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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洗衣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

根据声纹不同进行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及

洗衣机。该方法具体为：洗衣机声纹识别功能激

活后，接收用户的声音信息，并对用户的声音信

息进行声纹特征提取；对获取的声纹特征进行匹

配处理以生成匹配结果，将所述匹配结果发送给

洗衣机控制器使所述洗衣机进行个性化显示和

控制。该种方法能够根据用户语音提取声纹特

征，并将获取的声纹特征进行匹配处理生成匹配

结果，洗衣机控制根据匹配结果显示符合该用户

年龄、性别或者年龄和性别相匹配的洗衣程序。

该种方法能够节省用户根据需要自己选择设置

洗衣程序耗费的时间，还能够洗衣机根据用户特

征辅助用户快速确定洗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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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洗衣机声纹识别功能激活后，接收用户

的声音信息，并对用户的声音信息进行声纹特征提取；对获取的声纹特征进行匹配处理以

生成匹配结果，将所述匹配结果发送给洗衣机控制器以使所述洗衣机进行个性化显示和控

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用户的语音进

行声纹特征提取之后还包括：

判断所述声纹特征是否有效；

若判断所述声纹特征有效，则将所述声纹特征进行匹配并生成匹配结果。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若判断所述声纹特征无效，则洗衣机语音功能激活并引导用户发出声音以使洗衣机获

取用户声音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获取

的声纹特征进行匹配处理以生成匹配结果包括：

对所述用户的声纹特征进行匹配处理以判断所述用户的声音信息是否在存储模块有

相同声纹特征：

若判断所述用户的声音特征在存储模块有相同声纹特征，则根据用户的声音信息将所

述用户上一次使用的洗衣程序显示在显示面板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若判断所述用户的声

纹特征在存储模块没有相同声纹特征，则洗衣机根据声纹特征显示推荐洗衣程序或所有洗

衣程序。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洗衣机根据声纹

特征显示推荐洗衣程序包括：

解析所述声纹特征得到所述用户的年龄段，根据所述用户的年龄段显示推荐洗衣程

序。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洗衣机根据声纹

特征显示推荐洗衣程序包括：

解析所述声纹特征得到所述用户的性别，根据所述用户的性别显示推荐洗衣程序。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洗衣机根据声纹

特征显示推荐洗衣程序包括：

解析所述声纹特征得到所述用户的年龄段和性别，根据所述用户的年龄段和性别显示

推荐洗衣程序。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洗衣机声纹识别

功能激活后，接收用户的声音信息之前还包括：

洗衣机语音功能激活并引导用户发出声音以使洗衣机获取用户声音信息。

10.一种洗衣机，其特征在于，使用如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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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及洗衣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洗衣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根据声纹不同进行洗衣机显示切换控

制方法及洗衣机。

背景技术

[0002] 通常在家庭中，使用洗衣机进行衣物洗涤的人是不固定的，如在一个家庭中，年轻

夫妻及年长的父母、或是中年的父母与刚刚成人的孩子，都是进行洗衣的主体。然而，每个

人洗衣的类别不同，每次都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洗衣程序，尤其是每次用户自定义洗衣程

序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选择，无法实现便捷快速的启动洗衣机；不能实现到每个人的

个性化显示和操作。

[0003] 因此，需要一种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能够解决现有技术中家庭中每个使用

洗衣机的成员使用洗衣机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选择适合自己的洗衣程序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能够解决现有技术中家庭

中每个使用洗衣机的成员使用洗衣机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选择适合自己的洗衣程序的问

题。

[0005] 为达此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提供一种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洗衣机声纹识别功能激活后，接收用户的声

音信息，并对用户的声音信息进行声纹特征提取；对获取的声纹特征进行匹配处理以生成

匹配结果，将所述匹配结果发送给洗衣机控制器使所述洗衣机进行个性化显示和控制。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对用户的语音进行声纹特征提取之后还包括：

[0008] 判断所述声纹特征是否有效；

[0009] 若判断所述声纹特征有效，则将所述声纹特征进行匹配并生成匹配结果。

[0010] 作为优选，若判断所述声纹特征无效，则洗衣机语音功能激活并引导用户发出声

音以使洗衣机获取用户声音信息。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对获取的声纹特征进行匹配处理以生成匹配结果包括：

[0012] 对所述用户的声纹特征进行匹配处理以判断所述用户的声音信息是否在存储模

块有相同声纹特征：

[0013] 若判断所述用户的声音特征在存储模块有相同声纹特征，则根据用户的声音信息

将该用户上一次使用的洗衣程序显示在显示面板上。

[0014] 作为优选，若判断所述用户的声纹特征在存储模块没有相同声纹特征，则洗衣机

根据声纹特征显示推荐洗衣程序或所有洗衣程序。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洗衣机根据声纹特征显示推荐洗衣程序包括：

[0016] 解析所述声纹特征得到所述用户的年龄段，根据所述用户的年龄段显示推荐洗衣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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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作为优选，所述洗衣机根据声纹特征显示推荐洗衣程序包括：

[0018] 解析所述声纹特征得到所述用户的性别，根据所述用户的性别显示推荐洗衣程

序。

[0019] 作为优选，所述洗衣机根据声纹特征显示推荐洗衣程序包括：

[0020] 解析所述声纹特征得到所述用户的年龄段和性别，根据所述用户的年龄段和性别

显示推荐洗衣程序。

[0021] 作为优选，所述洗衣机声纹识别功能激活后，接收用户的声音信息之前还包括：

[0022] 洗衣机语音功能激活并引导用户发出声音以使洗衣机获取用户声音信息。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洗衣机，其特征在于，使用上述所述的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

法。

[0024] 本发明有益效果：

[002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根据用户语音显示洗衣程序的方法，该种方法能够根据用户语

音提取声纹特征，并将获取的声纹特征进行匹配处理生成匹配结果，洗衣机根据匹配结果

控制显示符合该用户特征的洗衣程序。该种方法能够节省用户根据需要自己选择设置洗衣

程序耗费的时间，还能够洗衣机根据用户特征辅助用户快速确定洗衣程序，进而实现个性

化显示和操作。

[0026] 判断声纹特征是否有效，是为了防止声纹特征无效而后续步骤逐步进行导致洗衣

机反应速度慢，进一步的降低因为声纹特征提取失败造成的返回获取用户语音需要的时间

长。

[0027] 将匹配结果进行区分，对于老用户而言，该种方法使洗衣机有记忆功能，进而能够

方便用户在某一段时间(该时间可根据四季衣物材质不同进行划分)内无需选择洗衣程序

就能够实现洗衣目的。而对于新用户而言，该种匹配结果能够根据用户特征推荐洗衣程序。

有效的降低用户因为选择洗衣程序耗费大量的时间，尤其是洗衣程序中漂洗和甩干所需要

的时间。

[0028] 由于每个性别下每个年龄段的用户对洗衣程序需求不同，为此，本发明中将年龄

与性别结合，每个性别下不同年龄段用户对应不同洗衣程序，能够帮助用户快速完成洗衣

程序选择，实现个性化显示和操作，且进一步节省时间。

[0029] 本发明提供的洗衣机能够根据不同人的声纹特征帮助用户选择洗衣程序，且该洗

衣机的存储功能能够存储常用用户的洗衣习惯，根据用户的洗衣习惯为用户推荐个性化洗

衣程序，便于用户能够快速完成洗衣程序选择或者设定任务。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31] 图2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

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3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能够根据每个用户的特征提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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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程序，上述方法具体为：洗衣机声纹识别功能激活后，接收用户的声音信息，并对用户

的声音信息进行声纹特征提取；对获取的声纹特征进行匹配处理以生成匹配结果，将匹配

结果发送给洗衣机控制器使洗衣机进行个性化显示和控制。

[0034] 为了保证提取声纹特征在匹配处理时不会出现无用的对比结果，本实施例中对用

户的语音进行声纹特征提取之后还需要对声纹特征判断是否有效，即判断声纹特征是否提

取成功。若判断声纹特征有效，则将声纹特征进行匹配并生成匹配结果；若判断声纹特征无

效，则洗衣机语音功能激活并引导用户发出声音以使洗衣机获取用户声音信息。如，洗衣机

语音模块发出声音“很高兴为您效劳，请您说一句话让我来和您互动吧”用以引导用户与洗

衣机进行人机语音沟通，当然洗衣机语音模块发出的声音并不局限于上述语句，还可以是

“很高兴为您效劳，您需要我做什么”诸如此类能够引导用户发出声音的语句。

[0035] 如图1所示，上述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S101、洗衣机的声纹识别功能激活后，接收用户的声音信息，并对用户的声音信息

进行识别获取用户的声纹信息；

[0037] S102、对用户的声纹信息进行匹配处理生成匹配结果，将匹配结果发送给洗衣机

控制器，洗衣机控制器根据结果显示洗衣程序。

[0038] 对获取的声纹特征进行匹配处理以生成匹配结果包括：对用户的声纹特征进行匹

配处理以判断用户的声音信息是否在存储模块有相同声纹特征：若判断用户的声音特征在

存储模块有相同声纹特征，则根据用户的声音信息将该用户上一次使用的洗衣程序显示在

显示面板上。

[0039] 其中对获取的声纹特征进行匹配处理是指将获取的声纹特征与存储模块中的声

纹特征进行对比并进行匹配，用以判断用户的声音是否在存储模块有相同的声纹特征，以

使本实施例中洗衣机能够有记忆功能，根据用户使用习惯为用户推荐洗衣程序或者根据上

次使用洗衣程序直接显示上次洗衣程序。本实施例中的用户选择洗衣程序时是指根据衣物

材质选择的程序，还可以根据洗衣程序中洗涤、漂洗和脱水所要的时间和次数设定的洗衣

程序。当然，显示界面还包括返回主页键，若本次显示的洗衣程序并不是用户需要的，用户

可以按返回主页键，主页内显示所有洗衣程序供用户根据需要选择。

[0040] 本实施例中还可能存在另一种问题，即用户可能是初次使用洗衣机，那么存储模

块中并不存在该用户的声纹特征，即控制器判断用户的声纹特征在存储模块没有相同声纹

特征，此时洗衣机根据声纹特征显示推荐洗衣程序或全部洗衣程序以供用户根据需要选

择。

[0041] 洗衣机根据声纹特征显示推荐洗衣程序，是根据声纹特征选择洗衣程序。其中构

成声纹的参数主要有：短时频率、基音周期、短时能量、短时过零率、倒谱、LPC参数、MFCC参

数。而声纹识别模块根据上述参数能够提取出用户年龄和性别两个特征，此时，洗衣机根据

用户的年龄和性进行智能组合洗衣程序，为用户提供与该用户年龄和性别相符的洗衣程

序，进而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显示和操作。

[0042] 本实施例中洗衣机根据声纹特征显示推荐洗衣程序包括：解析声纹特征得到用户

的年龄段，根据用户的年龄段显示推荐洗衣程序或所有洗衣程序。其中所有洗衣程序所在

的页面为主页面。

[0043] 本实施例中可以根据声纹特征将用户根据年龄区分为两组，具体包括老年组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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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组。老年人一般选择衣物的材质多为棉麻、羊毛材质，因此，洗衣机中可以将棉麻洗和

羊毛洗作为主要推荐洗衣程序为首次使用该洗衣机的老年人推荐。而非老年人中则主要是

拼接衣物、真丝、彩色衣物、雪纺衣物、羊毛西装、臭袜子、空气洗、混合洗等洗衣机程序作为

主要推荐洗衣程序。

[0044] 本实施例中洗衣机根据声纹特征显示推荐洗衣程序还可以包括：解析声纹特征得

到用户的性别，根据用户的性别显示推荐洗衣程序。

[0045] 当然，本实施例中还可以将用户根据性别区分为两组，女性组和男性组，其中女性

组中一般衣物材质较男性组中较多，如棉麻、真丝、雪纺和羊毛等，且洗衣程序较男性组较

多，主要包括拼接衣物、真丝、彩色衣物、雪纺衣物、混合洗、空气洗和化纤等洗衣程序。而男

性组则包括棉麻、牛仔、羊毛西装、混合洗、袜子为主要洗衣程序。

[0046] 当然，本实施例中还可以是将用户根据性别和年龄区分，此时洗衣机根据声纹特

征显示推荐洗衣程序则包括：解析声纹特征得到用户的年龄段和性别，根据用户的年龄段

和性别显示推荐洗衣程序。本实施例中，洗衣机将性别和年龄进行组合，分为两大类，其中

一类为老年组，另一类为非老年组。而老年组中包括老年男性组与老年女性组；非老年组则

包括青年组、中年组和儿童组，其中青年组中由包括青年男性组和青年女性组，中年组包括

中年女性组和中年男性组。

[0047] 而对于老年男性组而言，可供选择的洗衣程序多为牛仔、棉麻和羊毛；对于老年女

性组而言，可供选择的洗衣程序多为棉麻和化纤洗衣程序；对于青年组女性而言，可供选择

的洗衣程序为拼接衣物、彩色衣物、雪纺衣物、混合洗、空气洗和化纤等洗衣程序；对于青年

男性而言，可供选择的洗衣程序为棉麻、牛仔、衬衫、混合洗、和袜子等程序；对于中年男性

而言，可供选择的洗衣程序为棉麻、牛仔、羊毛西服、混合洗、衬衫和袜子等程序；而儿童则

为棉麻程序。

[0048] 洗衣机接通电源后，直接启动洗衣机声纹识别功能，通过声纹识别来判断用户信

息，若为老用户，则控制器直接将显示界面显示为上次设定的程序界面，若本次进行了程序

调整，则控制器对调整后的洗涤程序进行记忆，该用户下次使用时，则显示本次使用的程序

界面。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中对于老用户的定义为，使用该洗衣机洗衣不少于一次的用

户。

[0049] 若用户为新用户(即初次使用该洗衣机)，则洗衣机显示面板显示推荐洗衣程序；

当然还可以是显示所有洗衣程序，并提示用户是否根据需要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洗衣程序，

该新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在洗衣程序库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程序，该用户将自己选择好的洗

衣程序进行保存，下次可通过声纹识别后直接进入自己上次所使用的洗衣程序界面。

[0050] 需要说明的是洗衣机在开机后，洗衣机声纹识别功能均被激活，而该洗衣机声纹

识别功能在接收用户的声音信息之前还包括：洗衣机语音功能激活并引导用户发出声音以

使洗衣机获取用户声音信息。该步骤能够防止用户刚刚使用洗衣机时不清楚如何操作的问

题。

[0051] 如图2所示，该种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52] S201、洗衣机开启；

[0053] S202、激活洗衣机语音功能；

[0054] S203、激活洗衣机声纹识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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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S204、接收用户声音并获取用户的声纹特征；

[0056] S205、判断声纹特征是否有效；

[0057] S206、若否，则返回S202；若是，判断用户的声音信息是否存在声纹存储模块有相

同声纹特征；

[0058] S207、若是，则显示面板上显示用户上一次使用的洗衣机程序或使用较多的洗衣

程序；

[0059] S208、若否，则显示面板上显示为用户推荐的洗衣程序。

[0060] 本实施例中还提供了一种洗衣机，使用本实施例中提供的洗衣机显示切换控制方

法。该洗衣机还包括语音获取模块、声纹识别模块和声纹存储模块，其中语音获取模块用于

获得用户声音并传输给声纹识别模块，声纹识别模块将获得的声音信息进行处理获得声纹

特征，声纹识别模块将该声纹特征与声纹存储模块中的声纹信息库中的声纹信息进行匹

配，若声纹存储模块中没有该声纹特征，则将该声纹存储至声纹信息库中，具体如何将声纹

存储至声纹信息库中可参考相关技术中的方法，本实施例中不在赘述。

[0061] 该洗衣机能够根据不同人的声纹特征帮助用户选择洗衣程序，且该洗衣机的存储

功能能够存储常用用户的洗衣习惯，根据用户的洗衣习惯为用户推荐个性化洗衣程序，便

于用户能够快速完成洗衣程序选择或者设定任务。

[0062] 注意，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

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方式的限制，上述实施方式和说明书中描述的

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

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的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

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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