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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

法、装置及智能设备。该在主控端执行的流程，包

括：发送网络配置信息，供处于无线混杂监听

Promisc模式的智能家电接收到所述网络配置信

息并且根据所述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发送网

络配置信息预定时间段后，监听无线可用网络，

以扫描到所述智能家电因超时未接收到所述网

络配置信息后建立的网络热点；连接所述智能家

电建立的所述网络热点后，再次向所述智能家电

发送网络配置信息。在不需要人为操作下，自动

完成智能设备的入网，提高了入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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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主控端执行的流程，包括：

发送网络配置信息，供处于无线混杂监听Promisc模式的智能家电接收到所述网络配

置信息并且根据所述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

发送网络配置信息预定时间段后，监听无线可用网络，以扫描到所述智能家电因超时

未接收到所述网络配置信息后建立的网络热点；

连接所述智能家电建立的所述网络热点后，再次向所述智能家电发送网络配置信息；

供智能家电接收到所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所述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之后，所述

方法还包括：

以广播的形式发送搜索智能家电的搜索消息，以使所述智能家电基于所述搜索消息返

回应答消息；同时，所述智能家电以广播的上线消息；

监听到所述智能家电发来的上线消息后，连接所述智能家电。

2.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智能家电侧执行的流程，包括：

设置成处于无线混杂监听Promisc模式；

接收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

预定时间内未接收到主控端发送的网络配置信息，则建立网络热点，以供主控端扫描

到所述网络热点；

在所述主控端连接到所述网络热点的条件下，再次接收所述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

息；

所述接收到所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之后，所

述方法，还包括：

广播上线消息，同时所述主控端也以广播的形式发送搜索智能家电的搜索消息；

在所述主控端监听到所述上线消息的条件下，连接所述主控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建立网络热点，具体包括：

由无线混杂监听Promisc模式自动转入软件热点Soft  AP模式，以建立所述网络热点。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在所述主控端连接到所述网络热点的

条件下，再次接收所述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

接收到所述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之后，关闭所述网络热点。

5.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设置于主控端，所述装置包括：

发送模块，用于发送网络配置信息，供处于无线混杂监听Promisc模式的智能家电接收

到所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所述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

监听模块，用于发送网络配置信息预定时间段后，监听无线可用网络，以扫描到所述智

能家电超时未接收到所述网络配置信息后建立的网络热点；

所述发送模块，还用于连接所述智能家电建立的所述网络热点后，再次向所述智能家

电发送网络配置信息；

所述智能家电接收到所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所述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之后，以

广播的形式发送搜索智能家电的搜索消息，以使所述智能家电基于所述搜索消息返回应答

消息；同时，所述智能家电以广播的上线消息；

监听到所述智能家电发来的上线消息后，连接所述智能家电。

6.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设置于智能家电侧，所述装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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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设置模块，用于设置成处于无线混杂监听Promisc模式；

网络连接模块，用于接收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

络；

网络热点建立模块，用于若预定时间内未接收到智能终端发送的网络配置信息，则建

立网络热点，以供主控端扫描到所述网络热点；

所述网络连接模块，还用于在所述主控端连接到所述网络热点的条件下，再次接收所

述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

所述接收到所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之后，广

播上线消息，同时所述主控端也以广播的形式发送搜索智能家电的搜索消息；

在所述主控端监听到所述上线消息的条件下，连接所述主控端。

7.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主控端，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5所述的设置于主控端

的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装置。

8.一种智能家电，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6所述的设置于智能家电侧的配置智能家

电入网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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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装置及智能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线网络通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装

置及智能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智能家电进入寻常百姓家，有些设备具备输入

装置，并且显示装置齐全，但是，有些设备没有键盘，更没有显示装置。对于需要接入无线网

络的智能家电设备来说，如何将智能家电设备连入网络是比较繁琐的工作。现有技术中出

现的将智能家电接入网络的技术均需要人为手动的参与操作，并且操作步骤多，容易出错，

导致自动化程度低。对于智能家电的生产企业来说，需要面对众多的用户，所以智能家电产

品接入网络的快捷性较为重要，以此提高用户使用的便捷体验。因此，需要一种配置智能家

电入网的方法、装置及智能设备，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装置及智能设备，在不需要人为操作

下，自动完成智能家电的入网，提高了入网效率。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其在主控端执行的流程，包括：发送网络配置信

息，供处于无线混杂监听Promisc模式的智能家电接收到所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所述

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发送网络配置信息预定时间段后，监听无线可用网络，以扫描到所

述智能家电因超时未接收到所述网络配置信息后建立的网络热点；连接所述智能家电建立

的所述网络热点后，再次向所述智能家电发送网络配置信息。

[0006] 优选地，所述发送网络配置信息，供智能家电接收到所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

所述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监听到所述智能家电接入网络后发来

的上线消息时，连接智能家电。

[0007] 优选地，所述连接智能家电，具体包括：以广播的形式发送搜索智能家电的搜索消

息，以使所述智能家电基于所述搜索消息返回应答消息；监听到所述智能家电发来的应答

消息后，连接所述智能家电。

[000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其在智能家电侧执行的流程，包

括：设置成处于无线混杂监听Promisc模式；接收到所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主控端发来

的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若预定时间内未接收到主控端发送的网络配置信息，则建立网

络热点，以供主控端扫描到所述网络热点；在所述主控端连接到所述网络热点的条件下，再

次接收所述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

[0009] 优选地，所述建立网络热点，具体包括：由无线混杂监听Promisc模式自动转入软

件热点Soft  AP模式，以建立所述网络热点。

[0010] 优选地，所述在所述主控端连接到所述网络热点的条件下，再次接收所述主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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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接收到所述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之后，

关闭所述网络热点。

[0011] 优选地，所述接收到所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接入

网络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发送上线消息至主控端；在所述主控端监听到所述上线消息

的条件下，连接所述主控端。

[0012] 优选地，所述连接所述主控端，具体包括：基于所述主控端发来的搜索智能家电的

搜索消息发出应答消息；在所述主控端监听到所述应道消息的条件下，连接所述主控端。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装置，其设置于主控端，所述装置包括：

发送模块，用于发送网络配置信息，供处于无线混杂监听Promisc模式的智能家电接收到所

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所述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监听模块，用于发送网络配置信息

预定时间段后，监听无线可用网络，以扫描到所述智能家电超时未接收到所述网络配置信

息后建立的网络热点；所述发送模块，还用于连接所述智能家电建立的所述网络热点后，再

次向所述智能家电发送网络配置信息。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装置，其设置于智能家电侧，所述装置

包括：模式设置模块，用于设置成处于无线混杂监听Promisc模式；网络连接模块，用于接收

到所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网络热点建立模块，

用于若预定时间内未接收到智能终端发送的网络配置信息，则建立网络热点，以供主控端

扫描到所述网络热点；所述网络连接模块，还用于在所述主控端连接到所述网络热点的条

件下，再次接收所述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主控端，其包括如上文所述的设置于主

控端的配置设备入网的装置。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智能家电，其包括如上文所述的设置于智能家电侧的配置智

能家电入网的装置。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至少具有下列效果：

[0018] 采用本发明的配置设备入网的方法在不需要人为手动操作的情况下，自动完成智

能家电的入网操作，提高了智能家电入网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的流程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的流程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第三实施例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的流程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第四实施例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的流程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第五实施例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装置的方框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第六实施例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装置的方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结合附图

及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如后。

[0026] 本发明提供的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可以实现智能家电自动连入网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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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智能家电的操作，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验。下面将详细地描述本发明的配置智能家

电入网的方法及其步骤。

[0027] 第一实施例

[0028]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公开的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在主控端执行的流程，包

括步骤S10：发送网络配置信息，供处于无线混杂监听Promisc模式的智能家电接收到该网

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由此处于Promisc模式的智能家电可以根据

接收到的网络配置信息连接路由器，从而接入网络。需要说明的是，实现主控端功能的可以

是智能手机，并且该智能手机可以连接路由器而接入网络。

[0029] 步骤S20：发送网络配置信息预定时间段后，监听无线可用网络，以扫描到智能家

电因超时未接收到网络配置信息后建立的网络热点。以及，步骤S30：连接智能家电建立的

网络热点后，再次向智能家电发送网络配置信息。也就是，主控端在预定时间段后启动进入

监听无线可用网络的状态，以应对主控端与智能家电出现不兼容的问题导致的主控端未能

够准确地发送网络配置信息，或者智能家电未能够准确地接收到网络配置信息的情况。预

定时间段内智能家电未接收到网络配置信息后自行建立网络热点，主控端扫描到该网络热

点后，连接至该网络热点后，再次向智能家电发送网络配置信息。由此通过建立网络热点的

方式实现网络配置信息的发送。使得智能家电建立网络热点的目的是便于用户采用主控端

实时掌握配置情况。由此可以实现智能家电在不同的使用场所。

[0030] 作为优选地，在步骤S10：发送网络配置信息，供智能家电接收到所述网络配置信

息并且根据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之后，本实施例中的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还包括：

监听到智能家电接入网络后发来的上线消息时，连接智能家电。由此作为主控端的智能手

机可以通过所述网络实现与所述智能家电的信息通讯，从而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操作智

能家电。网络配置消息包括该网络路由器的服务集标识SSID和登录网络口令PASSWORD，由

此可以使得智能家电顺利接入网络。

[0031] 进一步地，连接智能家电，具体包括：以广播的形式发送搜索智能家电的搜索消

息，以使智能家电基于搜索消息返回应答消息；监听到智能家电发来的应答消息后，连接智

能家电。主控端以广播的形式发送搜索消息，智能家电接收到该搜索消息后返回应答消息，

主控端收到该应答消息后，连接智能家电。从而使得作为主控端的手机终端来发送控制指

令实现智能家电的控制。

[0032] 由此，用户可以采用同一个主控端对所有智能家电的统一配置和管理，提高智能

家电产品使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降低智能家居的管理成本，提高用户体验。

[0033] 第二实施例

[0034] 图3示出的第二实施例作为第一实施例中的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如图中所示，无

线路由器上电并正常工作，①智能家电上电并触发进入Promisc模式；②主控端发送包括

SSID&PASSWORD的网络配置信息，智能家电捕获到该网络配置信息后存储；③智能家电根据

该网络配置信息连接路由器后接入网络；主控端启动处于监听上线消息的模式，以监听智

能家电发来的上线消息；④智能家电广播上线消息；⑤主控端发现智能家电发出的上线消

息后连接智能家电；⑥主控端和智能家电正常网络通信后，主控端可以实现对智能家电的

控制和管理。

[0035] 第三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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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方法在智能家电侧执行的流程，

包括：步骤S40：设置成处于无线混杂监听Promisc模式。步骤S50：接收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

根据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步骤S60：若预定时间内，例如1分钟内未接收到

主控端发送的网络配置信息，则建立网络热点，以供主控端扫描到网络热点；以及，步骤

S70：在主控端连接到网络热点的条件下，再次接收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相应的详

细内容参见第二实施例中的具体实施方案。

[0037] 作为优选地，接收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

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发送上线消息至主控端；在主控端监听到上线消息的条件下，连接

主控端。

[0038] 进一步地，在连接主控端，具体包括：基于主控端发来的搜索智能家电的搜索消息

发出应答消息；在主控端监听到应答消息的条件下，连接主控端。

[0039] 第四实施例

[0040] 如图4所示为本三实施例的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如图4所示，建立网络热点，具体

包括：由无线混杂监听Promisc模式自动转入软件热点Soft  AP模式，以建立上述网络热点。

如图所示，相应地，在主控端连接到网络热点的条件下，再次接收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

息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接收到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之后，关闭网络热点。

[0041] 图4中，无线路由器上电并正常工作，①智能家电上电并触发进入Promisc模式；②

主控端的网络配置信息无法正常抵达智能家电，智能家电在预定时间段内，例如1分钟内未

收到正确的网络配置信息包；③智能家电由Promisc模式自动转入具有特定规则SSID的软

件热点SoftAp模式，以建立无线网络热点；主控端持续扫描无线可用网络WLAN。④主控端搜

索到智能家电建立的软件热点SoftAp，并主动申请连接该网络热点；⑤智能家电允许并与

主控端建立连接；⑥主控端向智能家电发送网络配置信息；⑦智能家电回复确认；⑧智能家

电关闭软件热点SoftAp；⑨智能家电连接无线路由器以此接入网络；⑩智能家电广播上线

消息，主控端接收该上线消息，同时主控端也以广播的形式发送搜索智能家电的搜索消息，

并且监听智能家电的应答消息； 智能家电搜索到该搜索信息后返回应答消息应答；

主控端发现智能家电，并主动与智能家电建立连接，从而可以进行正常的通信。关闭网络热

点也可以是在智能家电连接无线路由器以此接入网络后执行，只要保证在智能家电几首到

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之后即可。

[0042] 第五实施例

[0043] 如图5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装置设置于主控端，所述装置包

括：发送模块10，用于发送网络配置信息，供处于无线混杂监听Promisc模式的智能家电接

收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

[0044] 监听模块20用于：发送网络配置信息预定时间段后，监听无线可用网络，以扫描到

智能家电超时未接收到网络配置信息后建立的网络热点。

[0045] 发送模块10，还用于连接智能家电建立的网络热点后，再次向智能家电发送网络

配置信息。建立具有特定规则的SSID的网络热点，可以采用固定密码来提高WiFi网络的安

全性。

[0046] 第六实施例

[0047] 如图6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装置设置于智能家电侧，所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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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包括：模式设置模块30，用于将智能家电设置成处于无线混杂监听模式Promisc，以及网

络连接模块40，用于接收到网络配置信息并且根据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接入网络。

网络热点建立模块50，网路热点建立模块50，用于若预定时间内未接收到智能家电发送的

网络配置信息，则建立网络热点，以供主控端扫描到网络热点。网络连接模块40，还用于在

主控端连接到网络热点的条件下，再次接收主控端发来的网络配置信息。

[0048] 第七实施例

[004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主控端，其包括如上文所述的设置于主

控端的配置智能家电入网的装置。

[0050] 第八实施例

[005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智能家电，其包括如上文所述的设置于智能家电侧的配置智

能家电入网的装置。

[0052] 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的说明，应当可对本发明为达成预定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

功效得以更加深入且具体的了解，然而所附图示仅是提供参考与说明之用，并非用来对本

发明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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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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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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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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