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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家居模式的触发方法及系统，方法

包括：a、通过多种传感器采集应用者的环境因素

数据、应用者行为数据及应用者身体状况的数

据；b、由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对所述数据进行

处理，分析应用者的生活环境及习惯，并形成家

居模式；c、为应用者制定出适应所述家居模式的

触发规则；d、当触发规则与家居模式匹配时，则

由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触发相应的家居模式；

e、与被触发的家居模式相对应的设备或设施则

予以响应，并执行相应的操作。系统包括多种传

感器、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指令执行单元及

消息通知单元。本发明具有无人干预，数据来源

客观真实，家居模式多样，数据处理及控制方法

科学严谨等特点，其可为人们生活提供极大便利

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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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家居模式的触发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a、通过多种传感器采集应用者的环境因素数据、应用者行为数据及应用者身体状况的

数据；

b、由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对所述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应用者的生活环境及习惯，并

形成家居模式，所述家居模式包括观影模式、静音模式、起床模式、离家模式、警报模式；

c、为应用者制定出适应所述家居模式的触发规则，所述触发规则包括：

C1、应用者按下电视遥控器的开关键时，自动触发观影模式；

C2、应用者家中的座机或者手机有来电呼入时，自动触发静音模式；当应用者通话结束

时，静音模式解除，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C3、人体探测器探测到深夜处于睡眠模式下的应用者突然起床时，自动触发起床模式；

C4、当家中大门被关上且10分钟内人体探测器探测不到室内人体走动时，自动触发离

家模式，离家模式时，当传感器探测到门窗被异常的方式打开，自动触发警报模式；当传感

器感应到下雨时，自动关闭窗户；

d、当触发规则与家居模式匹配时，则由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触发相应的家居模式；

e、与被触发的家居模式相对应的设备或设施则予以响应，并执行相应的操作，步骤e

中，与被触发的家居模式相对应的设备或设施的响应及操作包括：

e1、触发观影模式时，窗帘自动闭合，灯光自动调节，如果应用者还关联了音箱、投影仪

设备，则音箱、投影仪自动打开；

e2、触发静音模式时，电视、音乐播放器及其它有噪音的设备全部置为静音模式；当应

用者通话结束时，电视、音乐播放器设备解除静音模式，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e3、在夜间23点至清晨6点触发起床模式时，应用者起床喝水、上厕所时，卧室、卫生间

灯光自动缓慢亮起为应用者照明；在早上6点至8点触发起床模式时，卧室窗帘自动打开，空

调关闭；

e4、触发离家模式时，自动打开门磁、门口摄像机，并将门铃到访记录以短信、手机应用

程序弹窗形式通知到应用者，同时打开扫地机器人执行定时任务，传感器感应到下雨时，自

动关闭窗户，并以短信、手机应用程序弹窗的形式通知到应用者；

e5、触发警报模式时，安全警报器以最大分贝的音量响起，并以短信、手机应用程序弹

窗形式通知到应用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所述传感器包括人体探测器、时间

传感器及环境数据传感器，其中，环境数据传感器包括采集温度、光强度、风力、噪音、PM2.5

粉尘含量、湿度、有毒气体、火警、视频、家电品牌、电流电量的环境数据的不同类型的传感

器，各传感器分别设置在应用者所处环境中，并与所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相连接。

3.一种实现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模式的触发方法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包

括：

多种传感器(10)，其分布于若干应用者(20)的生活环境中，用于采集环境因素数据、应

用者的身体状况数据及日常行为数据；

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其与所述多种传感器(10)相连接，用于对所采集的环境

因素数据、应用者的身体状况数据、日常行为数据进行处理，形成家居模式(40)，并在家居

模式(40)与触发规则智能匹配条件下触发家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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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执行单元(50)，其包括多种家电设备，该指令执行单元(50)与所述智能家居触发

控制单元(30)相连接，用于执行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下发的各种指令，实现所述的

家居模式(40)；

消息通知单元(60)，其与所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相连接，通过短信和手机应

用程序弹窗的形式将各种提醒和通知发送给应用者(20)。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10)包括人体探测器、时间传感

器及环境数据传感器，其中，环境数据传感器包括采集温度、光强度、风力、噪音、PM2.5粉尘

含量、湿度、有毒气体、火警、视频、家电品牌、电流电量的环境数据的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各

传感器(10)分别设置在应用者(20)所处环境中，并与所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相连

接。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包括处理模

块(31)及与之相连的触发模块(32)。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指令执行单元(50)包括电视、空调、音

响、电动厨具、电动窗帘及闹钟，所述指令执行单元(50)与所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

相连接；所述消息通知单元(60)为消息推送模块，其与应用者(20)所持手机无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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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模式的触发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家居和智慧生活的自动控制，特别是涉及一种可自动触发智能家

居模式的智能家居模式的触发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通行的智能控制处理方法是设备独立运行模式，例如声控或光控智能电灯，

在其电路上设有一个声控或光控传感器，当其感应到噪音或感应到光强度弱于设定的阈值

时，就自动触发开关，反之关闭；又如智能插座，其通过WIFI连接互联网，使用者需要在手机

的应用软件主动发送指令打开或关闭这个插座，从而达到控制电视等家电的功能。这些控

制系统的共同特点都是数据量小、数据种类单一、且均需人工干预才能被动式执行命令。而

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日新月异，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智能控制，传统的智能

单品因过于零散和单一而不便管理，且需要分散人们的精力去干预，因而已不能满足人们

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旨在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无人干预，数据来源客观真实，家居模式多

样，数据处理及控制方法科学严谨，可为人们生活提供极大便利和乐趣的智能家居模式的

触发方法。

[0004] 本发明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一种实现智能家居模式的触发方法的系统。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家居模式的触发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06] a、通过多种传感器采集应用者的环境因素数据、应用者行为数据及应用者身体状

况的数据；

[0007] b、由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对所述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应用者的生活环境及习

惯，并形成家居模式；

[0008] c、为应用者制定出适应所述家居模式的触发规则；

[0009] d、当触发规则与家居模式匹配时，则由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触发相应的家居模

式；

[0010] e、与被触发的家居模式相对应的设备或设施则予以响应，并执行相应的操作。

[0011] 步骤a中，所述传感器包括人体探测器、时间传感器及环境数据传感器，其中，环境

数据传感器包括采集温度、光强度、风力、噪音、PM2.5粉尘含量、湿度、有毒气体、火警、视

频、家电品牌、电流电量的环境数据的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各传感器分别设置在应用者所处

环境中，并与所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相连接。

[0012] 步骤b中，所述家居模式包括观影模式、静音模式、起床模式、离家模式、警报模式。

[0013] 步骤c中，所述触发规则包括：

[0014] C1、应用者按下电视遥控器的开关键时，自动触发观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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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C2、应用者家中的座机或者手机有来电呼入时，自动触发静音模式；当应用者通话

结束时，静音模式解除，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0016] C3、人体探测器探测到深夜处于睡眠模式下的应用者突然起床时，自动触发起床

模式；

[0017] C4、当家中大门被关上且10分钟内人体探测器探测不到室内人体走动时，自动触

发离家模式。

[0018] 步骤C4中，离家模式时，当传感器探测到门窗被异常的方式打开，自动触发警报模

式；当传感器感应到下雨时，自动关闭窗户。

[0019] 步骤e中，与被触发的家居模式相对应的设备或设施的响应及操作包括：

[0020] e1、触发观影模式时，窗帘自动闭合，灯光自动调节，如果应用者还关联了音箱、投

影仪设备，则音箱、投影仪自动打开；

[0021] e2、触发静音模式时，电视、音乐播放器及其它有噪音的设备全部置为静音模式；

当应用者通话结束时，电视、音乐播放器设备解除静音模式，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0022] e3、在夜间23点至清晨6点触发起床模式时，应用者起床喝水、上厕所时，卧室、卫

生间灯光自动缓慢亮起为应用者照明；在早上6点至8点触发起床模式时，卧室窗帘自动打

开，空调关闭；

[0023] e4、触发离家模式时，自动打开门磁、门口摄像机，并将门铃到访记录以短信、手机

应用程序弹窗形式通知到应用者，同时打开扫地机器人执行定时任务，传感器感应到下雨

时，自动关闭窗户，并以短信、手机应用程序弹窗的形式通知到应用者；

[0024] e5、触发警报模式时，安全警报器以最大分贝的音量响起，并以短信、手机应用程

序弹窗形式通知到应用者。

[0025] 本发明也提供了一种实现智能家居模式的触发方法的系统，该系统包括：

[0026] 多种传感器，其分布于若干应用者的生活环境中，用于采集环境因素数据、应用者

的身体状况数据及日常行为数据；

[0027] 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其与所述多种传感器相连接，用于对所采集的环境因素

数据、应用者的身体状况数据、日常行为数据进行处理，形成家居模式，并在家居模式与触

发规则智能匹配条件下触发家居模式；

[0028] 指令执行单元，其包括多种家电设备，该指令执行单元与所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

单元相连接，用于执行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下发的各种指令，实现所述的家居模式；

[0029] 消息通知单元，其与所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相连接，通过短信和手机应用程

序弹窗的形式将各种提醒和通知发送给应用者。

[0030] 传感器包括人体探测器、时间传感器及环境数据传感器，其中，环境数据传感器包

括采集温度、光强度、风力、噪音、PM2.5粉尘含量、湿度、有毒气体、火警、视频、家电品牌、电

流电量的环境数据的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各传感器分别设置在应用者所处环境中，并与所

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相连接。

[0031] 所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包括处理模块及与之相连的触发模块。

[0032] 指令执行单元包括电视、空调、音响、电动厨具、电动窗帘及闹钟，所述指令执行单

元与所述分布式流计算平台相连接；所述消息通知单元为消息推送模块，其与应用者所持

手机无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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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本发明的贡献在于，其有效解决了现有智能控制系统数据量小，数据种类单一，反

应方式为机械式，需要人工干预才能被动式执行命令等问题。本发明的方法可以在无人工

干预的情况下自动触发包括观影、静音、起床、离家、警报等多种家居模式，并通过环境中的

各种电器设备自动执行，实现了对家居模式的智能控制和温馨提示，因此可为人们生活提

供极大便利和多样化。本发明还具有数据处理量大，数据来源丰富且客观真实，数据处理及

控制方法科学严谨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0035] 图2是本发明的系统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列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对本发明不构成任何限制。

[0037] 参阅图1，本发明的智能家居模式的触发方法所涉及的对象包括多名应用者20。本

实施例中，该智能家居模式的触发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步骤S10：应用者数据采集

[0039] 该步骤S10中，通过设置在应用者生活环境中的多种传感器10和人体探测器采集

与人有关的各类环境因素数据、人的身体状况数据及人的日常行为数据。其中，环境数据传

感器用于采集包括温度、光强度、风力、噪音、PM2.5粉尘含量、湿度、有毒气体、火警、视频、

家电品牌、电流电量等在内的各类环境因素数据。人体探测器采集包括人的身高、体积、呼

吸频率、呼噜声等在内的人的身体状况数据。时间传感器采集应用者的起床时间、睡觉时

间、娱乐时间、上下班时间等的人的日常行为数据。多种传感器10所采集的上述各种数据传

送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由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对所述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应用

者的生活环境及习惯，并形成家居模式40。本实施例中，该家居模式40包括观影模式、静音

模式、起床模式、离家模式、警报模式等，其涵盖人们生活中的多种生活状态。

[0040] 步骤S20：家居模式的触发规则及家居模式的触发

[0041] 步骤S20中，所述家居模式要通过一定的触发规则来触发。该触发规则加载于所述

的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中，该触发规则包括：

[0042] 步骤S21、当应用者按下电视遥控器的开关键时，自动触发观影模式，该观影模式

涉及电动窗帘、灯具、音箱、投影仪设备等家电设备。

[0043] 步骤S22、应用者家中的座机或者手机有来电呼入时，自动触发静音模式，该静音

模式涉及电视、音乐播放器及其它有噪音的电器设备；当应用者通话结束时，静音模式解

除，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0044] 步骤S23、人体探测器探测到深夜处于睡眠模式下的应用者突然起床时，自动触发

起床模式，该起床模式涉及灯具、卧室电动窗帘、空调等电器设备；

[0045] 步骤S24、当家中大门被关上且10分钟内人体探测器探测不到室内人体走动时，自

动触发离家模式，该离家模式涉及门磁、门口摄像机、门铃、扫地机器人、电动窗户等电器设

备。在离家模式情况下，当传感器探测到门窗被异常的方式打开，将自动触发警报模式；当

传感器感应到下雨时，自动关闭窗户。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5137781 B

6



[0046] 当所述触发规则与家居模式40匹配时，则由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触发相应的

家居模式，并由指令执行单元50执行和实现相应的家居模式。

[0047] 步骤S30:家居模式的执行

[0048] 触发后的家居模式由指令执行单元50响应并执行，该指令执行单元50包括多种家

电设备，本实施例中，该指令执行单元50包括电视、空调、音响、灯具、电动厨具、电动窗帘、

投影仪、门磁、门口摄像机、门铃、扫地机器人、电动窗户及闹钟等，所述指令执行单元50与

所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无线连接，用于执行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下发的各种指

令，实现所述的家居模式40。

[0049] 在步骤S30中，与被触发的家居模式相对应的设备或设施的响应及操作包括：

[0050] 步骤S31：当窗帘、灯具等接收到电视遥控器的遥控信号时，则观影模式被触发，此

时，电动窗帘自动闭合，灯具的亮度自动调节，如果应用者还关联了音箱、投影仪设备，则音

箱、投影仪自动打开。

[0051] 步骤S32：当应用者家中的座机或者手机有来电呼入时，电视、音乐播放器及其它

有噪音的电器设备接收到座机或者手机的有线或无线信号时，静音模式被触发，此时，电

视、音乐播放器及其它有噪音的设备全部转换为静音模式。当应用者通话结束时，通话信号

消失，电视、音乐播放器设备解除静音模式，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0052] 步骤S33：当人体探测器探测到在夜间23点至清晨6点的深夜处于睡眠模式下的应

用者突然起床时，便自动触发起床模式，在该模式下，当应用者起床喝水、上厕所时，卧室、

卫生间的灯具的感应装置感应到应用者时，灯具将自动缓慢亮起为应用者照明。在早上6点

至8点触发起床模式时，设于电动窗帘和空调的定时开关装置将卧室电动窗帘自动打开，空

调关闭。

[0053] 步骤S34：当应用者家中大门被关上且10分钟内人体探测器探测不到室内人体走

动时，将自动触发离家模式。在该模式下，门磁、门口摄像机将自动打开，并将门铃到访记录

以短信、手机应用程序弹窗形式通知到应用者。使应用者实时了解住所的安全状况。同时，

启动扫地机器人执行定时清扫任务。如果雨滴传感器感应到下雨时，则自动关闭电动窗户，

并以短信、手机应用程序弹窗的形式通知到应用者。

[0054] 步骤S35：在离家模式下，当传感器探测到门窗被异常的方式打开时，则自动触发

警报模式，在此模式下，安全警报器以最大分贝的音量响起，并以短信、手机应用程序弹窗

形式通知到应用者。

[0055] 本发明的智能家居模式的触发方法可通过智能家居模式的触发系统来实现，如图

2所示，该系统包括多种传感器10、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指令执行单元50及消息通知

单元60，所述多种传感器10、指令执行单元50及消息通知单元60分别与所述智能家居触发

控制单元30连接。

[0056] 图2中，所述多种传感器10设置在若干应用者20的生活环境中，用于采集环境因素

数据、应用者的身体状况数据及日常行为数据。本实施例中，所述传感器10包括人体探测

器、时间传感器及环境数据传感器，所述人体探测器用于探测应用者的身高、体重、呼吸频

率、呼噜声等数据，时间传感器用于记录应用者的起床、睡觉、娱乐、回家、离家等的时间数

据，形成反映应用者生活习性的身体状况及行为数据。所述环境数据传感器包括用于采集

温度、光强度、风力、噪音、PM2.5粉尘含量、湿度、有毒气体、火警、视频、家电品牌、电流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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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环境数据的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它们分别用于采集应用者活动环境中的各类环境因素数

据。所述人体探测器、时间传感器和环境数据传感器均可选择适用的公知产品。所述各传感

器分别设置在应用者20所生活的环境中，用于采集环境因素数据、应用者的身体状况数据

及日常行为数据，并将所采集的各种数据传送到所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

[0057] 图2中，所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为系统的中控部分，其与所述多种传感器10

相连接，用于对所采集的环境因素数据、应用者的身体状况数据、日常行为数据进行处理，

形成家居模式40，在家居模式40与触发规则智能匹配条件下触发家居模式，并在家居模式

被触发后控制家居模式的响应和执行。该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包括处理模块31及与之

相连的触发模块32，其内加载有对传感器10采集的数据的处理程序和家居模式生成及触发

程序，其中，所述处理模块31与多个传感器10相连接，触发模块32与指令执行单元50相连

接。

[0058] 如图2所示，本发明的系统设置了响应和执行所述家居模式40的指令执行单元50，

该指令执行单元50包括多种家电设备，本实施例中，所述多种家电设备包括电视、空调、音

响、灯具、电动厨具、电动窗帘、投影仪、门磁、门口摄像机、门铃、扫地机器人、电动窗户及闹

钟等，这些设备上均设有用于接收所发送指令的信号接收模块。上述家电设备仅为举例，而

指令执行单元所涉及的家电设备并不限于此。所述指令执行单元50通过其信号接收模块与

所述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有线或无线连接，用于执行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下发的

各种指令，实现所述的家居模式40的各种功能。

[0059] 图2中，所述消息通知单元60为消息推送模块，其与智能家居触发控制单元30相连

接，并与应用者20所持手机无线连接，用于将各种温馨提示、住所安全信息、到访信息，家居

模式执行信息等以短信形式发送到应用者20的手机。

[0060] 籍此，本发明实现了在无人干预情况下的家居模式的智能触发，因而可为人们享

受智能化的家居生活提供便利。

[0061] 尽管通过以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揭示，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构思的条件下，对以上各构件所做的变形、替换等均将落入本发明的权利

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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