旋转一遍或多遍。

关于步骤：根据第二设定策略控制万向测距装置在铅垂面方向旋转，以获取待调温空间的高度信

息，第二设定策略与第一设定策略的不同之处在于；根据第二设定策略控制万向测距装置在铅垂面中

旋转。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步骤根据第二设定策略控制万向测距装置在铅垂面方向旋转，以获

取待调温空间的高度信息，包括：根据第一设定策略控制万向测距装置旋转，当满足设定条件时，获

取三个或多个特征距离，并记录三个或多个特征角度，根据三个或多个特征距离，和，三个或多个特

征角度获取待调温空间的高度信息。

关于步骤：跟据体积信息修正室内机的风机转速，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该步骤包括：

根据体积信息确定出对应的修正转速；

根据修正转速和初始的风机转速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

在上述步骤中，可选地，体积信息所表征的体积与风机转速正相关。在此基础上，关于修正转速，

该修正转速与体积信息对应，可存储在数据库中，通过在数据库中检索体积信息即可获取该修正转速。

将初始的风机转速与修正转速做加/减运算，即可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可选地，当体积信息大于

设定体积时，在初始的风机转速的基础上加上修正转速，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或，当体积信息大

于设定体积时，修正转速为正数，初始的风机转速与修正转速相加，即可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当

体积信息小于设定体积时，在初始的风机转速的基础上减去修正转速，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或，

当体积信息小于设定体积时，修正转速为负数，初始的风机转速与修正转速相加，即可获取修正后的



风机转速。通过上述步骤，即可获取更加准确的风机转速。

可选地，前文的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可以在网络侧服务器中实现，或者，在移动终端中实现，

或者，在专用的控制设备中实现。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防直吹空调的控制装置 。

如图 7 所示，在一种可选的实施例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获取模块 7 1，用于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第一确定模块 72, 用于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设

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

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控制模块 73, 用于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第一距离和安装高度与设定人员高度的第一高度差，确定出设定方向与竖直方向的第一角度，

根据第一角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一距离包括：

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近的边缘与空调之间的距离；或，

设定区域的距离空调最远的边缘与空调之间的距离；或，

设定区域的设定中心与空调之间的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一距离包括：

空调在水平面的投影与设定区域之间的距离，或，空调与设定区域之间的直线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空调包括驱动机构、透镜和红外传感器，驱动机构用于驱动透镜，以

改变透镜与红外传感器的热释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控制装置包括：

第二调整模块，用于根据第二设定策略控制驱动机构以调节透镜与红外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

之间的距离；

第五获取模块，用于当通过红外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确定出存在人员时，获取透镜与红外传感器的

热释 电敏感元件之间的第四距离；

第三确定模块，用于根据第四距离确定出设定区域；

第四确定模块，用于根据空调与设定区域的第一距离和空调的安装高度，或，空调与设定区域的

第一距离、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

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第四控制模块，用于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三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第四距离确定出对应检测角度，根据

检测角度、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的安装高度和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安装角度确定出设定区域。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还包括：

第五确定模块，用于在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之前，根据设定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和空调的相对位

置关系和设定区域确定出空调与设定区域的第一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四距离与设定偏向距离反相关。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装置，空调包括驱动机构、透镜和红外热释 电传感

器，驱动机构用于驱动透镜，以改变透镜与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控制装

置包括：

第四控制模块，用于控制驱动机构，以使透镜与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

在第一设定距离范围内变动；



第六获取模块，用于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第五确定模块，用于当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

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

向距离；

第五控制模块，用于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四控制模块和第六获取模块具体用于：

在第二时间内，控制驱动机构持续运动；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第一人员存在状态；

在第三时间内，控制驱动机构始终静止；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第二人员存在状态；

根据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和第二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根据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和第二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

包括：

当第一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若第一时刻前第一时间段内，第二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

则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还包括：

第三调整模块，用于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之前，根据设定策略控制驱动机构以调节

透镜与红外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

第七获取模块，用于当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获取透镜与红外传感器之间的第四距离；

第六确定模块，用于根据第四距离确定出设定区域。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空调包括第二驱动机构、菲涅尔透镜和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菲涅尔透

镜为网格状菲涅尔透镜，其焦点位于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 电敏感元件上，第二驱动机构用于驱动

菲涅尔透镜旋转，控制装置包括：

第六控制模块，用于控制第二驱动机构，以使菲涅尔透镜在第二设定角度 内旋转；

第八获取模块，用于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

第七确定模块，用于当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

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

向距离；

第七控制模块，用于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六控制模块和第八获取模块具体用于：

在第四时间内，控制第二驱动机构持续运动；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第一人员存在状态；

在第五时间内，控制第二驱动机构始终静止；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第二人员存在状态；

根据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和第二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根据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和第二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

包括：

当第一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若第一时刻前第一时间段内，第二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

则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菲涅尔透镜旋转的角速度与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热释电敏感元件的敏

感度正相关。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装置，包括：

第九获取模块，用于通过静态感应的第一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的第一人员存在状态；

第一零获取模块，用于通过动态感应的第二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的第二人员存在状态

第八确定模块，用于当根据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和第二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设

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

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第八控制模块，用于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还包括：

第九确定模块，用于当第一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时，若第一时刻前第一时间段 内，第二人员

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则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人员存在。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八控制模块还用于：当根据第一人员存在状态和第二人员存在状态

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设定区域内不存在人员时，控制空调进入默认送风模式，或，控制空调关

机。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还包括：

第九确定模块，用于根据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确定出室内机的风机转速；

第九控制模块，用于根据风机转速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装置，包括：

第一一获取模块，用于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第四调整模块，用于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调整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检测的

设定区域；

当第一零确定模块，用于人员存在状态的变化周期小于设定周期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

区域的边沿与空调之间的第六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

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零控制模块，用于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四调整模块，具体用于：

控制可转向的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驱动机构，以移动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区域；或，

控制驱动透镜的驱动机构，以调整透镜与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的热释电敏感元件之间的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四调整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第一趋势调整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区域；

当人员存在状态变化时，根据与第一趋势相反的第二趋势调整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区域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根据第一趋势调整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区域之后，若人员存

在状态在第六时间后未发生变化，则根据第二趋势调整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检测的设定区域。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例中，空调包括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和可转向测距装置，控制装置包括 :

第二控制模块，用于控制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根据设定搜索策略搜索待调温区域 内的所有区

域；

第二获取模块，用于通过可转向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获取人员所在的第一区域；

第三获取模块，用于通过可转向测距装置获取第一区域的移动的人员与空调的第三距离；

第二确定模块，用于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第三距离，或，空调的安装高度、第三距离和设定人

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第三控制模块，用于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还包括：



第一调整模块，用于当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为水平转向红外热释电传感器，通过可转向红外

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人员所在的第一区域之后，调整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检测区域；

第四获取模块，用于当人员存在状态的变化周期小于设定周期时，通过可转向测距装置获取第一

区域的移动的人员与空调的第三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一调整模块，具体用于：根据第一趋势调整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

器的检测区域，当人员存在状态变化时，根据与第一趋势相反的第二趋势调整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

器的检测区域。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二确定模块，具体用于：获取可转向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的第一旋转

角度，根据第一旋转角度确定出可转向测距装置的第二旋转角度，根据第二旋转角度控制可转向测距

装置旋转。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装置包括：

第一二获取模块，用于通过两个或多个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

态；

第一一确定模块，用于当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依次表征存在人员时，根据两个或

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确定出人员运动状态；

第一二确定模块，用于根据人员运动状态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三确定模块，用于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

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

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一控制模块，用于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之间的切换时间与设定偏向距离

正相关。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一二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测距装置获取人员与空调之间的第三距离；

根据第三距离和人员运动状态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测距装置为可转向测距装置 。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装置，包括：

第一三获取模块，用于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

第一四获取模块，用于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获取人员身份信息；

第一四确定模块，用于根据人员身份信息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五确定模块，用于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

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

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二控制模块，用于根据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一四获取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深度传感器获取人员的面部信息；

根据面部信息确定出人员身份信息。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一四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人员身份信息确定出初始偏向距离；

获取空调室内机的风机转速；

根据风机修正初始偏向距离，获取设定偏向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设定偏向距离与风机转速正相关。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装置包括：

第一五获取模块，用于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第一六获取模块，用于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内存在人员时，获取设定区域 内人员数量信

息；

第一六确定模块，用于根据人员数量信息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七确定模块，用于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

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

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三控制模块，用于根据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一六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确定出人员数量所在的数量等级；

根据数量等级确定出对应的设定偏向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一六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人员数量信息确定出初始偏向距离；

获取空调室内机的风机转速；

根据风机修正初始偏向距离，获取设定偏向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设定偏向距离与风机转速正相关。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装置包括：

第一七获取模块，用于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第一八确定模块，用于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内存在人员时，根据第二时刻确定出设定偏

向距离，或，室内风机的设定风机转速和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九确定模块，用于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

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四控制模块，用于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或，设定导风板角度和设定风机转速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一七获取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两个或多个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获取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

第一八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当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在状态依次表征存在人员时，根据两个或多个设定区域的人员存

在状态确定出人员运动状态；

根据人员运动状态和第二时刻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根据人员运动状态和第二时刻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包括：

获取设定区域在待调温空间中的相对位置；

根据相对位置和人员运动状态确定出人员移动轨迹；

根据人员移动轨迹和第二时刻确定出预设控制模式；

在预设控制模式中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预设控制模式包括防直吹效果不同的两个或多个不同的设定偏向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防直吹空调的控制装置包括：

第一八获取模块，用于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第一九获取模块，用于获取设定区域的亮度信息；

第二零确定模块，用于根据人员存在状态和亮度信息确定出实际人员存在状态；



第二一确定模块，用于当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存在人员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设定区域与空

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

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五控制模块，用于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二零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当人员存在状态为存在人员时，若亮度信息大于设定亮度，则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存在人员。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还包括：

第二二确定模块，用于当亮度信息为 自然光亮度时，在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之前，根据亮度信

息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还包括：

第一记录模块，用于当通过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时，记录第二时刻 ;

第二三确定模块，用于当实际人员存在状态为存在人员时，在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之前，根据

第二时刻确定出设定偏向距离。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空调包括可转向测距装置控制装置包括：

第二零获取模块，用于通过可转向测距装置获取调温空间的面积信息；

第二一获取模块，用于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第一修正模块，用于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根据面积信息修正室内机的风

机转速；

第二四确定模块，用于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

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

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修正后的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六控制模块，用于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和修正后的风机转速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二零获取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第一设定策略控制可转向测距装置旋转；

当满足设定条件时，获取三个或多个特征距离，并记录三个或多个特征角度；

根据三个或多个特征距离，和，三个或多个特征角度获取面积信息。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根据面积信息修正室内机的风机转速，包括：

根据面积信息确定出对应的修正转速；

根据修正转速和初始的风机转速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面积信息所表征的面积与风机转速正相关。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空调包括万向测距装置，控制装置包括：

第二二获取模块，用于通过万向测距装置获取调温空间的体积信息；

第二三获取模块，用于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第二修正模块，用于当人员存在状态表征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根据体积信息修正室内机的风

机转速；

第二五确定模块，用于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

高度、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

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修正后的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七控制模块，用于根据设定导风板角度和修正后的风机转速控制空调。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二二获取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第一设定策略控制万向测距装置在水平面方向旋转，以获取待调温空间的面积信息；



根据第二设定策略控制万向测距装置在铅垂面方向旋转，以获取待调温空间的高度信息；

根据面积信息和高度信息获取体积信息。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据体积信息修正室内机的风机转速，包括：

根据体积信息确定出对应的修正转速；

根据修正转速和初始的风机转速获取修正后的风机转速。

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体积信息所表征的体积与风机转速正相关。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方面，提供一种计算机设备。

如图 8 所示，在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中，计算机设备包括存储器 802、处理器 801 及存储在存储

器 802 上并可被处理器运行的程序，处理器 801 执行程序时实现如前述的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

在示例性实施例中，还提供了一种包括指令的非临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例如包括指令的存

储器，上述指令可由处理器执行以完成前文的方法。上述非临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以是只读存

储器 ROM ( Read Only Memory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 、磁带和光存储

设备等。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意识到，结合本文中所公开的实施例描述的各示例的单元及算法步骤，能够

以电子硬件、或者计算机软件和 电子硬件的结合来实现。这些功能究竟 以硬件还是软件方式来执行，

取决于技术方案的特定应用和设计约束条件。所属技术人员可以对每个特定的应用来使用不同方法来

实现所描述的功能，但是这种实现不应认为超出本发明的范围。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

到，为描述的方便和简洁，上述描述的系统、装置和单元的具体工作过程，可以参考前述方法实施例

中的对应过程，在此不再赘述。

本文所披露的实施例中，应该理解到，所揭露的方法、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装置、设备等 ) ，可

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实现。例如，以上所描述的装置实施例仅仅是示意性的，例如，所述单元的划分，

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实际实现时可以有另外的划分方式，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以结合或者可

以集成到另一个系统，或一些特征可以忽略，或不执行。另一点，所显示或讨论的相互之间的耦合或

直接耦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通过一些接 口，装置或单元的间接耦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电性，机械或

其它的形式。所述作为分离部件说明的单元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上分开的，作为单元显示的部

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单元，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或者也可以分布到多个网络单元上。可以

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单元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 目的。另外，在本发明各个实施

例中的各功能单元可以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中，也可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也可以两个或两个

以上单元集成在一个单元中。

应当理解的是，附图中的流程图和框图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多个实施例的系统、方法和计算机程

序产品的可能实现的体系架构、功能和操作。在这点上，流程图或框图中的每个方框可以代表一个模

块、程序段或代码的一部分，所述模块、程序段或代码的一部分包含一个或多个用于实现规定的逻辑

功能的可执行指令。也应当注意，在有些作为替换的实现中，方框中所标注的功能也可以以不同于附

图中所标注的顺序发生。例如，两个连续的方框实际上可以基本并行地执行，它们有时也可以按相反

的顺序执行，这依所涉及的功能而定。也要注意的是，框图和/或流程图中的每个方框、以及框图和/

或流程图中的方框的组合，可以用执行规定的功能或动作的专用的基于硬件的系统来实现，或者可以

用专用硬件与计算机指令的组合来实现。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面 己经描述并在附图中示出的流程及结

构，并且可以在不脱离其范围进行各种修改和改变。本发明的范围仅 由所附的权利要求来限制。



权 利 要 求

1、一种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

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 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当所述人员存在状态表征所述设定区域 内存在人员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和所述设定区域与空

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高度、所述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

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根据所述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控制方法，其中，所述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所述设定区域与空调之

间的第一距离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包括：

根据所述第一距离和所述安装高度与所述设定人员高度的第一高度差，确定出所述设定方向与竖

直方向的第一角度；

根据所述第一角度确定出所述设定导风板角度。

3、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 所述的控制方法，其中，所述第一距离包括：

所述设定区域的距离所述空调最近的边缘与所述空调之间的距离；或，

所述设定区域的距离所述空调最远的边缘与所述空调之间的距离；或，

所述设定区域的设定中心与所述空调之间的距离。

4、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 所述的控制方法，其中，所述第一距离包括：

所述空调在水平面的投影与所述设定区域之间的距离，或，所述空调与所述设定区域之间的直线

距离。

5、一种防直吹空调的控制装置，包括：

第一获取模块，用于通过红外热释 电传感器获取设定区域内的人员存在状态；

第一确定模块，用于当所述人员存在状态表征所述设定区域内存在人员时，根据空调的安装高度

和所述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或，空调的安装高度、所述设定区域与空调之间的第一距离

和设定人员高度确定出设定导风板角度，以使送风方向与人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设定偏向距离；

第一控制模块，用于根据所述设定导风板角度控制空调。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控制装置，其中，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第一距离和所述安装高度与所述设定人员高度的第一高度差，确定出所述设定方向与竖

直方向的第一角度，根据所述第一角度确定出所述设定导风板角度。

7、根据权利要求 5 或 6 所述的控制装置，其中，所述第一距离包括：

所述设定区域的距离所述空调最近的边缘与所述空调之间的距离；或，

所述设定区域的距离所述空调最远的边缘与所述空调之间的距离；或，

所述设定区域的设定中心与所述空调之间的距离。

8、根据权利要求 5 或 6 所述的控制装置，其中，所述第一距离包括：

所述空调在水平面的投影与所述设定区域之间的距离，或，所述空调与所述设定区域之间的直线

距离。

9、一种计算机设备，包括存储器、处理器及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上并可被所述处理器运行的程序，

其中，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时实现如权利要求 1 至 4 任意一项所述的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

10、一种存储介质，其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其中，当所述计算机程序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如权

利要求 1 至 4 任意一项所述的防直吹空调的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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