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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窗户控制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窗户控制器，包括主控

模块、室外检测装置、室内检测装置、电机驱动装

置、显示装置、红外遥控、无线控制装置和监控组

块。所述主控模块是用STM32F407作为整个系统

的主控制器；所述室外检测装置包括雨滴传感器

和风速传感器；所述室内检测装置包括温度传感

器和可燃气体传感器；所述电机驱动装置由电机

驱动模块和步进电机构成，用于打开和关闭窗

户；所述显示装置是数码管模块，用于实时显示

室内的温度；所述红外遥控由红外收发模块构

成；所述无线控制装置由WiFi模块、路由器和手

机端APP组成；所述监控组块可以将实时的数据

传输到所述手机端APP。本发明可实现自动控制

和遥控控制窗户开关，还可以用手机进行远程控

制和实时查看家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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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窗户控制器，包括主控模块、室外检测装置、室内检测装置、电机驱动装置、

显示装置、红外遥控、无线控制装置和监控组块，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模块是用STM32F407

作为整个系统的主控制器；所述室外检测装置包括雨滴传感器和风速传感器；所述室内检

测装置包括温度传感器和可燃气体传感器；所述电机驱动装置由电机驱动模块和步进电机

构成；所述显示装置是数码管模块；所述红外遥控由遥控器和红外接收器构成；所述无线控

制装置由WiFi模块、路由器和手机端APP组成；所述监控组块可以将实时的数据传输到所述

手机端APP。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窗户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速传感器由一个槽型对

射光电传感器和小风扇构成；

当有风吹过时，小风扇转动，经过槽型即可触发输出低电平，所述主控模块对单位时间

内的低电平数进行统计，即可得到风速；当风速超过预设值时，关闭窗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窗户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WiFi模块为安信可公司生

产的esp8266模块，WiFi模块与所述主控模块相连，同时连接到所述路由器提供的局域网，

所述手机端通过互联网访问路由器，从而向主控模块发送信息，实现开关窗操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窗户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控组块为摄像头与“双

电机”的组合，所述摄像头为OmniVision公司生产的CMOS图像传感器OV2640；所述“双电机”

为两个相互垂直的步进电机，可控制摄像头上下左右转动；摄像头与所述主控模块相连，主

控模块将实时图像信息储存并通过所述WiFi模块上传到服务器中，所述手机端APP访问服

务器即可实时监控家中情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窗户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机端APP首页可显示室

内温度和窗户开关状态；当处于“自动模式”的情况下，系统在所述室外检测装置和所述室

内检测装置的控制下自动进行开关窗，界面只有“摄像监控”按键；当处于“手动模式”的情

况下，界面有“开窗”、“关窗”和“摄像监控”按键；点击“摄像监控”按键时会调出由所述监控

组块传来的实时监控视频，还可以点击“上下左右”按键调整摄像头的角度，以便可以看到

室内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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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窗户控制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控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智能窗户控制器。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家居行业飞速发展，如今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窗户作为家居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必将走向智能化。

[0003] 现在已经有智能窗户的产品了，但大多数功能简单，智能程度不够高，而且价格昂

贵，不适合大部分家庭。因此智能窗户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0004] 很多人都遇到过不在家中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或者刮起大风，家中窗户还未关

闭，很容易造成财产损失；有的时候煤气泄漏，不及时开窗通风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还

有的时候忘记是否关闭窗户，无法确认也会影响工作和学习的心情。

[0005] 因此，人们急需一种可以在风雨天自动关闭窗户，在有煤气泄漏的时候及时开窗

通风，即使主人不在家中也能通过它实时的了解家中情况的智能开关窗户的产品。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在人们对窗户多功能的需求，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窗户控制器，包括主

控模块、室外检测装置、室内检测装置、电机驱动装置、显示装置、红外遥控、无线控制装置

和监控组块，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模块是用STM32F407作为整个系统的主控制器；所述室

外检测装置包括雨滴传感器和风速传感器；所述室内检测装置包括温度传感器和可燃气体

传感器；所述电机驱动装置由电机驱动模块和步进电机构成；所述显示装置是数码管模块；

所述红外遥控由遥控器和红外接收器构成；所述无线控制装置由WiFi模块、路由器和手机

端APP 组成；所述监控组块可以将实时的数据传输到所述手机端APP。

[0007] 优选的，所述风速传感器由一个槽型对射光电传感器和小风扇构成。当有风吹过

时，小风扇转动，扇叶经过槽型即可触发传感器输出低电平，所述主控制器对单位时间内的

低电平数进行统计计算，即可得到风速；当风速超过预设值10.8m/s时，关闭窗户。

[0008] 优选的，所述WiFi模块为安信可公司生产的esp8266模块，WiFi模块与所述主控模

块相连，同时连接到所述路由器提供的局域网，所述手机端通过互联网访问路由器，从而向

主控模块发送信息，实现开关窗操作。

[0009] 优选的，所述监控组块由摄像头和“双电机”组成，所述摄像头为OmniVision公司

生产的CMOS图像传感器OV2640；所述“双电机”为两个相互垂直的步进电机，可控制摄像头

上下左右转动；摄像头与所述主控模块相连，主控模块将实时图像信息储存并通过所述

WiFi  模块上传到服务器中，所述手机端APP访问服务器即可实时监控家中情况。

[0010] 优选的，所述手机端APP首页可显示室内温度和窗户开关状态；当处于“自动模式”

的情况下，系统在所述室外检测装置和所述室内检测装置的控制下自动进行开关窗，界面

只有“摄像监控”按键；当处于“手动模式”的情况下，界面有“开窗”、“关窗”和“摄像监控”按

键；点击“摄像监控”按键时会调出由所述监控组块传来的实时监控视频，还可以点击“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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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按键调整摄像头的角度，以便可以看到室内外的情况。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智能窗户控制器的系统原理图。

[0012] 图2是本发明部分模块管脚接线图。

[0013] 图3是手机端APP的软件流程图。

[0014] 图4是手机端APP“自动模式”界面示意图。

[0015] 图5是手机端APP“手动模式”界面示意图。

[0016] 图6是手机端APP“摄像监控”页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更好的阐述和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示意图对具体实施方案进行分析。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系统原理图，本发明为一种智能窗户控制器，包括主控模

块、室外检测装置、室内检测装置、电机驱动装置、显示装置、红外遥控、无线控制装置和监

控组块，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模块是用STM32F407作为整个系统的主控制器；所述室外检

测装置包括雨滴传感器和风速传感器；所述室内检测装置包括温度传感器和可燃气体传感

器；所述电机驱动装置由电机驱动模块和步进电机构成；所述显示装置是数码管模块，；所

述红外遥控由遥控器和红外接收器构成；所述无线控制装置由WiFi模块、路由器和手机端

APP组成；所述监控组块可以将实时的数据传输到所述手机端APP。

[0019] 所述雨滴传感器采用双面材料，用镀镍处理表面，采用比较器输出信号；雨滴传感

器输出端DO与所述主控模块PB9管脚相连，当有水滴滴在感应板上时，DO输出低电平，将信

号传到所述主控模块中，进行关窗操作。

[0020] 所述风速传感器由一个槽型对射光电传感器和小风扇构成，风速传感器输出端

OUT  与所述主控模块PB10管脚相连，当有风吹过时，小风扇转动，扇叶经过槽型即可触发传

感器输出低电平，所述主控制器对单位时间内的低电平数进行统计计算，即可得到风速；当

风速超过预设值10.8m/s时，关闭窗户。

[0021] 所述温度传感器为DS18B20芯片，它的DQ端与所述主控模块PA15管脚相连，并将室

内实时温度传到所述主控模块中；当室内温度超过30～35℃时，窗户打开进行通风降温。

[0022] 所述可燃气体传感器为MQ-2气体传感器，它的输出端DO与所述主控模块PB8相连；

当空气中可燃气体的浓度超过预设值时，传感器中SnO2的电导率增大，输出低电平给所述

主控模块，进行开窗操作。

[0023] 所述电机驱动模块为L298N，所述步进电机为四线双极性步进电机；管脚接线图如

图2所示，电机驱动模块的IN1、IN2、IN3、IN4分别与所述主控模块的PB11、PA12、PA13、  PA14

管脚相连；电机驱动模块的OUT1、OUT2、OUT3、OUT4分别与步进电机的A+、A-、  B+、B-管脚相

连，驱动步进电机正转90°和反转90°，完成开窗和关窗的操作。

[0024] 所述WiFi模块为安信可公司生产的esp8266模块，管脚接线图如图2所示，WiFi模

块的管脚RST、CH_PD、TXD、RXD分别与所述主控模块的PA5、PB5、PA2、PA3管脚相连，实现连接

到所述路由器提供的局域网，所述手机端APP通过互联网访问路由器，从而向主控模块发送

信息，实现开关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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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所述数码管模块是由两片595驱动的四位数码管显示模块，它的DIO、RCLK、SCLK 

管脚分别与所述主控模块的PB4、PA7、PA11管脚相连；主控模块将所述温度传感器读取的温

度数值传递给数码管模块，可以实时显示室内温度。

[0026] 所述红外接收器的OUT端口与所述主控模块的PA8端口相连，所述遥控器向红外接

收器发送红外信号，红外接收器将收到的信号传递给所述主控模块，实现开窗和关窗。

[0027] 所述监控组块由摄像头和“双电机”组成，所述摄像头为OmniVision公司生产的

CMOS 图像传感器OV2640；所述“双电机”为两个相互垂直的步进电机，可控制摄像头上下左

右转动；接线图如图2所示，摄像头与所述主控模块相连，主控模块将实时图像信息储存并

通过所述WiFi模块上传到服务器中，所述手机端APP访问服务器即可实时监控家中情况。

[0028] 如图3所示为所述手机端APP的软件流程图；打开手机端APP首先确定控制模式，当

为“自动模式”时，系统按照可燃气体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雨滴传感器、风速传感器的优先

级顺序进行开关窗，界面如图4所示，可以显示当前室内温度和窗户开关状态；当为“手动模

式”时，可以通过点击“开窗”和“关窗”按键进行开关窗操作，界面如图5所示；在两种模式下

都可以点击“摄像监控”按键，这时会调出由摄像头传来的实时监控视频，还可以通过“上下

左右”按键调整摄像头的角度，以便可以看到室内外的情况，界面如图6所示；此时点击返回

键可以返回到首页。

[0029]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以上本发明所述的实施例是说明性的，但这并非是对本发明

的限制，因此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情况下，本领

域技术人员是可以做出各种变换和变化而得到相应的同等的技术方案，因此所有等同的技

术方案均应该归入本发明的专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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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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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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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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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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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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