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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

置，属智能家居设备技术领域。该室内环境远程

监测装置，包括温湿度传感器、CO传感器、可燃气

体传感器、控制芯片、WiFi模块和显示屏；所述的

控制芯片的输入端连接有温湿度传感器、CO传感

器和可燃气体传感器；控制芯片的输出端连接有

显示屏和WiFi模块；WiFi模块与云服务器进行数

据的远程传输；云服务器与手机APP之间通过通

信协议实现数据传输。该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

置，设计巧妙，结构合理，无需手机卡即可完成数

据的传输工作，并且该远程监测装置可以全面的

检测多个室内环境数据，解决了现有家居远程监

测控制系统存有的浪费资源的问题；达到了示警

和处警的作用，满足了人们的使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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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包括温湿度传感器（1）、CO传感器（2）、可燃气体传感器

（3）、控制芯片（4）、WiFi模块（5）和显示屏（6）；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芯片（4）的输入端连

接有温湿度传感器（1）、CO传感器（2）和可燃气体传感器（3）；控制芯片（4）的输出端连接有

显示屏（6）和WiFi模块（5）；WiFi模块（5）与云服务器（7）进行数据的远程传输；云服务器（7）

与手机APP（8）之间通过通信协议实现数据传输；所述的控制芯片（4）的型号是基于Cortex-

M3内核的微处理器STM32F103ZET6的stm32单片机，stm32单片机能够接收并处理温湿度传

感器（1）、CO传感器（2）和可燃气体传感器（3）传输的数据，并将处理后的数据实时显示在显

示屏（6）上；控制芯片（4）也能将数据通过WiFi模块（5）传送到云服务器（7），然后通过云服

务器（7）将数据传输到手机APP（8）上实现远程监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温湿度传感

器（1）型号为DHT11传感器，DHT11传感器的输出引脚Dout与控制芯片（4）的PG11引脚连接；

DHT11传感器采用读时序的原理，测量当前环境的温度和湿度，采集范围：温度0-50℃±2

℃，湿度：20-90%RH。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CO传感器

（2）型号为MQ7传感器，MQ7传感器的输出引脚DO与控制芯片（4）的PA6引脚连接，MQ7传感器

采用ADC原理读取传感器电压来反应当前空气中是否存在CO有毒气体，MQ7传感器通过控制

芯片（4）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CO浓度，CO传感器（2）在无CO气体影响或者气体

浓度未超过设定阈值时,数字接口DO口输出高电平,  当CO气体影响超过设定阈值时,  CO传

感器（2）数字接口DO输出低电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燃气体传

感器（3）型号为MQ2传感器,  MQ2传感器的输出引脚与控制芯片（4）的PA1引脚连接，MQ2传感

器采用ADC原理读取传感器电压来反应当前空气中是否存在可燃气体，MQ2传感器的电导率

随着气体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其电阻是电导率的倒数，电阻是随之减小的；MQ2传感器输出

电阻越低，则输出的模拟信号就越大；其检测可燃气体与烟雾的范围是100~10000pp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显示屏（6）

为LCD显示屏，LCD显示屏与STM32单片机连接后能够使用，并与控制芯片（4）的FSMC_D0~
FSMC_D15各引脚连接，使控制芯片（4）驱动LCD显示屏显示，使用者在不使用手机APP（8）的

情况下也能实时监控各项数据；LCD显示屏利用  ILI9341  控制器，采用控制芯片（4）的FSMC

功能，将温湿度传感器（1）、CO传感器（2）和可燃气体传感器（3）采集信息如实反应至显示屏

（6）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WiFi模块

（5）的型号为ESP8266，WiFi模块的TXD、RXD、KEY和LED引脚分别与控制芯片（4）的PA2、PA3、

PA4和PA15引脚连接，控制芯片（4）的通过串口与WiFi模块（5）连接，  WiFi模块（5）与云服务

器（7）进行数据的无线传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芯片

（4）的输出端连接有蜂鸣器（9）和继电器模块（10）；继电器模块（10）与室内通风装置（11）连

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蜂鸣器（9）

的型号为BELL-5，蜂鸣器（9）的输入引脚BEEP与控制芯片（4）的PB8引脚连接，当可燃气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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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3）或CO传感器（2）检测到的可燃气体浓度或CO浓度高于设定报警值时，控制芯片（4）

的PB8引脚高电平输出，使蜂鸣器（9）导通发出警报，当检测到的值低于设定报警值时，控制

芯片（4）的PB8引脚输出信号为低电平，使蜂鸣器（9）截止，蜂鸣器（9）停止警报。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继电器模块

（10）为模组继电器；继电器模块（10）的输入端与控制芯片（4）的PB7连接，继电器模块（10）

的输出端与室内通风装置（11）连接，当可燃气体传感器（3）或CO传感器（2）检测到的可燃气

体浓度或CO浓度高于设定报警值时，控制芯片（4）的PB7引脚输出高电平控制继电器模块

（10）导通，控制室内通风装置（11）开始工作；当可燃气体浓度或CO浓度恢复正常时，控制芯

片（4）的PB7引脚输出低电平，继电器模块（10）截止，室内通风装置（11）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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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属智能家居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居家生活的过程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智能家居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

接受和使用。而智能家居的核心就是室内环境的远程监测。目前市面上的远程监测装置有

很多，如授权公告号为CN20277159U公开的一种家居远程监测控制系统；其是通过GSM模块

传输对数据信息进行传输的，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室内环境远程监测的需要，但

其需要单独准备一张手机卡配合GSM模块的使用，存有浪费资源的问题。此外现有的家居远

程监测装置，虽然达到了远程监控的目的，但是其并不能满足示警的要求。另外现有的一套

远程监测装置只能对单个指标进行监测，存有监测功能单一的问题。因此针对现有家居远

程监测控制系统存有的以上问题，有必要研发一种新的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以满足人

们的使用需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设计巧妙，结构合理，以解决现有家居远程监测

控制系统存有的浪费资源和不能示警问题的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包括温湿度传感器、CO传感器、可燃气体传感器、控

制芯片、WiFi模块和显示屏；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芯片的输入端连接有温湿度传感器、

CO传感器和可燃气体传感器；控制芯片的输出端连接有显示屏和WiFi模块；WiFi模块与云

服务器进行数据的远程传输；云服务器与手机APP之间通过通信协议实现数据传输；所述的

控制芯片的型号是基于Cortex-M3内核的微处理器STM32F103ZET6的stm32单片机，stm32单

片机能够接收并处理温湿度传感器、CO传感器和可燃气体传感器传输的数据，并将处理后

的数据实时显示在显示屏上；控制芯片也能将数据通过WiFi模块传送到云服务器，然后通

过云服务器将数据传输到手机APP上实现远程监控。

[0006] 所述的温湿度传感器型号为DHT11传感器，DHT11传感器的输出引脚Dout与控制芯

片的PG11引脚连接；DHT11传感器采用读时序的原理，测量当前环境的温度和湿度，采集范

围：温度0-50℃±2℃，湿度：20-90%RH。

[0007] 所述的CO传感器型号为MQ7传感器，MQ7传感器的输出引脚DO与控制芯片的PA6引

脚连接，MQ7传感器采用ADC原理读取传感器电压来反应当前空气中是否存在CO有毒气体，

MQ7传感器通过控制芯片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CO浓度，CO传感器在无CO气体影

响或者气体浓度未超过设定阈值时,数字接口DO口输出高电平,  当CO气体影响超过设定阈

值时,  CO传感器数字接口DO输出低电平。

[0008] 所述的可燃气体传感器型号为MQ2传感器,  MQ2传感器的输出引脚与控制芯片的

PA1引脚连接，MQ2传感器采用ADC原理读取传感器电压来反应当前空气中是否存在可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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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MQ2传感器的电导率随着气体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其电阻是电导率的倒数，电阻是随之

减小的；其特性就相当于一个滑动变阻器，MQ2传感器，输出电阻越低，则输出的模拟信号就

越大；其检测可燃气体与烟雾的范围是100~10000ppm。

[0009] 所述的显示屏为LCD显示屏，LCD显示屏与STM32单片机连接后能够使用，并与控制

芯片的FSMC_D0~FSMC_D15各引脚连接，使控制芯片驱动LCD显示屏显示，使用者在不使用手

机app的情况下也能实时监控各项数据；LCD显示屏利用  ILI9341  控制器，采用控制芯片的

FSMC功能，将温湿度传感器、CO传感器和可燃气体传感器采集信息如实反应至显示屏上，实

现人机友好交互。

[0010] 所述的WiFi模块的型号为ESP8266，WiFi模块的TXD、RXD、KEY和LED引脚分别与控

制芯片的PA2、PA3、PA4和PA15引脚连接，控制芯片的通过串口与WiFi模块连接，  WiFi模块

与云服务器进行数据的无线传输。

[0011] 所述的控制芯片的输出端连接有蜂鸣器和继电器模块；继电器模块与室内通风装

置连通。

[0012] 所述的蜂鸣器的型号为BELL-5，蜂鸣器的输入引脚BEEP与控制芯片的PB8引脚连

接，当可燃气体传感器或CO传感器检测到的可燃气体浓度或CO浓度高于设定报警值时，控

制芯片的PB8引脚高电平输出，使蜂鸣器9导通发出警报，当检测到的值低于设定报警值时，

控制芯片的PB8引脚输出信号为低电平，使蜂鸣器截止，蜂鸣器停止警报。

[0013] 所述的继电器模块为模组继电器；继电器模块的输入端与控制芯片的PB7连接，继

电器模块的输出端与室内通风装置连接，当可燃气体传感器或CO传感器检测到的可燃气体

浓度或CO浓度高于设定报警值时，控制芯片的PB7引脚输出高电平控制继电器模块导通，控

制室内通风装置开始工作；当可燃气体浓度或CO浓度恢复正常时，控制芯片的PB7引脚输出

低电平，继电器模块截止，室内通风装置停止工作。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5] 该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设计巧妙，结构合理，其是通过WiFi对数据信息进行传

输的，无需手机卡即可完成数据的传输工作，并且该远程监测装置可以全面的检测多个室

内环境数据，由此解决了现有家居远程监测控制系统存有的浪费资源的问题；此外本申请

的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还包括蜂鸣器、继电器模块与室内通风装置；当本装置检测到室

内可燃气体浓度或CO浓度超高时，蜂鸣器在发出警报的同时，继电器模块可控制室内通风

装置为室内通风，从而达到了示警和处警的作用，满足了人们的使用需要。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流程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电路原理图。

[0019] 图中：1、温湿度传感器，2、CO传感器，3、可燃气体传感器，4、单片机，5、WiFi模块，

6、显示屏，7、云服务器，8、手机APP，9、蜂鸣器，10、继电器模块，11、室内通风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该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包括温湿度传感器1、CO传感器2、可燃气体传感器3、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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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芯片4、WiFi模块5和显示屏6（参见说明书附图1）。

[0021] 控制芯片4的型号是基于Cortex-M3内核的微处理器STM32F103ZET6的stm32单片

机。

[0022] 控制芯片4的输入端连接有温湿度传感器1、CO传感器2和可燃气体传感器3。

[0023] 温湿度传感器1型号为DHT11传感器，DHT11传感器的输出引脚Dout与控制芯片4的

PG11引脚连接；DHT11传感器采用读时序的原理，测量当前环境的温度和湿度，采集范围：温

度0-50℃±2℃，湿度：20-90%RH。

[0024] CO传感器2型号为MQ7传感器，MQ7传感器的输出引脚DO与控制芯片4的PA6引脚连

接，MQ7传感器采用ADC原理读取传感器电压来反应当前空气中是否存在CO有毒气体，MQ7传

感器通过控制芯片4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CO浓度，CO传感器2在无CO气体影响

或者气体浓度未超过设定阈值时,数字接口DO口输出高电平,  当CO气体影响超过设定阈值

时,  CO传感器2数字接口DO输出低电平。

[0025] 可燃气体传感器3型号为MQ2传感器,  MQ2传感器的输出引脚与控制芯片4的PA1引

脚连接，MQ2传感器采用ADC原理读取传感器电压来反应当前空气中是否存在可燃气体，MQ2

传感器的电导率随着气体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其电阻是电导率的倒数，电阻是随之减小的；

其特性就相当于一个滑动变阻器，MQ2传感器，输出电阻越低，则输出的模拟信号就越大；其

检测可燃气体与烟雾的范围是100~10000ppm。

[0026] 控制芯片4的输出端连接有显示屏6和WiFi模块5（参见说明书附图1）；显示屏6为

LCD显示屏，LCD显示屏与STM32单片机连接后能够使用，并与控制芯片4的FSMC_D0~FSMC_

D15各引脚连接，使控制芯片4驱动LCD显示屏显示，使用者在不使用手机app的情况下也能

实时监控各项数据；LCD显示屏利用  ILI9341  控制器，采用控制芯片4的FSMC功能，将温湿

度传感器1、CO传感器2和可燃气体传感器3采集信息如实反应至显示屏6上，实现人机友好

交互。

[0027] WiFi模块5的型号为ESP8266，WiFi模块5的TXD、RXD、KEY和LED引脚分别与控制芯

片4的PA2、PA3、PA4和PA15引脚连接，控制芯片4的通过串口与WiFi模块5连接，  WiFi模块5

与云服务器7进行数据的无线传输。

[0028] WiFi模块5与云服务器7进行数据的远程传输；云服务器7与手机APP8之间通过通

信协议实现数据传输。

[0029] 控制芯片4能够接收并处理温湿度传感器1、CO传感器2和可燃气体传感器3传输的

数据，并将处理后的数据实时显示在显示屏6上；控制芯片4也能将数据通过WiFi模块5传送

到云服务器7，然后通过云服务器7将数据传输到手机APP8上实现远程监控。

[0030] 控制芯片4的输出端连接有蜂鸣器9和继电器模块10；继电器模块10与室内通风装

置11连通（参见说明书附图1）。室内通风装置11为室内本身存在的设置，凡是室内的通风设

备（如室内排风扇，油烟机）均在室内通风装置11的范围内。

[0031] 蜂鸣器9的型号为BELL-5，蜂鸣器9的输入引脚BEEP与控制芯片4的PB8引脚连接，

当可燃气体传感器3或CO传感器2检测到的可燃气体浓度或CO浓度高于设定报警值时，控制

芯片4的PB8引脚高电平输出，使蜂鸣器9导通发出警报，当检测到的值低于设定报警值时，

控制芯片4的PB8引脚输出信号为低电平，使蜂鸣器9截止，蜂鸣器9停止警报。

[0032] 继电器模块10为模组继电器；继电器模块10的输入端与控制芯片4的PB7连接，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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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模块10的输出端与室内通风装置11连接，当可燃气体传感器3或CO传感器2检测到的可

燃气体浓度或CO浓度高于设定报警值时，控制芯片4的PB7引脚输出高电平控制继电器模块

10导通，控制室内通风装置11开始工作；当可燃气体浓度或CO浓度恢复正常时，控制芯片4

的PB7引脚输出低电平，继电器模块10截止，室内通风装置11停止工作。

[0033] 该种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工作时，温湿度传感器1，采用读时序的原理，测量当

前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并将数据传输到控制芯片4。

[0034] CO传感器2和可燃气体传感器3采用ADC原理读取传感器电压来反应当前空气中是

否存在CO有毒气体和可燃气体，并将数据传输到控制芯片4。

[0035] 控制芯片4将处理后的数据通过显示屏6实时显示。控制芯片4将处理后的数据通

过WiFi模块5远程传输到云服务器7。手机APP8和云服务器7通过通信协议实现数据的双向

传输，手机APP8能够读取云服务器7上的实时数据，进而在手机APP上实时显示出来，手机

APP8也能够远程设置报警值参数，并将报警值传输到云服务器7上，云服务器7通过WiFi模

块5将报警值参数发送到控制芯片4，进而改变预设报警值。

[0036] 当可燃气体传感器3或CO传感器2检测到的可燃气体浓度或CO浓度高于设定报警

值时，控制芯片4控制蜂鸣器9导通，蜂鸣器9发出警报。与此同时控制芯片4控制继电器模块

10导通，室内通风装置11开始工作。

[0037] 当可燃气体浓度或CO浓度恢复正常时，控制芯片4的PB7引脚输出低电平，继电器

模块10截止，室内通风装置11停止工作。

[0038] 该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设计巧妙，结构合理，其是通过WiFi对数据信息进行传

输的，无需手机卡即可完成数据的传输工作，并且该远程监测装置可以全面的检测多个室

内环境数据，由此解决了现有家居远程监测控制系统存有的浪费资源的问题；此外本申请

的室内环境远程监测装置还包括蜂鸣器和继电器模块，继电器模块与室内通风装置；当本

装置检测到室内可燃气体浓度和CO浓度超高时，蜂鸣器在发出警报的同时，继电器模块可

控制室内通风装置为室内通风，从而达到了示警和处警的作用，满足了人们的使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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