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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可以检测来自记录图像的眩光，并且

可以基于检测到的眩光在图像中的位置来控制

机动窗帘的遮挡位置。可以在图像中计算像素的

亮度，并且可以基于像素的亮度来检测眩光状

况。例如，传感器可以从底行像素中的第一像素

开始，并且在移动到下一行像素之前逐步通过底

行上的每个像素。当传感器检测到眩光状况时，

传感器可以停止处理图像的剩余像素。传感器可

以通过将图像的像素从最暗到最亮重新排序并

且计算从最暗像素开始的预定百分比的像素的

亮度来计算图像的背景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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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检测眩光状况的位置以便控制机动窗帘的遮挡位置的传感器，所述传感器

包括：

可见光感测电路，所述可见光感测电路被配置为记录一个或多个图像；以及

控制电路，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计算非扭曲的图像的多个像素的相应亮度，所述控

制电路被配置为在所述非扭曲的图像的底部的第一行像素上的第一像素处开始，并在继续

到下一行像素之前，逐步通过所述第一行上的所述多个像素中的每一个，以确定所述多个

像素中的每一个的相应亮度，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检测所述眩光状况的所述位置，根据

所述眩光状况的所述位置，响应于所述多个像素中的至少一个像素的所述亮度控制所述机

动窗帘的所述遮挡位置；

其中，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在检测到所述眩光状况时，停止处理所述非扭曲的图像

以避免确定所述非扭曲的图像的剩余像素的所述相应亮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其中，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确定表示所述非扭曲的

图像的背景的亮度的背景亮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传感器，其中，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通过下述方式来确定所

述背景亮度：将所述非扭曲的图像的所述像素从最暗到最亮重新排序，并且计算作为从最

暗像素到最亮像素的所述距离的预定百分比的像素的所述亮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传感器，其中，所述预定百分比是25％。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传感器，其中，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如果特定像素的亮度与

所述背景亮度的比率大于预定的对比阈值，则检测所述眩光状况。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其中，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响应于特定像素的亮度

来检测所述眩光状况，响应于所述特定像素在所述非扭曲的图像中的位置来计算所述眩光

源的轮廓角，并响应于所述轮廓角确定控制机动窗帘所至的所述遮挡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传感器，其中，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响应于根据所述轮廓角

确定的所述遮挡位置来发送遮挡控制命令。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其中，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检索高动态范围图像，

并使所述高动态范围图像去扭曲以产生所述非扭曲的图像。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传感器，其中，所述控制电路通过从所述扭曲的图像生成恒定

轮廓角的行来产生所述非扭曲的图像。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其中，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如果特定像素的亮度

大于亮度阈值则检测所述眩光状况。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其中，所述第一行是所述非扭曲的图像的底行。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其中，所述下一行像素紧接在所述第一行像素的上

方。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其中，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计算所述多个像素中

的每个像素的相应亮度。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其中，所述图像包括HDR图像，并且所述控制电路被

配置为从所述HDR图像的数据中检索所述多个像素中的每个像素的相应亮度。

15.一种用于检测眩光状况的位置的传感器，机动窗帘的遮挡位置根据所述眩光状况

的位置而被控制，所述传感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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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感测电路，所述可见光感测电路被配置为记录一个或多个图像；以及

控制电路，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计算图像的背景亮度，其中，所述背景亮度是从其检

测所述眩光状况的值，以便控制所述机动窗帘的所述遮挡位置，其中，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

为对所述图像的像素从最暗到最亮重新排序，计算作为从最暗像素到最亮像素的距离的预

定百分比的第一像素的亮度，并将所述第一像素的亮度设置为所述背景亮度；

其中，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当第二像素的所述亮度与所述背景亮度的比率大于预定

的对比阈值时，检测所述眩光状况的所述位置。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传感器，其中，所述预定百分比是25％。

17.一种用于控制机动窗帘的遮挡水平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安装有所述机动窗帘的窗口外的视图的图像；

处理所述图像的多个像素以识别定义所述窗口外的眩光源的位置的轮廓角；以及

基于所述眩光源的所述轮廓角控制所述机动窗帘的所述遮挡水平。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确定表示眩光状况的像素；以及

基于所确定的像素从存储器中的预定义查找表中检索所述轮廓角。

19.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将数字消息无线发送到指示所述遮挡水平

的所述机动窗帘来控制所述遮挡水平。

20.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其中，处理所述多个像素以识别所述图像中的至少两

个像素的亮度之间的对比。

21.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至少两个像素的亮度之间的对比大于亮

度阈值时，识别所述轮廓角。

22.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使用所述轮廓角和最大穿透距离计算所述机动窗帘的所述遮挡水平。

23.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在控制所述遮挡水平之前发送所述轮廓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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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配置用于眩光检测和控制机动窗帘的可见光传感器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2017年3月3日提交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No.62/466,696的优先权，该

临时专利申请通过引用整体并入本文。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3] 可以使用各种类型的负载控制系统来配置用户环境，例如住宅或办公楼。照明控

制系统可用于控制在用户环境中提供人造光的照明负载。机动窗帘控制系统可用于控制提

供给用户环境的自然光。HVAC系统可用于控制用户环境中的温度。

[0004] 每个负载控制系统可以包括各种控制设备，包括输入设备和负载控制设备。负载

控制设备可以接收数字消息，该数字消息可以包括负载控制指令，用于控制来自一个或多

个输入设备的电负载。负载控制设备可以能够直接控制电负载。输入设备可以能够通过负

载控制设备间接控制电负载。

[0005] 负载控制设备的示例可包括照明控制设备(例如，调光器开关、电子开关、镇流器

或发光二极管(LED)驱动器)、机动窗帘、温度控制设备(例如，恒温器)和/或AC插入式负载

控制设备等。输入设备的示例可以包括遥控设备、占用传感器、日光传感器、眩光传感器、色

温传感器和/或温度传感器等。遥控设备可以接收用于执行负载控制的用户输入。占用传感

器可以包括红外(IR)传感器，用于基于用户的移动来检测空间的占用/空置。日光传感器可

以检测空间内接收的日光水平。色温传感器基于光的波长和/或频率确定用户环境内的色

温。温度传感器可以检测空间的当前温度。窗口传感器(例如，眩光传感器)可以面向建筑物

的外部(例如，在建筑物的窗口或外部)定位，以测量在建筑物外部检测到的自然光的总量

和/或检测眩光状况。

[0006] 一些现有技术的负载控制系统已经控制机动窗帘以防止建筑物内部的眩光状况

(例如，由直射阳光照射到建筑物中引起的眩光状况)。负载控制系统可以包括系统控制器，

用于确定控制机动窗帘的遮挡织物所至的位置以基于预测的太阳位置防止眩光状况(例

如，使用当天和当年的当前时间、建筑物的位置和/或方向等)。负载控制系统可以根据估计

的太阳位置在一天中自动控制机动窗帘。负载控制系统还可以包括窗口传感器，其被配置

为检测低光条件(例如，在阴天)和/或高光条件(例如，在极亮的天)，以使系统控制器能够

超驰在阴天和晴天的机动窗帘的自动控制。然而，这种负载控制系统需要复杂的配置过程

和先进的系统控制器来适当地操作。这些系统还基于已知条件(例如，当天和当年的当前时

间、建筑物的位置和/或方向等)和/或在给定的传感器的位置处感测到的日光总量来执行

日光眩光的估计。在2012年10月16日授权的共同转让的美国专利No.8,288,981中描述了这

种负载控制系统的示例，该专利题为“METHOD  OF  AUTOMATICALLY  CONTROLLING  A 

MOTORIZED  WINDOW  TREATMENT  WHILE  MINIMIZING  OCCUPANT  DISTRACTIONS(在最小化占

用者注意力分散的同时自动控制机动窗帘的方法)”，该专利的全部公开内容通过引用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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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

发明内容

[0007] 传感器(例如，可见光传感器)和/或系统控制器可以处理图像以确定眩光源的位

置，并控制机动窗帘以防止眩光源影响房间的占用者。传感器(例如，可见光传感器)和/或

系统控制器可以处理图像的像素以确定是否存在眩光状况。传感器和/或系统控制器可以

开始处理在图像的一部分处(例如，图像的底部或顶部)的像素。传感器和/或系统控制器可

以开始处理在图像中像素的底部或顶部行的像素，并将像素的亮度与一个或多个阈值进行

比较，以确定是否有眩光状况(例如，绝对眩光状况和/或相对眩光状况)。传感器和/或系统

控制器可以在确定存在眩光状况之后停止处理图像，这可以简化和/或加速图像的处理以

识别眩光状况。

[0008] 在确定存在眩光状况之后，传感器和/或系统控制器可以确定眩光源的轮廓角。传

感器和/或系统控制器可以使用轮廓角来识别在一个或多个机动窗帘处可以控制遮挡水平

所至的位置，以防止眩光状况影响房间的占用者。

[0009] 如本文所述，用于检测眩光的传感器可包括：可见光感测电路，被配置为记录一个

或多个图像；以及，控制电路，被配置为计算图像(例如，非扭曲的图像)的多个像素的相应

亮度，并且响应于至少一个像素的亮度检测眩光状况。在计算多个像素中的每个像素的相

应亮度的同时，控制电路可以被配置为在非扭曲的图像的底行像素上的第一像素处开始并

且在步进直到紧接在底行上方的下一行像素之前逐步通过底行上的多个像素中的每一个。

当控制电路检测到眩光状况时，控制电路可以通过不计算非扭曲的图像的每个剩余像素的

相应亮度来停止处理非扭曲的图像。

[0010] 另外，控制电路可以被配置为通过下述方式来计算图像的背景亮度：将图像的像

素从最暗到最亮重新排序，并且计算作为从最暗像素到最亮像素的距离的预定百分比的像

素的亮度。如果特定像素的亮度与背景亮度的比率大于预定的对比阈值，则控制电路可以

被配置为检测眩光状况。尽管传感器可被描述为执行用于检测眩光状况以控制机动窗帘的

遮挡水平的图像处理，但是系统控制器或另一图像处理设备可执行类似的功能。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具有可见光传感器的示例负载控制系统的简图。

[0012] 图2是具有可见光传感器的示例空间的侧视图。

[0013] 图3是示例可见光传感器的简化框图。

[0014] 图4示出了示例眩光检测过程的流程图。

[0015] 图5A和5B示出了可以由可见光传感器的控制电路执行的示例眩光检测过程的流

程图。

[0016] 图6示出了用于确定背景亮度的简化过程的流程图。

[0017] 图7A示出了可以由可见光传感器和机动窗帘执行的示例眩光检测过程的简化序

列图。

[0018] 图7B示出了可以由可见光传感器、系统控制器和机动窗帘执行的示例眩光检测过

程的简化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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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8是用于眩光检测的非扭曲的图像的简化示例。

[0020] 图9是示例系统控制器的框图。

[0021] 图10是示例控制目标设备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图1是用于控制从交流(AC)电源(未示出)传递到一个或多个电负载的功率量的示

例负载控制系统100的简图。负载控制系统100可以安装在建筑物的房间102中。负载控制系

统100可以包括多个控制设备，其被配置为经由无线信号(例如，射频(RF)信号108)彼此通

信。可选地或另外地，负载控制系统100可以包括耦合到一个或多个控制设备以提供负载控

制设备之间的通信的有线数字通信链路。负载控制系统100的控制设备可以包括多个控制

源设备(例如，可操作以响应于用户输入，占用/空置条件、测量的光强度的变化等而发送数

字消息的输入设备)和多个控制目标设备(例如，可操作以接收数字消息并响应于所接收的

数字消息控制相应的电负载的负载控制设备)。负载控制系统100的单个控制设备可以作为

控制源和控制目标设备操作。

[0023] 控制源设备可以被配置为将数字消息直接发送到控制目标设备。此外，负载控制

系统100可以包括系统控制器110(例如，中央处理器或负载控制器)，其可操作以将数字消

息传送到控制设备例如，控制源设备和/或控制目标设备)和从控制设备传送数字消息。例

如，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从控制源设备接收数字消息，并响应于从控制源设备接收

的数字消息将数字消息发送到控制目标设备。控制源和控制目标设备和系统控制器110可

以被配置为使用专有RF协议(例如 协议)发送和接收RF信号108。或者，可以

使用不同的RF协议传输RF信号108，不同的RF协议例如是标准协议，例如WIFI、ZIGBEE、Z-

WAVE、KNX-RF、ENOCEAN  RADIO协议或不同的专有协议之一。

[0024] 负载控制系统100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负载控制设备，例如用于控制照明负载122

的调光器开关120。调光器开关120可以适于壁挂在标准电壁箱中。调光器开关120可包括桌

面或插入式负载控制设备。调光器开关120可包括切换致动器(例如，按钮)和强度调节致动

器(例如，摇臂开关)。切换致动器的致动(例如，连续致动)可以切换(例如，关闭和打开)照

明负载122。强度调节致动器的上部或下部的致动可以分别增加或减少输送到照明负载122

的功率量，因此从最小强度(例如，大约1％)到最大强度(例如，大约100％)增加或减小接收

照明负载的强度。调光器开关120可以包括多个视觉指示器，例如发光二极管(LED)，其可以

布置成线性阵列并被照亮以提供照明负载122的强度的反馈。在下文中更详细地描述了壁

挂式调光器开关的示例：在1993年9月28日授权的题为LIGHTING  CONTROL  DEVICE(照明控

制设备)的美国专利No.5,248,919和在2017年6月13日授权的题为WIRELESS  LOAD  CONTROL 

DEVICE(无线负载控制设备)的美国专利No.5,676 ,696，其全部公开内容通过引用并入在

此。

[0025] 调光器开关120可以被配置为经由RF信号108(例如，从系统控制器110)无线地接

收数字消息，并且响应于所接收的数字消息来控制照明负载122。在下文中更详细地描述了

可操作以发送和接收数字消息的调光器开关的示例：在2009年8月20日公布的题为

“COMMUNICATION  PROTOCOL  FOR  A  RADIO-FREQUENCY  LOAD  CONTROL  SYSTEM(用于射频负

载控制系统的通信协议)”的共同转让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No.2009/0206983中，其整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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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内容在此引入作为参考。

[0026] 负载控制系统100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远程定位的负载控制设备，例如用于驱动

LED光源132(例如，LED光引擎)的发光二极管(LED)驱动器130。LED驱动器130可以远程地定

位，例如，位于LED光源132的照明器材中或附近。LED驱动器130可以被配置为经由RF信号

108(例如，从系统控制器110)接收数字消息，并响应于接收的数字消息控制LED光源132。

LED驱动器130可以被配置为响应于接收的数字消息调节LED光源132的色温。在下文中更详

细地描述了被配置为控制LED光源的色温的LED驱动器的示例：在2017年1月3日授权的题为

“SYSTEMS  AND  METHODS  FOR  CONTROLLING  COLOR  TEMPERATURE(用于控制色温的系统和方

法)”的共同转让的美国专利No.9,538,603，其全部公开内容通过引用并入在此。负载控制

系统100还可以包括其他类型的远程定位的负载控制设备，例如用于驱动荧光灯的电子调

光镇流器。

[0027] 负载控制系统100可包括用于控制插入式电负载的插入式负载控制设备140，插入

式电负载例如是插入式照明负载(例如，落地灯142或台灯)和/或电器(例如电视或计算机

监控器)。例如，落地灯142可以插入插入式负载控制设备140。插入式负载控制设备140可以

插入标准电源插座144，因此可以串联耦合在AC电源和插入式照明负载之间。插入式负载控

制设备140可以被配置为经由RF信号108(例如，从系统控制器110)接收数字消息，并且响应

于接收到的数字消息，打开和关闭或调节落地灯142的强度。

[0028] 可选地或另外地，负载控制系统100可包括可控插座，用于控制插入插座中的插入

式电负载。负载控制系统100可以包括能够直接从系统控制器110接收无线信号108的一个

或多个负载控制设备或电器，例如扬声器146(例如，音频/视频或对讲系统的一部分)，它能

够产生声音，如闹钟、音乐、对讲功能等。

[0029] 负载控制系统100可包括一个或多个日光控制设备，例如机动窗帘150，诸如机动

蜂窝状遮阳帘，用于控制进入房间102的日光量。每个机动窗帘150可包括从相应的窗口104

之前的窗帘盒154悬挂的窗帘织物152。每个机动窗帘150还可包括位于窗帘盒154内部的电

机驱动单元(未示出)，用于升高和降低窗帘织物152以控制进入房间102的日光量。机动窗

帘150的电机驱动单元可以被配置为通过RF信号108(例如，从系统控制器110)接收数字消

息，并响应于接收到的数字信息对于相应的窗帘织物152的位置进行调节。负载控制系统

100可以包括其他类型的日光控制设备，例如，蜂窝状遮阳帘、帷幔、罗马帘、百叶帘、波斯窗

帘、褶皱百叶窗帘、张紧卷帘系统、电致变色或智能窗口和/或其他合适的日光控制设备。在

下文中更详细地描述了电池供电的机动窗帘的示例：在2015年2月10日授权的题为

“MOTORIZED  WINDOW  TREATMENT(机动窗帘)”的美国专利No.8,950,461和2016年11月8日授

权的题为“INTEGRATED  ACCESSIBLE  BATTERY  COMPARTMENT  FOR  MOTORIZED  WINDOW 

TREATMENT(用于机动窗帘的集成的可触及电池室)”的美国专利No.9,488,000，其全部公开

内容通过引用并入在此。

[0030] 负载控制系统100可包括一个或多个温度控制设备，例如，用于控制房间102中的

室温的恒温器160。恒温器160可通过控制链路(例如，模拟控制链路或有线数字通信链路)

耦合到加热、通风和空调(HVAC)系统162。恒温器160可以被配置为与HVAC系统162的控制器

无线地传送数字消息。恒温器160可以包括用于测量房间102的室温的温度传感器，并且可

以控制HVAC系统162以将房间中的温度调节到设定点温度。负载控制系统100可包括位于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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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102中的一个或多个无线温度传感器(未示出)，用于测量室温。HVAC系统162可以被配置

为响应于从恒温器160接收的控制信号，打开和关闭压缩机以冷却房间102并且打开和关闭

加热源以加热房间。HVAC系统162可以被配置为响应于从恒温器160接收的控制信号打开和

关闭HVAC系统的风扇。恒温器160和/或HVAC系统162可以被配置为控制一个或多个可控阻

尼器以控制在房间102中的空气流动。恒温器160可以被配置为经由RF信号108(例如，从系

统控制器110)接收数字消息，并且响应于所接收的数字消息调节加热、通风和冷却。

[0031] 负载控制系统100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其他类型的负载控制设备，例如包括：调光

器电路和白炽灯或卤素灯的旋入式灯具；包括镇流器和紧凑型荧光灯的旋入式灯具；包括

LED驱动器和LED光源的旋入式灯具；电子开关、可控断路器或其他用于开启和关闭电器的

开关设备；插入式负载控制设备、可控电插座或可控电源板，用于控制一个或多个插入式负

载；电机控制单元，用于控制电机负载，例如吊扇或排气扇；用于控制机动窗帘或投影屏幕

的驱动单元；机动的内部或外部百叶窗；用于加热和/或冷却系统的恒温器；温度控制设备，

用于控制HVAC系统的设定点温度；空调；压缩机；电基板加热器控制器；可控阻尼器；可变风

量控制器；新鲜空气进气控制器；通风控制器；用于散热器和辐射加热系统的液压阀；湿度

控制单元；加湿器；除湿器；热水器；锅炉控制器；泳池泵；冰箱；冰柜；电视或计算机监控器；

摄像机；音频系统或放大器；电梯；电源；发电机；充电器，诸如机动车充电器；以及，替代的

能量控制器。

[0032] 负载控制系统100可包括一个或多个输入设备，例如遥控设备170、第一可见光传

感器180(例如，房间传感器)和第二可见光传感器182(例如，窗口传感器)。输入设备可以是

固定的或可移动的输入设备。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响应于从遥控设备170和可见光

传感器180、182接收的数字消息，将一个或多个数字消息发送到负载控制设备(例如，调光

器开关120、LED驱动器130、插入式负载控制设备140、机动窗帘150和/或恒温器160)。遥控

设备170和可见光传感器180、182可以被配置为将数字消息直接发送到调光器开关120、LED

驱动器130、插入式负载控制设备140、机动窗帘150和温度控制设备160。

[0033] 遥控设备170可以被配置为响应于遥控设备的一个或多个按钮的致动，经由RF信

号108将数字消息发送到系统控制器110(例如，直接发送到系统控制器)。例如，遥控设备

170可以是电池供电的。负载控制系统100可以包括其他类型的输入设备，例如温度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辐射计、阴天传感器、遮挡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烟雾探测器、一氧化碳探测器、

空气质量传感器、运动传感器、安全传感器、接近传感器、夹具传感器、分区传感器、键盘、多

区域控制单元、滑块控制单元、动能或太阳能遥控器、钥匙扣、蜂窝电话、智能电话、平板计

算机、个人数字助理、个人计算机、笔记本计算机、时间锁、视听控制、安全设备、电力监控设

备(如电表、能量表、公用设施费用表、公用设施费率计等)、中央控制变送器、住宅、商业或

工业控制器和/或其任何组合。

[0034] 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耦合到诸如无线或有线局域网(LAN)的网络以例如用于访问

因特网。系统控制器110可以例如使用Wi-Fi技术无线连接到网络。系统控制器110可以经由

网络通信总线(例如，以太网通信链路)耦合到网络。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经由网络

与一个或多个网络设备通信，网络设备例如是移动设备190，诸如个人计算设备和/或可穿

戴无线设备。移动设备190可以位于占用者192上，例如，可以附着到占用者的身体或衣服

上，或者可以由占用者握住。移动设备190可以由唯一标识符(例如，存储在存储器中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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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或地址)表征，该唯一标识符唯一地标识移动设备190并因此标识占用者192。个人计算设

备的示例可以包括智能电话(例如， 智能电话、 智能电话或

智能电话)、笔记本计算机和/或平板计算机设备(例如 手持计算设备)。可穿戴无线设

备的示例可以包括活动跟踪设备(诸如 设备、 设备和/或Sony

设备)、智能手表、智能服装(例如， 智能服装等)和/或智能眼镜(例如，Google

眼镜)。另外，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经由网络与一个或多个其他控制系统(例

如，建筑物管理系统、安全系统等)通信。

[0035] 移动设备190可以被配置为将数字消息例如在一个或多个互联网协议分组中发送

到系统控制器110。例如，移动设备190可以被配置为通过LAN和/或经由互联网将数字消息

发送到系统控制器110。移动设备190可以被配置为通过因特网将数字消息发送到外部服务

(例如，If  This  Then  That 服务)，然后数字消息可以由系统控制器110接收。移

动设备190可以经由Wi-Fi通信链路、Wi-MAX通信链路、蓝牙通信链路、近场通信(NFC)链路、

蜂窝通信链路、电视白空间(TVWS)通信链路或其任何组合来发送和接收RF信号109。可替代

地或另外地，移动设备190可以被配置为根据专有协议发送RF信号。负载控制系统100可以

包括耦合到网络的其他类型的网络设备，诸如台式个人计算机、Wi-Fi或具有无线通信功能

的电视或任何其他合适的支持因特网协议的设备。在下文中更详细地描述了可操作以与网

络上的移动和/或网络设备通信的负载控制系统的示例：在2013年1月31日公布的、题为

LOAD  CONTROL  DEVICE  HAVING  INTERNET  CONNECTIVITY(具有互联网连接的负载控制设

备)的共同转让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No.2013/0030589，其全部公开内容通过引用并入在

此。

[0036] 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确定移动设备190和/或占用者192的位置。系统控制

器110可以被配置为响应于确定移动设备190和/或占用者192的位置控制(例如，自动控制)

负载控制设备(例如，调光器开关120、LED驱动器130、插入式负载控制设备140、机动窗帘

150和/或温度控制设备160)。负载控制系统100的控制设备的一个或多个可以发送信标信

号，例如，使用诸如蓝牙技术的短程和/或低功率RF技术发送的RF信标信号。负载控制系统

100还可以包括至少一个信标发送设备194，用于发送信标信号。移动设备190可以被配置为

当位于当前正在发送信标信号的控制设备附近时接收信标信号。信标信号可以包括标识发

送信标信号的负载控制设备的位置的唯一标识符。由于可以使用短程和/或低功率技术来

发送信标信号，所以唯一标识符可以指示移动设备190的大致位置。移动设备190可以被配

置为将唯一标识符发送到系统控制器110，其可以被配置为使用唯一标识符来确定移动设

备190的位置(例如，使用存储在存储器中或经由因特网检索的数据)。在下文中更详细地描

述了用于响应于建筑物内的移动设备和/或占用者的位置来控制一个或多个电负载的负载

控制系统的示例：在2016年2月25日公布的、题为“LOAD  CONTROL  SYSTEM  RESPONSIVE  TO 

LOCATION  OF  AN  OCCUPANT  AND  MOBILE  DEVICES(响应于占用者和移动设备的位置的负载

控制系统)”的共同转让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No.2016/0056629，其全部公开内容通过引用

并入于此。

[0037] 可见光传感器180、182可各自包括例如照相机和鱼眼镜头。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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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机可以被引导到房间102中并且可以被配置为记录房间102的图像。例如，第一可见光

传感器180可以安装到房间102的天花板上(如图1所示)，并且/或者可以安装在房间的墙壁

上。如果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安装到天花板，则由相机记录的图像可以是房间102的俯视

图。第二可见光传感器182的相机可以被引导到房间102的外部(例如，窗口104外面)并且可

以被配置为记录来自建筑物外部的图像。例如，第二可见光传感器182可以安装到窗口104

中的一个(如图1所示)，并且/或者可以安装到建筑物的外部。

[0038] 可见光传感器180、182每个可以被配置为处理由相机记录的图像，并且响应于处

理的图像将一个或多个消息(例如，数字消息)发送到负载控制设备。每个可见光传感器

180、182可以被配置为从图像感测空间(例如，房间102和/或房间200)的一个或多个环境特

征。例如，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以一种或多种传感器模式(例如，占用和/或

空置传感器模式、日光传感器模式、颜色传感器模式、眩光检测传感器模式、占用者计数模

式等)操作。此外，第二可见光传感器182可以被配置为在一个或多个相同或不同的传感器

模式下(例如，颜色传感器模式、眩光检测传感器模式、天气传感器模式等)操作。每个可见

光传感器180、182可以执行不同的算法以处理每个传感器模式中的图像，以确定要传输到

负载控制设备的数据。可见光传感器180、182每个都可以响应于图像经由RF信号108(例如，

使用专有协议)发送数字消息。可见光传感器180、182可以各自将数字消息直接发送到负载

控制设备和/或系统控制器110，其然后可以将消息传送到负载控制设备。每个可见光传感

器180、182可以包括第一通信电路，用于使用专有协议发送和接收RF信号108。

[0039] 可见光传感器180、182每个可以被配置为执行多个传感器事件以感测房间102的

内部和/或外部的各种环境特征。例如，为了执行传感器事件，每个可见光传感器180、182可

以被配置为在多个传感器模式之一中操作以执行一个或多个相应的算法以感测环境特征。

另外，每个可见光传感器180、182可以被配置为从存储器获得可以由算法用于在传感器事

件期间感测环境的特征的某些预先配置的操作特征(例如，灵敏度、基线值、阈值、极限值

等)。

[0040] 此外，每个可见光传感器180、182可以被配置为在处理图像时聚焦在由相机记录

的图像中的一个或多个感兴趣的区域上，以在传感器事件期间感测环境特征。例如，由可见

光传感器180、182中的一个的相机记录的图像的某些区域可以被掩蔽(例如，数字掩蔽)，使

得相应的可见光传感器可以不处理在被掩蔽区域中的图像的部分。每个可见光传感器180、

182可以被配置为应用掩模(例如，可以存储在存储器中的预定数字掩模)以聚焦在特定感

兴趣的区域上，并处理感兴趣的区域中的图像部分。另外，每个可见光传感器180、182可以

被配置为同时聚焦在图像中的多个感兴趣的区域上。可以为每个传感器事件定义一个或多

个特定掩模。

[0041] 可见光传感器180、182每个可以被配置为在传感器模式之间动态地改变，将数字

掩模应用于图像和/或根据当前传感器事件调节操作特征。每个可见光传感器180、182可以

被配置为执行多个不同的传感器事件以感测空间的多个环境特征。例如，每个可见光传感

器180、182可以被配置为顺序地和/或周期性地逐步通过传感器事件以感测空间的多个环

境特征。每个传感器事件可以由传感器模式(例如，指定要使用的算法)、一个或多个操作特

征和/或一个或多个数字掩模来表征。在下文中更详细地描述了具有多种传感器模式的可

见光传感器的示例：在2017年6月15日公布的共同转让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N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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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1941，该专利申请题为“LOAD  CONTROL  SYSTEM  HAVING  A  VISIBLE  LIGHT  SENSOR(具有

可见光传感器的负载控制系统)”，该申请的全部公开内容通过引用被并入在此。

[0042] 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在占用和/或空置传感器模式下操作，以响应

于检测到一个或多个感兴趣的区域内的移动来确定房间102中的占用和/或空置状况。第一

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使用占用和/或空置检测算法来响应于移动量和/或移动速

度超过占用阈值来确定房间102被占用。

[0043] 在用于检测占用和/或空置的传感器事件期间，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

为应用预定的掩模以聚焦在由相机记录的一个或多个图像中的一个或多个感兴趣的区域

上，并基于检测或未检测到感兴趣的区域中的运动确定空间的占用或空置。第一可见光传

感器180可响应于感兴趣的区域中的移动而不响应于被遮挡区域中的移动。例如，第一可见

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将掩模应用于房间的图像以排除对房间102的门口108和/或窗

口104中的运动的检测，并且可以关注于包括房间的内部空间的感兴趣的区域。第一可见光

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应用第一掩模以聚焦在第一感兴趣的区域上，应用第二掩模以聚

焦在第二感兴趣的区域上，并且基于在任一感兴趣的区域中检测到的移动来确定占用或空

置。另外，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通过对一个或多个图像应用不同的掩模来同

时聚焦在图像中的多个感兴趣的区域上。

[0044] 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根据当前传感器事件调节占用和/或空置算

法将使用的某些操作特征(例如，灵敏度)。占用阈值可取决于灵敏度。例如，第一可见光传

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对第一感兴趣的区域中的移动比对第二感兴趣的区域中的移动更敏

感或更不敏感。例如，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增加灵敏度，并应用掩模以聚焦

在计算机键盘周围的感兴趣的区域上，以对键盘周围的移动更敏感。换句话说，通过使用聚

焦于“较小”对“较大”(例如，键盘对键盘可以坐在其上的桌面)的掩模，第一可见光传感器

180可以被配置为增加和/或减少检测到或未检测到的运动的灵敏度。另外，通过使用掩模，

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不仅仅检测空间中的移动，而且检测移动发生的位置。

[0045] 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响应于检测到占用或空置条件，经由RF信号108(例如，

使用专有协议)将数字消息发送到系统控制器110。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响应于分

别接收占用命令和空置命令而打开和关闭照明负载(例如，照明负载122和/或LED光源

132)。或者，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将数字消息直接发送到照明负载。第一可见光传感

器180可以作为空置传感器操作，使得仅响应于检测到空置状况来关闭(例如，并且响应于

检测到占用状况而未接通)照明负载。在下文中更详细描述了具有占用和空置传感器的RF

负载控制系统的示例：在2011年8月30日，2008年9月3日授权的题为“RADIO-FREQUENCY 

LIGHTING  CONTROL  SYSTEM  WITH  OCCUPANCY  SENSING(具有占用感测的射频照明控制系

统)”的共同转让的美国专利No.8 ,009 ,042；在2012年6月12日授权的题为“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CONFIGURING  A  WIRELESS  SENSOR(用于配置无线传感器的方法和装置)”

的美国专利No .8 ,199 ,010；以及，在2012年7月24日授权的题为“BATTERY-POWERED 

OCCUPANCY  SENSOR(电池供电的占用传感器)”的美国专利No.8,228,184，其全部公开内容

通过引用并入在此。

[0046] 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还可以被配置为在日光传感器模式下操作以测量空间位置

处的光强度。例如，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应用数字掩模以仅聚焦在空间中(例如，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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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面上，例如图1中所示的桌子106)的特定位置，并且可以使用日光算法以测量该位置的

光强度。例如，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应用掩模以聚焦在包括桌面的感兴趣的

区域上。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整合在感兴趣的区域上的图像的像素的光强

度值，以确定在桌面处的测量的光强度。

[0047] 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经由RF信号108将数字消息(例如，包括测量的光强度)

发送到系统控制器110，以响应于测量的光强度控制照明负载122和/或LED光源132的强度。

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聚焦在由相机记录的图像中的多个感兴趣的区域上，

并测量每个不同感兴趣的区域中的光强度。或者，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将数字消息直

接发送到照明负载。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基于其中当前正在测量光强度的

感兴趣的区域来调节某些操作特征(例如，增益)。在下文中更详细描述了具有日光传感器

的RF负载控制系统的示例：在2013年4月2日授权的题为“METHOD  OF  CALIBRATING  A 

DAYLIGHT  SENSOR(校正日光传感器的方法)”的共同转让的美国专利No.8,410,706；以及，

在2013年5月28日授权的、题为“WIRELESS  BATTERY-POWERED  DAYLIGHT  SENSOR(无线电池

供电的日光传感器)”的美国专利No.8,451,116，其全部公开内容通过引用被并入在此。

[0048] 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确定空间中的一个或多个照明负载(例如，照明负载

122和/或LED光源132)的光输出的劣化，并控制照明负载的强度以补偿劣化(例如，流明保

持)。例如，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单独地打开每个照明负载(例如，当它在夜间是黑

暗时)并且测量在位置处(例如，在桌子106或书桌220上)的光强度的大小。例如，系统控制

器110可以被配置为在夜间打开照明负载122并控制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以记录房间的图

像，以应用掩模以聚焦在照明负载122照亮的感兴趣的区域上(例如，桌子106或书桌220的

表面)，以测量该感兴趣的区域中的光强度，并将该值传送给系统控制器110。系统控制器

110可将该值存储为基线值。在此后的时间和/或日期，系统控制器110可以重复测量并将测

量结果与基线值进行比较。如果系统控制器110确定存在劣化，则其可以控制照明负载122

以补偿劣化、警报维护等。

[0049] 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还可以被配置为在颜色传感器模式下操作以感测由空间中

的一个或多个照明负载发射的光的颜色(例如，测量色温)(例如，以作为颜色传感器和/或

色温传感器操作)。例如，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应用掩模以聚焦在房间102中

的感兴趣的区域上，并且可以使用颜色感测算法来确定房间中的测量颜色和/或色温。例

如，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整合感兴趣的区域上的图像的像素的颜色值，以确定房间中

的测量的颜色和/或色温。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经由RF信号108将数字消息(例如，包

括测量的色温)发送到系统控制器110，以响应于测量的光强度(例如，空间中的光的颜色调

谐)控制照明负载122和/或LED光源132的颜色(例如，色温)。或者，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

以将数字消息直接发送到照明负载。在下文中更详细地描述了用于控制一个或多个照明负

载的色温的负载控制系统的示例：在2017年1月3日授权的题为“SYSTEMS  AND  METHODS  FOR 

CONTROLLING  COLOR  TEMPERATURE(用于控制色温的系统和方法)”的共同转让的美国专利

No.9,538,603，其全部公开内容通过引用被并入在此。

[0050] 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以眩光检测传感器模式操作。例如，第一可见

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执行眩光检测算法，以确定直射阳光从相机记录的图像穿透到

空间中的深度。例如，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应用掩模以聚焦在窗口104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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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间102的地板上的感兴趣的区域上，以感测直射阳光穿透到房间中的深度。基于直射阳

光穿透到房间中的深度的检测和/或测量，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经由RF信号108将数

字消息发送到系统控制器110，以限制直射阳光穿透到空间中的深度，例如以用于防止直射

阳光照射在表面(例如桌子或书桌)上。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降低每个机动窗帘150

的窗帘织物152，以防止直射阳光穿透的深度超过最大阳光穿透深度。或者，第一可见光传

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直接控制窗帘150到窗帘织物152的下部。在先前引用的美国专利

No.8,288,981中更详细地描述了用于限制空间中的阳光穿透深度的方法的示例。

[0051] 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仅聚焦在通过例如窗口104中的一个或两个

进入空间的日光(以例如用作窗口传感器)。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响应于进入空间

的日光的大小来控制照明负载(例如，照明负载122和/或LED光源132)。系统控制器110可以

被配置为例如响应于确定是阴天或非常晴天而超驰机动窗帘150的自动控制。或者，第一可

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直接控制窗帘150到窗帘织物152的下部。在下文中更详细地

描述了具有窗口传感器的负荷控制系统的示例：在2014年6月5日公布的、题为“METHOD  OF 

CONTROLLING  A  MOTORIZED  WINDOW  TREATMENT控制机动窗帘的方法)”的共同转让的美国

专利申请公开No.2014/0156079，其全部公开内容通过引用并入于此。

[0052] 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响应于由相机记录的图像来检测房间102外

部或内部的眩光源(例如，从表面反射的太阳光)。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降低每个机

动窗帘150的窗帘织物152以消除眩光源。或者，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以被配置为直接控

制窗帘150到窗帘织物152的下部以消除眩光源。

[0053] 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还可以被配置为在占用者计数模式下操作并且可以执行占

用者计数算法以计算特定感兴趣的区域的占用者的数量和/或进入和/或离开感兴趣的区

域的占用者的数量。例如，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响应于空间中的占用者的数量来控

制HVAC系统162。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响应于空间中的占用者的数量超过占用数量

阈值来控制负载控制系统100的一个或多个负载控制设备。或者，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可

以被配置为直接控制HVAC系统162和其他负载控制设备。

[0054] 第二可见光传感器182可以被配置为以眩光检测传感器模式操作。例如，第二可见

光传感器182可以被配置为执行眩光检测算法，以根据相机记录的一个或多个图像确定房

间102中是否可能存在眩光状况。房间102中的眩光状况可以由房间外的眩光源产生，眩光

源例如为太阳、外部灯(例如，室外建筑物灯或路灯)和/或太阳或其他明亮光源的反射。第

二可见光传感器182可以被配置为分析由相机记录的一个或多个图像，以确定从窗口104中

的一个观察时是否在房间102外部存在绝对眩光状况和/或存在相对眩光状况。当潜在眩光

源的光水平(例如，光强度)太高(例如，超过绝对眩光阈值)时，可能发生绝对眩光状况。当

潜在眩光源的光水平与背景光水平(例如，基线)之间的差异太高(例如，超过相对眩光阈

值)时，可能发生相对眩光状况(例如，对比眩光状况)。

[0055] 基于眩光状况的检测，第二可见光传感器182可以经由RF信号108将数字消息发送

到系统控制器110，以打开、关闭或调节每个机动窗帘150的窗帘织物152的位置。例如，系统

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降低每个机动窗帘150的窗帘织物152，以防止直射阳光穿透到房

间102中的工作表面(例如，书桌或桌子)。如果第二可见光传感器182没有检测到眩光状况，

则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打开机动窗帘150(例如，以将窗帘织物152的位置控制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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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打开位置或者遮阳板位置)。或者，第二可见光传感器182可以被配置为直接控制窗帘

150。

[0056] 可以使用例如移动设备190或其他网络设备(例如，当移动设备是个人计算设备

时)来编程和配置负载控制系统100的操作。移动设备190可以执行图形用户界面(GUI)配置

软件，以允许用户编程负载控制系统100将如何操作。例如，配置软件可以作为PC应用或web

界面运行。配置软件和/或系统控制器110(例如，通过来自配置软件的指令)可以生成定义

负载控制系统100的操作的负载控制数据库。例如，负载控制数据库可以包括关于负载控制

系统的不同负载控制设备(例如，调光器开关120、LED驱动器130、插入式负载控制设备140、

机动窗帘150和/或恒温器160)的操作设置的信息。负载控制数据库可以包括关于负载控制

设备和输入设备(例如，遥控设备170、可见光传感器180等)之间的关联的信息。负载控制数

据库可以包括关于负载控制设备如何响应从输入设备接收的输入的信息。在下文中更详细

描述用于负载控制系统的配置过程的示例：在2008年6月24日授权的、题为“HANDHELD 

PROGRAMMER  FOR  A  LIGHTING  CONTROL  SYSTEM(用于照明控制系统的手持编程器)”的共同

转让的美国专利No.7 ,391 ,297；在2008年4月17日公布的题为“METHOD  OF  BUILDING  A 

DATABASE  OF  A  LIGHTING  CONTROL  SYSTEM(建立照明控制系统的数据库的方法)”的美国

专利申请公开No.2008/0092075；以及，在2014年9月18日公布的题为“COMMISSIONING  LOAD 

CONTROL  SYSTEMS(调试负载控制系统)”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No.2014/0265568，其全部公

开内容通过引用并入于此。

[0057] 可以使用移动设备190或其他网络设备对可见光传感器180、182的操作进行编程

和配置。每个可见光传感器180、182可以包括第二通信电路，用于发送和接收RF信号109(例

如，使用诸如Wi-Fi或蓝牙的标准协议直接与网络设备190)。在负载控制系统100的配置过

程期间，可见光传感器180、182每个可以被配置为记录空间的图像并将图像发送到网络设

备190(例如，使用标准协议经由RF信号109直接发送到网络设备)。网络设备190可以在视觉

显示器上显示图像，并且用户可以配置每个可见光传感器180、182的操作以设置可见光传

感器的一个或多个配置参数(例如，配置信息)。例如，对于由可见光传感器180、182感测和

控制的不同环境特征(例如，占用者移动、房间内的光水平、房间外的日光水平)，用户可以

通过下述方式指示图像上的不同的感兴趣的区域：跟踪(例如用手指或手写笔)在可视显示

器上显示的图像上的遮挡区域。可见光传感器180、182每个可以被配置为根据要感测的环

境特征(例如，占用者移动、房间内的光水平、房间外的日光水平、色温等)建立不同的掩模

和/或操作特征。

[0058] 在网络设备190处完成可见光传感器180、182的配置之后，网络设备可以将配置信

息发送到可见光传感器(例如，使用标准协议经由RF信号109直接发送到可见光传感器)。可

见光传感器180、182可各自将配置信息存储在存储器中，使得可见光传感器可在正常操作

期间适当地操作。例如，对于可见光传感器180、182将要监视的每个传感器事件，网络设备

190可以向相应的可见光传感器传输事件的传感器模式、定义事件的感兴趣的区域的一个

或多个掩模、可能用于感测事件的环境特征的算法的指示以及事件的一个或多个操作特

征。

[0059] 虽然上面已经参考两个可见光传感器180、182描述了图1的负载控制系统100，但

是负载控制系统100也可以简单地包括可见光传感器180、182中的任一个。例如，负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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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100可以不包括第一可见光传感器180并且可以仅包括第二可见光传感器182，第二可

见光传感器182可以安装到窗口104并且可以操作以防止在房间102中的工作表面上发生太

阳眩光。此外，负载控制系统100可以具有超过两个的可见光传感器。每个窗口可以具有相

应的可见光传感器，或者可见光传感器可以通过窗口接收图像，该窗口代表具有基于单个

可见光传感器的图像共同控制的机动窗帘的一组窗口。

[0060] 图2是具有可见光传感器210(例如，图1中所示的负载控制系统100的第二可见光

传感器182)的示例空间200的简化侧视图。可见光传感器210可以安装到窗口202，窗口202

可以位于建筑物的立面204中，空间200位于该立面中，并且可以允许光(例如，阳光)进入该

空间。可见光传感器210可以安装到窗口202的内表面(例如，如图2所示)或窗口202的外表

面。窗口202的特征可以在于窗口底部的高度HWIN-BOT和窗口顶部的高度hWIN-TOP。空间200还可

以包括工作表面，例如桌子206，其可以具有高度hWORK并且可以位于距窗口202的距离dWORK

处。

[0061] 诸如机动卷帘220的机动窗帘可以安装在窗口202上。机动卷帘220可以包括卷管

222，遮挡织物224可以围绕卷管222缠绕。遮挡织物224可以在遮挡织物的下边缘处具有卷

边226，其可以在地板上方的高度HHEMBAR。机动卷帘220可以包括电机驱动单元(未示出)，该

电机驱动单元可以被配置为旋转卷管222以使遮挡织物224在完全打开位置POPEN(例如，在

此，窗口202未被覆盖，卷边226可以位于窗口的顶部)和完全关闭的位置PCLOSED(例如，在此，

窗口202被完全覆盖并且卷边226可以位于窗口的底部)之间移动。此外，电机驱动单元可以

将遮挡织物222的位置控制到完全打开位置和完全关闭位置之间的多个预设位置中的一

个。

[0062] 房间200的占用者的眩光状况可以由诸如太阳的眩光源、外部灯(例如，室外建筑

物灯或路灯)或太阳或可以位于窗口202之外的其他明亮光源的反射引起。例如，来自眩光

源的光可以通过窗口202照射到房间200中并且可以延伸到房间中(例如，到地板上)达到距

窗口202和/或距立面204的穿透距离dPEN。可以在垂直于窗口202的方向上和/或从立面204

测量光的穿透距离dPEN。来自眩光源的光的穿透距离dPEN可以是机动卷帘220的卷边226的高

度hHEMBAR和眩光源的轮廓角θP的函数。轮廓角θP可以表示眩光源在窗口202外部的位置。眩光

源的位置可以由距可见光传感器210的视图中心(例如，垂直于窗口202和/或立面204的方

向)的高度角(例如，垂直角)和方位角(例如，水平角)来定义。轮廓角θP可以被定义为从眩

光源到可见光传感器的线向垂直于窗口202和/或立面204的垂直平面上的投影的角度。可

以通过下述方式确定自眩光源的光到空间200的地板上的穿透距离dPEN(例如，在垂直于窗

口202和/或立面204的方向上)：考虑由穿透距离dPEN、卷边226的高度hHEMBAR以及在窗口202

的法线方向上照射到空间200中的光的长度 形成的三角形，如图2中的窗口202的侧视图

中所示，例如

[0063] tan(θP)＝hHEMBAR/dPEN   (等式1)

[0064] 响应于可见光传感器210检测到在窗口202外部的眩光源，可见光传感器210和/或

系统控制器(例如，系统控制器110)可以被配置为确定将机动卷帘220的遮挡织物224(例

如，遮挡织物224的卷边226)控制到以防止空间中的眩光状况的位置。例如，可以调节机动

卷帘220的卷边226的位置，以防止穿透距离dPEN超过最大穿透距离dPEN-MAX。例如，如果太阳

在窗口220中照射，则可见光传感器210可以被配置为处理图像以确定定义眩光源的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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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角θS。可见光传感器210和/或系统控制器可以被配置为计算将卷边226控制到的地板

上方的期望高度hHEMBAR，以防止来自眩光源的光超过最大穿透距离dPEN-MAX，例如，

[0065] hHEMBAR＝tan(θP)·dPEN-MAX   (等式2)

[0066] 可见光传感器210和/或系统控制器可以例如在可见光传感器和/或系统控制器的

配置期间配置有窗口220的顶部和底部高度hWIN-TOP、hWIN-BOT的值。可见光传感器210和/或系

统控制器可以被配置为使用顶部和底部高度hWIN-TOP、hWIN-BOT和计算的卷边的高度hHEMBAR确定

在机动卷帘220的完全打开位置POPEN和完全关闭位置PCLOSED之间的卷边226的期望位置。

[0067] 另外，可以调节机动卷帘220的卷边226的位置以防止来自眩光源的光照射在桌子

206上。例如，可见光传感器210和/或系统控制器可以被配置为计算将卷边226控制到的以

防止来自眩光源的光照射在桌子206上的地板上方的所需高度hHEMBAR，例如，

[0068] hHEMBAR＝(tan(θP)·dWORK)+hWORK   (等式3)

可以调节机动卷帘220的卷边226的位置，以防止来自眩光源的光照射在空间200的占

用者的眼睛中。例如，可见光传感器210和/或系统控制器可以被配置为基于占用者眼睛的

估计高度和/或占用者距窗口的估计距离来计算将卷边226控制到的地板上方的期望高度

hHEMBAR。例如，如果房间200包括位于房间内的可见光传感器(例如，作为图1的负载控制系统

100的可见光传感器180)，则该可见光传感器可以被配置为处理房间的图像以确定占用者

眼睛的高度和/或占用者距窗口的距离的值。

[0069] 可见光传感器210和/或系统控制器可存储最大穿透距离dPEN-MAX、桌子206的高度

hWORK以及桌子206距窗口202的距离dWORK的值。例如，在可见光传感器210和/或系统控制器的

配置期间(例如，使用移动设备190或其他网络设备)，可见光传感器210和/或系统控制器可

以配置有这些值。附加地或替代地，可见光传感器206和/或系统控制器可以配置有最大穿

透距离dPEN-MAX、桌子206的高度hWORK以及桌子206距窗口202的距离dWORK的默认值。例如，如果

房间200包括位于房间内的可见光传感器(例如，作为图1的负载控制系统100的可见光传感

器180)，则该可见光传感器可以被配置为处理房间图像以用于确定最大穿透距离dPEN-MAX、

桌子206的高度hWORK以及桌子206距窗口202的距离dWORK的值，并将这些值传送到窗口202上

的可见光传感器210和/或系统控制器。

[0070] 图3是示例可见光传感器300的简化框图，其可以被部署为图1中所示的负载控制

系统100的可见光传感器180、182中的一个或两个和/或图2的可见光传感器210。可见光传

感器300可包括控制电路310，例如微处理器、可编程逻辑器件(PLD)、微控制器、专用集成电

路(ASIC)、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或任何合适的处理设备。控制电路310可以耦合到存储

器312，用于存储可见光传感器300的传感器事件、掩模、操作特征等。存储器312可以实现为

外部集成电路(IC)或控制电路310的内部电路。

[0071] 可见光传感器300可以包括可见光感测电路320，其具有：图像记录电路，例如相机

322；以及，图像处理电路，例如处理器324。图像处理器324可以包括数字信号处理器(DSP)、

微处理器、可编程逻辑器件(PLD)、微控制器、专用集成电路(ASIC)、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或任何合适的处理设备。相机322可以朝向空间中定位，在该空间中，要在空间中(例

如，进入房间102)感测一个或多个环境特征。相机322可以被配置为捕获或记录图像。例如，

相机322可以被配置为以特定采样率捕获图像，其中，单个图像可以被称为帧采集。一个示

例帧采集速率大约是每秒十帧。可以限制帧采集速率以降低可见光传感器所需的处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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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每个图像可以由像素阵列组成，其中，每个像素具有与其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值。原始

RGB图像可以具有针对每个像素的三个值：分别针对红色、绿色和蓝色强度中的每一个有一

个值。一种实现可以将现有RGB系统用于像素颜色，其中，强度的每个分量具有0-255的值。

例如，红色像素的RGB值为(255，0，0)，而蓝色像素的RGB值为(0，0，255)。被检测为红色、绿

色和/或蓝色的组合的任何给定像素可以是(0-255，0-255，0-255)的某种组合。人们将认识

到可以使用图像的过度表示。

[0072] 相机322可以将捕获的图像(例如，原始图像)提供给图像处理器324。图像处理器

324可以被配置为处理图像并向控制电路310提供代表感测的环境特征(例如，移动的发生、

移动的量、移动方向、移动速度、计数的占用者数量、光强度、光色、直射阳光穿透量等)的一

个或多个感测信号。例如，提供给控制电路310的一个或多个感测信号可以表示空间中的移

动和/或空间中的测量光水平。

[0073] 另外，图像处理器324可以将原始图像或处理的(例如，预处理的)图像提供给控制

电路310，控制电路310可以被配置为处理图像以确定感测的环境特征。无论如何，控制电路

310然后可以使用所感测的环境特征来将控制命令发送到加载设备(例如，直接地或通过系

统控制器110)。

[0074] 如本领域中已知的，处理的图像的一个示例是像素的亮度，其可以通过相加R、G、B

强度值从图像RGB测量，根据以下公式加权：

[0075] 亮度(感知的)＝(0.299*R+0.587*G+0.114*B)(公式4)示例加权系数可以考虑人

眼对不同波长的光的非均匀响应。然而，可替代地使用其他系数。

[0076] 如前所述，如果可见光传感器300具有鱼眼镜头，则由相机322拍摄的图像可能会

扭曲。图像处理器324可以被配置为对图像进行预处理以使图像去扭曲并生成非扭曲的图

像。

[0077] 另一种图像处理技术可以包括将RGB传感器响应映射到CIE三刺激值以获取色度

坐标，从而获得相关色温(CCT)。Joe  Smith于2009年2月27日在Intelligent  Opto  Sensor 

Designer 's  Notebook中描述了一种示例方法：Calculating  Color  Temperature  and 

Illuminance  using  the  TAOS  TCS3414CS  Digital  Color  Sensor。处理后的图像的另一

个示例可能是已将数字滤波器或数字掩模应用到的图像。可以使用数字掩模来消除图像内

的区域，这些区域可能没有用于进一步分析和处理的值。或者，数字掩模的补码可以是感兴

趣的区域(例如，已经被识别用于进一步处理或分析的图像内的区域)。还可以通过称为背

景减法的技术来创建经处理的图像。例如，使用背景减法，可以从当前图像(例如，房间的当

前状态)中减去可以并入图像随时间的历史的背景图像(例如，房间的先前状态)。该技术可

以识别图像中的差异。背景减法可用于检测图像中的移动以及用于占用和空置检测。各种

算法可以用于背景维护，以确定如何有效地将随时间的像素组合到背景图像中。一些示例

背景维护算法可以包括：调节的帧差异、均值和阈值、均值和协方差、高斯混合和归一化块

相关。图像处理固有的这些和其他类似细节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熟悉的。

[0078] 控制电路310和/或图像处理器324可以被配置为应用一个或多个掩模以聚焦在图

像(例如，原始图像和/或预处理图像)中的一个或多个感兴趣的区域以感测空间的一个或

多个环境特征。如这里所使用的，掩模可以是定义图像的感兴趣的区域的任何定义。例如，

假设图像可以被定义为NxM像素阵列，其中，每个像素在阵列中具有限定的坐标/位置，掩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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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定义为像素坐标序列，其定义了在该图像内的感兴趣的区域的外周长。作为另一示例，掩

模可以被定义为NxM阵列，其对应于图像的NxM像素阵列。例如，掩模的每个条目可以是1或

0，由此具有1的条目可以定义感兴趣的区域。这样的表示可以允许图像阵列和掩模阵列“被

与”，其可以取消或归零图像中不感兴趣的所有像素。作为另一替代方案，掩模可以定义不

感兴趣的区域，而不是掩模定义图像的感兴趣的区域。这些仅仅是示例，可以使用其他表

示。

[0079] 可见光传感器300可以包括第一通信电路330，其被配置为使用第一协议经由第一

通信链路发送和接收数字消息。例如，第一通信链路可以包括无线通信链路，第一通信电路

330可以包括耦合到天线的RF收发器。另外，第一通信链路可以包括有线数字通信链路，第

一通信电路330可以包括有线通信电路。第一协议可以包括专有协议，例如ClearConnect协

议。控制电路310可以被配置为在可见光传感器300的正常操作期间经由第一通信链路发送

和接收数字消息。控制电路310可以被配置为在可见光传感器300的正常操作期间经由第一

通信链路发送感测的环境特征的指示。例如，控制电路310可以被配置为在可见光传感器

300的正常操作期间经由第一通信链路发送检测到的状态(例如，占用或空置状况)和/或测

量的环境特征(例如，测量的光水平)的指示。

[0080] 可见光传感器300可以包括第二通信电路332，其被配置为使用第二协议经由第二

通信链路发送和接收数字消息。例如，第二通信链路可以包括无线通信链路，第二通信电路

332可以包括耦合到天线的RF收发器。另外，第二通信链路可以包括有线数字通信链路，第

二通信电路332可以包括有线通信电路。第二协议可以包括标准协议，例如，Wi-Fi协议、蓝

牙协议、Zigbee协议等。控制电路310可以被配置为在可见光传感器300的配置期间经由第

二通信链路发送和接收数字消息。例如，控制电路310可以被配置为在可见光传感器300的

配置期间经由第二通信链路发送由相机322记录的图像。

[0081] 可见光传感器300可以包括电源340，用于产生DC电源电压Vcc，用于为控制电路

310、存储器312、图像处理器324、第一和第二通信电路330、332以及可见光传感器300的其

他低压电路供电。电源340可以包括电源供应，该电源供应被配置为从外部电源(例如，AC电

源线电压电源和/或外部DC电源)接收外部电源电压。另外，电源340可以包括用于为可见光

传感器300的电路供电的电池。

[0082] 可见光传感器300还可以包括低功率占用感测电路，例如无源红外(PIR)检测器电

路350。PIR检测器电路350可以响应于在空间中检测到的无源红外能量产生PIR检测信号

VPIR(例如，低功率占用信号)，其表示在空间中的占用和/或空置状况。PIR检测器电路350可

以比可见光感测电路320消耗更少的功率。然而，可见光感测电路320可以比PIR检测器电路

350更精确。例如，当电源340是电池时，控制电路310可以被配置为禁用可见光感测电路320

并使用PIR检测器电路350来检测占用状况。控制电路310可以例如在空间空置时禁用光感

测电路320。控制电路310可以响应于PIR检测信号VPIR检测空间中的占用状况，并且可以随

后使可见光感测电路320能够检测持续占用状况和/或空置状况。控制电路310可以在响应

于PIR检测信号VPIR检测到空间中的占用状况之后立即启用可见光感测电路320。在检测到

空间中的占用状况(响应于PIR检测信号VPIR)之后，控制电路310还可以保持可见光感测电

路320被禁用。控制电路310可以保持可见光感测电路320被禁用，直到PIR检测信号VPIR指示

空间是空置的。在可见光感测电路320随后指示空间是空置的之前，控制电路310可能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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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空间是空置的。

[0083] 当可见光传感器300被安装到窗口(例如，作为图1的负载控制系统的第二可见光

传感器182)时，控制电路310可以被配置为经由相机322记录在窗外的空间的一个或多个图

像，并处理一个或多个图像以确定是否存在眩光状况。可见光传感器300可以包括鱼眼镜头

(未示出)，其可以使由相机322记录的图像扭曲。控制电路310和/或图像处理器324可以被

配置为使由相机322记录的图像去扭曲以产生非扭曲的图像，其可以由恒定轮廓角的行来

表征。

[0084] 控制电路310可以被配置为处理非扭曲的图像的每个像素以确定对于每个像素是

否存在眩光状况。控制电路310可以开始在相对于从中拍摄图像的窗口或窗口组的位置的

图像的一部分处处理图像。例如，图像的该部分可以表示窗口的底部，并且控制电路可以开

始在底部处理非扭曲的图像。底部可包括距图像底部的预定数量的像素行(例如，非扭曲的

图像中的底行像素)。控制电路还可以或替代地从图像的顶部(例如，顶行像素)开始处理图

像。首先处理的图像部分可以取决于机动窗帘移动覆盖材料以关闭覆盖材料和/或覆盖材

料的当前位置的方向，以减少用于识别在图像中的眩光状况的处理资源。

[0085] 控制电路310可以被配置为从非扭曲的图像的底行像素(例如，在左侧或右侧)开

始。控制电路310可以逐步通过底行中的每个像素并处理每个像素以确定在向前移动到下

一行之前是否存在眩光状况。在控制电路310确定存在眩光状况之后，控制电路310可以停

止处理非扭曲的图像并且可以操作以控制一个或多个机动窗帘(例如，图1的机动窗帘140

和/或图2的机动卷帘220)以去除眩光状况(例如，如下面将更详细描述的)。这可以防止处

理图像的其余部分以检测眩光状况。如果控制电路310在未检测眩光状况的情况下处理整

个图像，则控制电路可以断定不存在眩光状况并且可以控制机动窗帘打开。由于控制电路

310处理在非扭曲的图像的底行处开始的非扭曲的图像的像素，所以控制电路310可以在检

测到其他更高眩光源之前找到指示眩光源的最低像素。指示眩光源的最低像素是用于确定

将机动窗帘控制到的以防止工作表面上的眩光的遮挡位置的重要参数。这允许控制电路

310最小化用于确定遮挡控制命令以防止房间中的眩光所需的处理量。

[0086] 当处理非扭曲的图像以确定是否存在眩光状况时，控制电路310可以被配置为确

定是否存在绝对眩光状况和/或是否存在相对眩光状况(例如，对比眩光状况)。控制电路

310可以被配置为如果像素的绝对光水平(例如，绝对强度)超过绝对眩光阈值(例如，大约

10,000cd/m2)，则确定存在绝对眩光状况。控制电路310可以被配置为如果与背景光水平相

比较的相对光水平(例如，像素的绝对光水平和背景光水平之间的差异)超过相对眩光阈值

(例如，约4,000cd/m2)则确定存在相对眩光状况。如果控制电路310检测到存在绝对眩光状

况或存在相对眩光状况，则控制电路可以停止处理非扭曲的图像并移动以控制一个或多个

机动窗帘以消除眩光状况。例如，一个或多个机动窗帘可以通过基于眩光状况的位置确定

遮挡位置来消除眩光状况。阈值可以是可调节的，以调节可见光传感器300的灵敏度。例如，

阈值可以由用户在可见光传感器300的配置期间调节。

[0087] 为了确定是否存在相对眩光状况，控制电路310可以从非扭曲的图像(例如，基线)

确定背景光水平。背景光水平可以是表示非扭曲的图像的背景的亮度的值。例如，背景光水

平可以是非扭曲的图像的百分位亮度(例如，第25百分位亮度：25th  percentile 

luminance)。第25百分位亮度可以是亮度，其中，非扭曲的图像的25％的像素比第25百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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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更暗。

[0088] 当控制电路310已经确定存在眩光状况时，控制电路310可以处理像素以确定眩光

源的轮廓角。例如，图像的每个像素可以由轮廓角的值表征。轮廓角的值可以存储在存储器

312中。控制电路310可以基于处理的像素检索适当的轮廓角。另外，可以根据图像的数据确

定和/或计算轮廓角。控制电路310可以使用轮廓角确定将机动窗帘控制到的位置(例如，如

上面的等式2和/或3所示)。另外，控制电路310可以将轮廓角传输到另一个设备(例如，系统

控制器110)，其可以确定将机动窗帘控制到的以避免房间中的眩光状况的位置。

[0089] 图4是示例眩光检测过程400的简化流程图。可以在410处由可见光传感器的控制

电路(例如，可见光传感器300的控制电路310)周期性地执行眩光检测过程400。在412处，控

制电路可以检索图像(例如，非扭曲的图像)。例如，控制电路可以记录一个或多个图像并处

理图像以产生非扭曲的图像。附加地或替代地，控制电路可以在412处从存储器检索一个或

多个图像(例如，非扭曲的图像)。在414处，控制电路可以开始处理图像的一部分。例如，控

制电路可以开始处理图像的底部部分(例如，图像中的底行像素)。在416处，控制电路可以

处理图像的像素以确定是否存在眩光状况(例如，绝对眩光状况和/或相对眩光状况)。如果

控制电路未在418处确定存在眩光状况且控制电路未在420处处理当前图像，则控制电路可

在422处移动到下一像素，然后在416处处理下一像素以确定是否存在眩光状况。如果控制

电路在418处确定存在眩光状况，则控制电路可以在424处处理当前像素以允许在过程400

退出之前控制机动窗帘以防止眩光状况。例如，控制电路可以在424处确定图像中眩光源的

轮廓角和/或确定将机动窗帘控制到的以防止眩光状况的位置。控制电路如果控制电路在

420处完成处理图像之前没有检测到眩光状况，则过程400可以退出。尽管可以将图像处理

描述为在可见光传感器处执行，但是可以在负载控制系统中的系统控制器或另一图像处理

设备处执行图像处理。

[0090] 图5A示出了在510处由可见光传感器的控制电路(例如，可见光传感器200的控制

电路210)周期性执行的示例眩光检测过程500的流程图。在512处，控制电路可以检索图像。

例如，图像可以包括高动态范围(HDR)图像，其可以是由被可见光传感器的相机记录的多个

低动态范围(LDR)图像(例如，六个LDR图像)合成。在514处，控制电路可以使检索到的图像

去扭曲(例如，如果可见光传感器具有鱼眼镜头)以产生非扭曲的图像。例如，为了产生非扭

曲的图像，控制电路可以从扭曲的图像产生恒定轮廓角的行。在516处，控制电路可以确定

非扭曲的图像的背景亮度。例如，控制电路可以计算百分位亮度(例如，第25百分位亮度

L25)，其可以是表示非扭曲的图像的背景(例如，基线)的亮度的值。

[0091] 在518处，控制电路可以确定非扭曲的图像(来自514)的第i像素的亮度LPI。例如，

控制电路可以在第一次执行518时在非扭曲的图像的底行上的像素之一处(例如，在底行的

左侧或右侧)开始。如果检索的图像是HDR图像，则控制电路可以在518处从HDR图像的数据

中检索第i像素的亮度LPI。控制电路还可以在518处计算第i像素的亮度LPI(例如，使用上面

示出的等式4)。

[0092] 如果在520处计算的亮度LPI大于高亮度阈值LTH-HI(例如，大约10,000cd/m2)，则控

制电路可以在522处确定存在眩光状况(例如，绝对眩光状况)。在524处，控制电路可以使用

来自非扭曲的图像的第i像素的行来确定第i像素的轮廓角API(例如，表示眩光源的近似位

置)。例如，控制电路可以从存储器调用第i像素的轮廓角API和/或可以使用第i像素和/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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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其他像素的数据来计算轮廓角API。

[0093] 在526处，控制电路可基于轮廓角API确定用于防止来自眩光源的光超过最大穿透

距离和/或防止工作表面上的眩光的遮挡位置(例如，使用如上所示的等式2和/或等式3)。

用于防止来自眩光源的光超过最大穿透距离和/或用于防止工作表面上的眩光的遮挡位置

还可以取决于最大穿透距离、工作表面的高度和/或工作表面距窗口的距离，其可以存储在

存储器中。在528处，控制电路可以发送遮挡控制命令，其用于将在空间中的机动窗帘的位

置控制到用于防止工作表面上的眩光的确定的遮挡位置(例如，直接地或经由系统控制器

110)，然后眩光检测过程500退出。或者，控制电路可以被配置为将轮廓角API发送到系统控

制器110，系统控制器110可以确定用于防止工作表面上的眩光的遮挡位置，并且将遮挡控

制命令发送到机动窗帘。尽管可以将图像处理描述为在可见光传感器处执行，但是可以在

负载控制系统中的系统控制器或另一图像处理设备处执行图像处理。

[0094] 如果在520处计算的亮度LPI不大于高亮度阈值LTH-HI，则控制电路可以被配置为确

定计算的亮度LPI是否小于低亮度阈值LTH-LO(例如，大约4,000cd/m2)。如果在530处计算的亮

度LPI小于低亮度阈值LTH-LO，则控制电路可以决定不处理非扭曲的图像的第i像素。如果控

制电路未在532处处理非扭曲的图像的像素，则控制电路可在534处移动到下一像素(例如，

i＝i+1)，并且可在518处计算非扭曲的图像的下一像素的亮度LPI。如前所述，控制电路可以

从非扭曲的图像的底行上的像素之一处开始(例如，在底行的左侧或右侧)。当控制电路在

534处移动到下一个像素时，控制电路可以移动到当前像素行中的与前一像素相邻的像素

(例如，移动到前一像素的左或右)。当控制电路计算出一行中每个像素的亮度时，控制电路

可以向前移动到下一行像素。以这种方式，控制电路可以通过从底行开始并向前移动通过

图像的行来逐步通过非扭曲的图像中的多个像素。

[0095] 如果在530处计算的亮度LPI不小于低亮度阈值LTH-LO，则控制电路可以在536处基

于计算的亮度LPI和第25百分位亮度L25计算对比度CPI(例如，CPI＝LPI/L25)。如果对比度CPI在

538处大于对比阈值CTH(例如，大约15)，则控制电路可以在522处确定存在眩光状况(例如，

相对眩光状况)。然后，控制电路可以在524处计算第i像素的轮廓角API，在526处基于轮廓角

API确定用于防止工作表面上的眩光的遮挡位置，并且在528处发送用于控制机动窗帘在空

间中的位置的遮挡控制命令，然后眩光检测过程500退出。或者，控制电路可以在538处使用

所计算的第i像素的亮度LPI和相邻像素的亮度(例如，相邻像素的最低亮度)以在536处计算

对比度CPI。例如，相邻像素可以是具有从第i像素起的特定数量的像素的那些像素(例如，从

第i像素起的5个像素内的所有像素)。

[0096] 当控制电路在532处完成处理非扭曲的图像的像素而不确定存在眩光状况时，控

制电路可以在540处确定不存在眩光状况并且可以在528处发送用于控制机动窗帘的位置

的遮挡控制命令，然后眩光检测过程500退出。例如，如果不存在眩光状况，则控制电路可以

发送用于打开机动窗帘(例如，到完全打开位置或遮阳板位置)的遮挡命令。

[0097] 图5B示出了在560处由可见光传感器的控制电路(例如，可见光传感器200的控制

电路210)周期性执行的另一示例眩光检测过程550的流程图。在562处，控制电路可以检索

图像(例如，HDR图像)。在564处，控制电路可以使检索到的图像去扭曲(例如，如果可见光传

感器具有鱼眼镜头)以产生非扭曲的图像(例如，通过从扭曲的图像生成恒定轮廓角的行)。

在566处，控制电路可确定非扭曲的图像的背景亮度LBG。例如，控制电路可以计算百分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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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例如，第25百分位亮度L25)，其可以是表示非扭曲的图像的背景(例如，基线)的亮度的

值。

[0098] 在568处，控制电路可以确定对比亮度LC，其可以表示可以产生对比眩光状况(例

如，相对眩光状况)的眩光源的亮度。例如，控制电路可以被配置为将背景亮度LBG缩放对比

阈值CTH(例如，大约15)以生成对比亮度LC，例如，LC＝CTH·LBG。如果在570处对比亮度LC大于

低亮度阈值LTH-LO(例如，大约4,000cd/m2)并且小于高亮度阈值LTH-HI(例如，大约10,000cd/

m2)，则控制电路可以在572处将亮度阈值LTH设置为等于对比亮度LC。否则，控制电路可以在

574处将亮度阈值LTH设置为等于高亮度阈值LTH-HI。

[0099] 在576处，控制电路可以(从564)确定非扭曲的图像的第i像素的亮度LPI(例如，通

过从HDR图像的数据中检索亮度LPI和/或计算亮度LPI)。例如，控制电路可以在第一次执行

576时在非扭曲的图像的底行上的像素之一处(例如，在底行的左或右)开始。在578处如果

计算的亮度LPI大于亮度阈值LTH，则控制电路可以在580处确定存在眩光状况。在582处，控

制电路可以使用来自非扭曲的图像的第i个像素的行来计算第i像素的轮廓角API(例如，表

示眩光源的近似位置)。在584处，控制电路可基于轮廓角API确定用于防止来自眩光源的光

超过最大穿透距离和/或防止工作表面上的眩光的遮挡位置(例如，使用如上所示的等式2

和/或等式3)。用于防止来自眩光源的光超过最大穿透距离和/或用于防止工作表面上的眩

光的遮挡位置可取决于最大穿透距离、工作表面的高度和/或工作表面距窗口的距离，其可

以存储在存储器中。在586处，控制电路可以发送遮挡控制命令，用于将空间中的机动窗帘

的位置控制到用于防止工作表面上的眩光的确定的遮挡位置(例如，直接地或经由系统控

制器110)，然后眩光检测过程550退出。或者，控制电路可以被配置为将轮廓角API发送到系

统控制器110，系统控制器110可以确定用于防止工作表面上的眩光的遮挡位置并将遮挡控

制命令发送到机动窗帘。尽管可以将图像处理描述为在可见光传感器处执行，但是可以在

负载控制系统中的系统控制器或另一图像处理设备处执行图像处理。

[0100] 如果控制电路在588处未处理非扭曲的图像的像素，则控制电路可在590处移动到

下一像素(例如，i＝i+1)并且可在576处计算下一像素的亮度LPI。如前所述，控制电路可以

从非扭曲的图像的底行(例如，在底行的左侧或右侧)上的像素之一开始。当控制电路在590

移动到下一个像素时，控制电路可以移动到当前像素行中的与前一像素相邻的像素(例如，

移动到前一像素的左或右)。当控制电路计算出一行中每个像素的亮度时，控制电路可以向

前移动到下一行像素。以这种方式，控制电路可以通过从底行开始并向前移动通过图像的

行来逐步通过非扭曲的图像中的多个像素。

[0101] 当控制电路在588处完成处理非扭曲的图像的像素而不确定存在眩光状况时，控

制电路可以在592处确定不存在眩光状况并且可以在586处发送用于控制机动窗帘的位置

的遮挡控制命令，然后眩光检测过程550退出。例如，如果不存在眩光状况，则控制电路可以

发送用于打开机动窗帘(例如，到完全打开位置或遮阳板位置)的遮挡命令。

[0102] 图6是背景亮度过程600的简化流程图。背景亮度过程600可以确定表示图像(例

如，非扭曲的图像)的背景的亮度的值。背景亮度过程600可以由可见光传感器的控制电路

(例如，可见光传感器300的控制电路310)、系统控制器或其他图像处理设备在610处执行。

例如，背景亮度过程600可以在图5A中所示的眩光检测过程500的516处和/或图5B中所示的

眩光检测过程550的566处执行，以计算非扭曲的图像的第25百分位亮度L25。在612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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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可以按照从最暗到最亮的顺序对图像的像素重新排序。在614处，控制电路可以找到从

最暗像素到最亮像素的路上的预定百分比(例如，大约25％)的像素。例如，如果图像具有总

数Np的像素，则控制电路可以对重新排序的像素(从最暗到最亮)进行计数，直到找到编号

为N25的像素，其中，N25＝0.25·NP。在616处，控制电路可以计算像素的亮度(例如，使用编号

为N25处的像素的颜色)以确定第25百分位亮度L25。或者，控制电路可以计算不同编号的像

素的亮度以设置为背景的亮度。背景亮度过程600可以在618处退出。

[0103] 虽然这里通过控制电路处理从底部(例如，底行)开始处理非扭曲的图像并且向上

处理图像的行而描述图4和图5的眩光检测过程400、500，当房间102包括作为自下而上的窗

帘的机动窗帘时，可以颠倒该过程，例如，窗帘织物从窗口的底部移动到窗口的顶部以覆盖

窗口。例如，当机动窗帘是自下而上的窗帘时，眩光检测过程400、500可以从顶部(例如，顶

行)开始处理图像并且向下处理图像的行，例如，直到检测到眩光源。

[0104] 图7A是示例防眩光过程700的序列图。如图7A所示，防眩光过程700可以由可见光

传感器702(例如，可见光传感器182、300)和机动窗帘704(例如，机动卷帘220)执行。在710

处，可见光传感器702可以记录房间和/或建筑物外部的图像。在712处，可见光传感器可以

处理图像以检测眩光状况。例如，眩光状况的检测可以包括计算图像中的像素的亮度LPI并

将它们与亮度阈值(例如，图5A的520、522、530、536和/或538)进行比较。

[0105] 如果检测到眩光状况，则可见光传感器702可以在714处确定眩光状况的轮廓角。

如本文所述，轮廓角可以定义眩光源在窗口(例如，图2中的窗口202)外部的位置。可以基于

检测到的眩光源的位置(例如，在710处记录的图像中的像素)来确定轮廓角。可见光传感器

702可包括查找表以确定轮廓角。例如，查找表可以基于检测到的眩光源的位置(例如，在

710处记录的图像中的像素)提供轮廓角的指示。

[0106] 在716处，可见光传感器702可以确定机动窗帘704的遮挡位置。遮挡位置可以防止

眩光状况影响房间(例如，房间102和/或空间200)。例如，遮挡织物可以定位成使得遮挡织

物阻挡来自由其中检测到眩光的像素表示的眩光源的光。在718处，遮挡位置可以被传送到

机动窗帘704。在接收遮挡位置之后，机动窗帘可以在720处将遮挡织物移动到指示的位置。

[0107] 图7B是示例防眩光过程750的序列图。如图7B所示，防眩光过程750可以由可见光

传感器752(例如，可见光传感器182、300)、系统控制器754(例如，系统控制器110)和机动窗

帘756(例如，机动卷帘220)执行。在758处，可见光传感器752可以记录房间和/或建筑物外

部的图像。在760处，可见光传感器可以处理图像以检测眩光状况。例如，眩光状况的检测可

以包括计算图像中的像素的亮度LPI并将它们与亮度阈值(例如，图5A的520、522、530、536

和/或538)进行比较。

[0108] 如果检测到眩光状况，则可见光传感器752可以在762处确定眩光状况的轮廓角。

如本文所述，轮廓角可以定义眩光源在窗口(例如，图2中的窗口202)外部的位置。可以基于

检测到的眩光源的位置(例如，在758处记录的图像中的像素)来确定轮廓角。可见光传感器

752可包括查找表以确定轮廓角。例如，查找表可以基于检测到的眩光源的位置(例如，在

758处记录的图像中的像素)提供轮廓角的指示。

[0109] 在764处，可见光传感器752可以将轮廓角发送到系统控制器754(例如，系统控制

器110)。在766处，系统控制器754可以确定机动窗帘756的遮挡位置。例如，遮挡织物可以定

位成使得遮挡织物阻挡来自由其中检测到眩光的像素表示的眩光源的光。在768处，系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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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754可以将遮挡位置发送到机动窗帘756。在接收遮挡位置之后，机动窗帘可以在770处

将遮挡织物移动到指示的位置。尽管可见光传感器752被示出为处理图像，系统控制器754

还可以或可选地在可见光传感器752生成图像之后执行图像处理。

[0110] 图8是用于检测眩光状况的非扭曲的图像800的简化示例。如图8所示，图像800可

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像素(例如，像素802、804和806)。像素可以被组织在一个或多个像素行

和/或一个或多个像素列中。可见光传感器(例如，可见光传感器300)可以检索图像800并处

理图像以确定是否存在眩光状况。可见光传感器可以处理图像以确定是否存在眩光状况。

该确定可以包括确定是否存在绝对眩光状况和/或是否存在相对眩光状况。

[0111] 可见光传感器可以开始处理图像800的底部中的第一像素。例如，可见光传感器可

以开始在像素802处处理图像800。可见光传感器可以确定像素802的亮度以确定是否存在

绝对眩光状况和/或相对眩光状况。如果可见光传感器确定不存在眩光状况(例如，绝对眩

光状况和/或相对眩光状况)，则可见光传感器可以处理图像中的下一个像素(例如，像素

804)。

[0112] 可见光传感器可以继续处理图像中的像素，直到可见光传感器确定存在眩光状况

或者完成处理图像。例如，可见光传感器可以确定在像素806处存在相对眩光状况或绝对眩

光状况(例如，像素806的亮度高于高亮度阈值或相对亮度阈值)并且停止处理像素806处的

图像。

[0113] 图9是示出示例系统控制器900(诸如本文描述的系统控制器110)的框图。系统控

制器900可以包括用于控制系统控制器900的功能的控制电路902。控制电路902可以包括一

个或多个通用处理器、专用处理器、传统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微处理器、集成电

路、可编程逻辑器件(PLD)或专用集成电路(ASIC)等。控制电路902可以执行信号编码、数据

处理、图像处理、功率控制、输入/输出处理或使系统控制器900能够如本文所述执行的任何

其他功能。控制电路902可以将信息存储在存储器904中和/或从存储器904检索信息。存储

器904可以包括不可移动存储器和/或可移动存储器。不可移动存储器可以包括随机存取存

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硬盘或任何其他类型的不可移动存储器存储。可移动存储器

可以包括订户身份模块(SIM)卡、记忆棒、存储卡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可移动存储器。

[0114] 系统控制器900可以包括用于发送和/或接收信息的通信电路906。通信电路906可

以执行无线和/或有线通信。系统控制器900还可以或可选地包括用于发送和/或接收信息

的通信电路908。通信电路906可以执行无线和/或有线通信。通信电路906和908可以与控制

电路902通信。通信电路906和908可以包括RF收发器或能够经由天线执行无线通信的其他

通信模块。通信电路906和通信电路908可以能够经由相同的通信信道或不同的通信信道执

行通信。例如，通信电路906可以能够经由无线通信信道(例如， 近场通信

(NFC)、 蜂窝等)(例如，与网络设备、通过网络等)进行通信，并且通

信电路908可以能够经由另一无线通信信道(例如， 或专有通信信道，如CLEAR 

CONNECTTM)(与负载控制系统中的控制设备和/或其他设备)通信。

[0115] 控制电路902可以与LED指示器912通信，以向用户提供指示。控制电路902可以与

致动器914(例如，一个或多个按钮)通信，致动器914可以由用户致动以将用户选择传送到

控制电路902。例如，致动器914可以被致动以将控制电路902置于关联模式和/或传送来自

系统控制器900的关联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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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 系统控制器900内的每个模块可以由电源910供电。电源910可以包括例如AC电源

或DC电源。电源910可以产生供电电压Vcc，用于为系统控制器900内的模块供电。

[0117] 图10是示出如本文所述的示例控制目标设备(例如，负载控制设备1000)的框图。

负载控制设备1000可以是调光器开关、电子开关、灯的电子镇流器、LED光源的LED驱动器、

AC插入式负载控制设备、温度控制设备(例如，恒温器)、用于机动窗帘的电机驱动单元或其

他负载控制设备。负载控制设备1000可以包括通信电路1002。通信电路1002可以包括接收

器、RF收发器或能够经由通信链路1010执行有线和/或无线通信的其他通信模块。通信电路

1002可以与控制电路1004进行通信。控制电路1004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通用处理器、专用

处理器、传统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微处理器、集成电路、可编程逻辑器件(PLD)或

专用集成电路(ASIC)等。控制电路1004可以执行信号编码、数据处理、功率控制、输入/输出

处理或使负载控制设备1000能够如本文所述执行的任何其他功能。

[0118] 控制电路1004可以将信息存储在存储器1006中和/或从存储器1006检索信息。例

如，存储器1006可以保存相关的控制设备和/或控制指令的注册表。存储器1006可以包括不

可移动存储器和/或可移动存储器。负载控制电路1008可以从控制电路1004接收指令，并且

可以基于所接收的指令来控制电负载1016。例如，电负载1016可以控制机动窗帘(例如，机

动窗帘150)。负载控制电路1008可以向控制电路1004发送关于电负载1016的状态的状态反

馈。负载控制电路1008可以经由热连接1012和中性连接1014接收电力，并且可以向电负载

1016提供电力量。电负载1016可包括任何类型的电负载。

[0119] 控制电路1004可以与致动器1018(例如，一个或多个按钮)通信，致动器1018可以

由用户致动以将用户选择传送到控制电路1004。例如，致动器1018可以被致动以将控制电

路1004置于关联模式和/或传送来自负载控制设备1000的关联消息。

[0120] 尽管这里以特定的组合描述了特征和元件，但是可以单独使用或与其他特征和元

件进行任何组合地使用每个特征或元件。例如，这里描述的功能可以被描述为由诸如遥控

设备或照明设备的控制设备执行，但是可以由集线器设备或网络设备类似地执行。这里描

述的方法可以在并入在计算机可读介质中的计算机程序、软件或固件中实现，以由计算机

或处理器执行。计算机可读介质的示例包括电子信号(通过有线或无线连接传输)和计算机

可读存储介质。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只读存储器(ROM)、随机存取存储

器(RAM)、可移动磁盘以及诸如CD-ROM盘和数字通用盘(DVD)之类的光学介质。

[0121] 虽然参考控制机动窗帘(例如，机动窗帘150和/或机动卷帘220)以防止眩光状况

来描述本文所述的方法，但是该方法可用于控制其他类型的控制设备以防止和/或减轻眩

光状况。例如，本文描述的方法可用于控制可控电致变色玻璃的透射率和/或调节室内或室

外可控百叶窗的位置以防止和/或减轻眩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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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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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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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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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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