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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智能家居技术领域，公开了

一种智能家居系统，能够实现有效的防盗措施并

有效地对家中火灾和煤气泄漏情况进行监测。本

实用新型包括控制模块、智能门锁、无线通讯模

块、报警模块、烟雾传感器、煤气传感器、排气扇、

摄像头、第一霍尔开关以及第一检测磁铁；烟雾

传感器分布于客厅、房间、厨房以及卫生间；煤气

传感器和排气扇分布于卫生间和厨房；摄像头分

布于客厅；智能门锁设于大门的门体上；第一霍

尔开关嵌设于大门的门框；第一检测磁铁嵌设于

大门的门体边沿，本实用新型可实时检测是否有

煤气泄漏或发生火灾，并实现报警提醒，同时还

可启动排气扇，将煤气排出；同时可对大门是否

被打开进行检测，并将拍摄的画面发送到后台或

移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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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控制模块；

无线通讯模块，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

报警模块，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

若干个烟雾传感器，分布于客厅、房间、厨房以及卫生间内，并分别与控制模块电性连

接；

若干个煤气传感器，分布于所述卫生间和所述厨房内，并分别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

接；

若干个排气扇，分布于所述卫生间和所述厨房内，并分别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

若干个摄像头，分布于所述客厅内；

智能门锁，设于大门的门体上，且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

若干个第一霍尔开关，分别嵌设于所述大门的门框内，且分别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

接；

若干个第一检测磁铁，分别嵌设于所述大门的门体边沿内，且安装位置与所述第一霍

尔开关匹配；

其中，当所述大门的门体关闭时，若干个所述第一检测磁铁分别靠近对应的所述第一

霍尔开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若干个第二霍尔开关，分别嵌设于阳台的门框内，且分别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

若干个第二检测磁铁，分别嵌设于所述阳台的门体边沿内，且安装位置与所述第二霍

尔开关匹配；

其中，当所述阳台的门体关闭时，若干个所述第二检测磁铁分别靠近对应的所述第二

霍尔开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若干个喷头，分布于所述客厅、所述房间、所述厨房以及所述卫生间内；

若干个连通的输水管道，分别与对应所述喷头连通，且分别与自来水管连通；

水泵，设于所述输水管道与所述自来水管之间，且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输水管道埋设于墙体或天花

板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电源切换模块以及分别与

所述电源切换模块连接的蓄电池和市电连接插头，所述电源切换模块分别与所述控制模

块、所述无线通讯模块、所述智能门锁、所述报警模块、所述烟雾传感器、所述排气扇、所述

摄像头、所述第一霍尔开关电性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通讯模块包括GPRS通讯

单元、WIFI单元、蓝牙单元中的至少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若干个智能插座，若干个

所述智能插座分布于所述客厅、所述房间、所述厨房以及所述卫生间内，且分别与所述控制

模块电性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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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个紧急呼救按钮和/或若干个紧急呼救拉绳器，若干个所述紧急呼救按钮和/或若干

个所述紧急呼救拉绳器分布于所述客厅、所述房间、所述厨房以及所述卫生间内。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模块包括：

处理器单元，与所述无线通讯模块电性连接；

驱动单元，所述驱动单元设有多个输入端并分别与所述处理器单元电性连接，所述驱

动单元设有多个输出端并分别与对应的所述报警模块、所述智能门锁、所述排气扇电性连

接；

AD转换单元，所述AD转换单元设有多个输出端并分别与所述处理器单元电性连接，所

述AD转换单元设有多个输入端并分别与对应的所述煤气传感器、所述烟雾传感器以及所述

第一霍尔开关电性连接；

图像处理单元，所述图像处理单元设有多个输入端并分别与对应的所述摄像头电性连

接，所述图像处理单元设有多个输出端并分别与所述处理器单元电性连接；

显示屏，与所述处理器单元电性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9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模块设于电话机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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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智能家居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智能家居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和信息家电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而

这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给人类提供一个舒适、便捷、高效、安全的生活环境，如何建立

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智能家居系统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0003] 但是目前存在以下不足：

[0004] 门体的防盗监测模块容易被拆毁，无法有效地进行监测；同时，若家中发生火灾或

煤气泄漏时，无法及时发现并作出相应的措施，从而容易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或人员伤忙。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旨在至少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之一。为此，本实用新型提

出一种智能家居系统，能够实现有效的防盗措施并有效地对家中火灾和煤气泄漏情况进行

监测。

[0006] 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智能家居系统，包括控制模块、智能门锁、无线通讯模

块、报警模块、若干个烟雾传感器、若干个煤气传感器、若干个排气扇、若干个摄像头、若干

个第一霍尔开关以及若干个第一检测磁铁；所述无线通讯模块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

所述报警模块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若干个所述烟雾传感器分布于客厅、房间、厨房以

及卫生间内，并分别与控制模块电性连接；若干个所述煤气传感器分布于所述卫生间和所

述厨房内，并分别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若干个所述排气扇分布于所述卫生间和所述

厨房内，并分别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若干个所述摄像头分布于所述客厅内；所述智能

门锁设于大门的门体上，且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若干个所述第一霍尔开关分别嵌设

于所述大门的门框内，且分别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若干个所述第一检测磁铁分别嵌

设于所述大门的门体边沿内，且安装位置与所述第一霍尔开关匹配；其中，当所述大门的门

体关闭时，若干个所述第一检测磁铁分别靠近对应的所述第一霍尔开关。

[0007] 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智能家居系统，至少具有如下有益效果：利用煤气传感

器或烟雾传感器可以及时检测是否有煤气泄漏或发生火灾，并及时通过报警模块实现报警

提醒，同时还可及时启动排气扇，将泄漏的煤气及时排出；同时利用第一霍尔开关和第一检

测磁铁，可以及时并可靠地对大门是否被打开进行检测并及时启动报警模块实现报警提

醒，当检测到智能门锁未正常开启，同时检测到大门也离开门框，则可及时启动摄像头进行

拍摄，并及时通过无线通讯模块，将拍摄的画面及时发送到后台或移动终端。

[0008]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还包括若干个第二霍尔开关和若干个第二检测磁

铁；若干个所述第二霍尔开关分别嵌设于阳台的门框内且分别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

若干个所述第二检测磁铁分别嵌设于所述阳台的门体边沿内，且安装位置与所述第二霍尔

开关匹配；其中，当所述阳台的门体关闭时，若干个所述第二检测磁铁分别靠近对应的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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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霍尔开关。

[0009]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还包括水泵、若干个喷头以及若干个连通的输水

管道；若干个所述喷头分布于所述客厅、所述房间、所述厨房以及所述卫生间内；若干个所

述输水管道分别与对应所述喷头连通，且分别与自来水管连通；所述水泵设于所述输水管

道与所述自来水管之间，且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

[0010]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输水管道埋设于墙体或天花板内。

[001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还包括电源切换模块以及分别与所述电源切换模

块连接的蓄电池和市电连接插头，所述电源切换模块分别与所述控制模块、所述无线通讯

模块、所述智能门锁、所述报警模块、所述烟雾传感器、所述排气扇、所述摄像头、所述第一

霍尔开关电性连接。

[0012]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无线通讯模块包括GPRS通讯单元、WIFI单元、

蓝牙单元中的至少一种。

[0013]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还包括若干个智能插座，若干个所述智能插座分

布于所述客厅、所述房间、所述厨房以及所述卫生间内，且分别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

[0014]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还包括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的若干个紧急呼

救按钮和/或若干个紧急呼救拉绳器，若干个所述紧急呼救按钮和/或若干个所述紧急呼救

拉绳器分布于所述客厅、所述房间、所述厨房以及所述卫生间内。

[0015]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控制模块包括处理器单元、驱动单元、AD转换

单元、图像处理单元以及显示屏；所述处理器单元与所述无线通讯模块电性连接；所述驱动

单元设有多个输入端并分别与所述处理器单元电性连接，所述驱动单元设有多个输出端并

分别与对应的所述报警模块、所述智能门锁、所述排气扇电性连接；所述AD转换单元设有多

个输出端并分别与所述处理器单元电性连接，所述AD转换单元设有多个输入端并分别与对

应的所述煤气传感器、所述烟雾传感器以及所述第一霍尔开关电性连接；所述图像处理单

元设有多个输入端并分别与对应的所述摄像头电性连接，所述图像处理单元设有多个输出

端并分别与所述处理器单元电性连接；所述显示屏与所述处理器单元电性连接。

[0016]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控制模块设于电话机上。

[0017] 本实用新型的附加方面和优点将在下面的描述中部分给出，部分将从下面的描述

中变得明显，或通过本实用新型的实践了解到。

附图说明

[0018]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和/或附加的方面和优点从结合下面附图对实施例的描述中将

变得明显和容易理解，其中：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智能家居系统的电路原理示意图。

[0020] 附图标记：控制模块100、处理器单元110、驱动单元120、AD转换单元130、图像处理

单元140、无线通讯模块200、报警模块300、烟雾传感器400、煤气传感器500、排气扇600、摄

像头700、智能门锁800、第一霍尔开关900、第一检测磁铁1000、第二霍尔开关1100、第二检

测磁铁1200、水泵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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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本部分将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本实用新型之较佳实施例在附图中

示出，附图的作用在于用图形补充说明书文字部分的描述，使人能够直观地、形象地理解本

实用新型的每个技术特征和整体技术方案，但其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

制。

[0022]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若干的含义是一个或者多个，多个的含义是两个以上，大

于、小于、超过等理解为不包括本数，以上、以下、以内等理解为包括本数。如果有描述到第

一、第二只是用于区分技术特征为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

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先后关系。

[0023] 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除非另有明确的限定，设置、安装、连接等词语应做广义理

解，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结合技术方案的具体内容合理确定上述词语在本实用新型

中的具体含义。

[0024] 参照图1，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智能家居系统，包括控制模块100、智能门锁

800、无线通讯模块200、报警模块300、若干个烟雾传感器400、若干个煤气传感器500、若干

个排气扇600、若干个摄像头700、若干个第一霍尔开关900以及若干个第一检测磁铁1000；

无线通讯模块200与控制模块100电性连接；报警模块300与控制模块100电性连接；若干个

烟雾传感器400分布于客厅、房间、厨房以及卫生间内，并分别与控制模块100电性连接；若

干个煤气传感器500分布于卫生间和厨房内，并分别与控制模块100电性连接；若干个排气

扇600分布于卫生间和厨房内，并分别与控制模块100电性连接；若干个摄像头700分布于客

厅内；智能门锁800设于大门的门体上，且与控制模块100电性连接；若干个第一霍尔开关

900分别嵌设于大门的门框内，且分别与控制模块100电性连接；若干个第一检测磁铁1000

分别嵌设于大门的门体边沿内，且安装位置与第一霍尔开关900匹配；其中，当大门的门体

关闭时，若干个第一检测磁铁1000分别靠近对应的第一霍尔开关900。

[0025] 其中，当烟雾传感器400检测到有烟雾时，则会向控制模块100发出检测信号，控制

模块100则会及时启动报警模块300进行提醒；同样，当煤气传感器500检测到卫生间的燃气

热水器或厨房的煤气管道或煤气灶等发生煤气泄漏，也会及时启动报警模块300进行提醒，

同时控制模块100还会及时启动排气扇600，进行将煤气排出，防止卫生间或厨房的煤气浓

度过高，防止出现火灾或人体出现煤气中毒的现象；同时当检测到以上异常信号时，还可通

无线通讯模块200，将发生火灾的信息或煤气泄漏的信息发送给指定的后台或移动终端，如

指定的手机、平板以及手环等，从而提醒相关人士家中发生火灾，有权限的人员还可及时远

程通过摄像头700及时观察家中的情况。

[0026] 其中，将第一霍尔开关900设于大门门框内，第一检测磁铁1000设于对应的大门门

体对应的位置上，则可防止第一霍尔开关900和第一检测磁铁1000轻易被门外的人进行拆

卸，同时在一个大门上设置两组以上的第一霍尔开关900和第一检测磁铁1000进行检测，可

以提高检测的可靠性，防止其中一组第一霍尔开关900出现损坏而无法对大门门体的状态

进行检测，此外，采用第一检测磁铁1000可以防止检测端轻易出现失效的情况，有效地提高

了大门门体检测的可靠性；具体地，当智能门锁800未向控制模块100发出正常开启门锁的

信号，此时，若检测到第一检测磁铁1000远离了第一霍尔开关900，则可判定大门的门体是

被异常打开，故控制模块100会及时启动报警模块300进行报警提醒，同时还会通过无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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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模块200，向指定的后台或移动终端发出大门门体被异常打开的信息，从而可以及时通知

到相关人员，并可及时通过摄像头700及时拍摄客厅或进出大门的人员，具体地，摄像头700

的拍摄方向可以设置成朝向大门的方向，以便于可及时对异常出入或平常出入大门的人员

进行拍摄。

[0027] 其中，摄像头700所拍摄的画面会被进行存储并通过无线通讯模块200向指定的云

端进行存储，以便于相关人员对拍摄的画面进行查阅。

[0028] 其中，报警模块300可以采用蜂鸣器或语音播放器或LED灯显示器中的至少一种，

以实现声音或视觉警告提醒。

[0029]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控制模块100包括处理器单元110、驱动单元120、

AD转换单元130、图像处理单元140以及显示屏；处理器单元110与无线通讯模块200电性连

接；驱动单元120设有多个输入端并分别与处理器单元110电性连接，驱动单元120设有多个

输出端并分别与对应的报警模块300、智能门锁800、排气扇600电性连接，其中，驱动单元

120的每一个输入端会有一个对应的输出端，以便处理器单元110可以准确地启动对应的模

块；AD转换单元130设有多个输出端并分别与处理器单元110电性连接，AD转换单元130设有

多个输入端并分别与对应的煤气传感器500、烟雾传感器400以及第一霍尔开关900电性连

接，其中，AD转换单元130的每一个输入端会有一个对应的输出端，以便于处理器单元110可

以准确地区分对应发生来的信号；图像处理单元140设有多个输入端并分别与对应的摄像

头700电性连接，图像处理单元140设有多个输出端并分别与处理器单元110电性连接；显示

屏与处理器单元110电性连接。其中，处理器单元110可以采用单片机或微处理器，AD转换单

元130、驱动单元120以及图像处理单元140可以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常规的技术手段来实

现，而处理器单元110可以直接采用直接集成有存储器的处理器型号，或在控制模块100上

单独配置大容量的存储器，以便于对摄像头700拍摄的画面进行存储，也可以采用直接上传

云端存储的方式，对拍摄的画面数据进行存储，还可以提高远程查询的效率。

[0030]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控制模块100设于电话机上。将控制模块100直接

设于电话机上，可以减小控制模块100的占用空间，并可以实现电话机和智能家居系统的集

合，提高了便利性和简便性。

[0031]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还包括若干个第二霍尔开关1100和若干个第二检

测磁铁1200；若干个第二霍尔开关1100分别嵌设于阳台的门框内且分别与控制模块100电

性连接；若干个第二检测磁铁1200分别嵌设于阳台的门体边沿内，且安装位置与第二霍尔

开关1100匹配；其中，当阳台的门体关闭时，若干个第二检测磁铁1200分别靠近对应的第二

霍尔开关1100。同时设置第二霍尔开关1100和第二检测磁铁1200，可以在阳台对应的门体

进行检测，以防夜深时刻或家人均外出时，有人非法打开阳台的门体，从而提高了防盗性。

同理，将第二霍尔开关1100设于阳台的门框内以及将第二检测磁铁1200设于阳台的门体边

沿上，可以防止第二霍尔开关1100和第二检测磁铁1200被轻易地发现或被破坏，同时在阳

台门体和门框上设置多组第二霍尔开关1100和第二检测磁铁1200，可以提高防盗的可靠

性，防止任意一组的第二霍尔开关1100出现损坏时，无法及时对对应的第二检测磁铁1200

进行检测。具体地，本实施例中第二霍尔开关1100与AD转换单元130电性连接。

[0032] 其中，由于采用的第一检测磁铁1000和第二检测磁铁1200是具有永磁性的磁铁，

因此可以避免检测端会出现异常的情况，同时采用嵌设的方式，在对应的门体开启和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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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可以防止第一霍尔开关900、第二霍尔开关1100、第一检测磁铁1000和第二检测

磁铁1200会出现位置脱离或脱落或损坏的现象。

[0033]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还包括水泵1300、若干个喷头以及若干个连通的

输水管道；若干个喷头分布于客厅、房间、厨房以及卫生间内；若干个输水管道分别与对应

喷头连通，且分别与自来水管连通；水泵1300设于输水管道与自来水管之间，且与控制模块

100电性连接。配合喷头和水泵1300，可以在及时检测到火灾时，及时启动水泵1300，使自来

水通过输水管道和喷头喷晒水进行灭火，其中输水管道的连接方式以及水泵1300的数量可

以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实地的情况进行设置。具体地，本实施例中，水泵1300与驱动单元

120电性连接。

[0034]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输水管道埋设于墙体或天花板内。采用埋设的方

式，可以防止输水管道被破坏。提高输水管道的可靠性。

[0035]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还包括电源切换模块以及分别与电源切换模块连

接的蓄电池和市电连接插头，电源切换模块分别与控制模块100、无线通讯模块200、智能门

锁800、报警模块300、烟雾传感器400、排气扇600、摄像头700、第一霍尔开关900、第二霍尔

开关1100、智能开关以及水泵1300电性连接。采用电源切换模块、蓄电池以及市电连接插

头，可以实现在蓄电池和市电之间进行切换，以防止出现停电的情况，智能家居系统无法正

常工作，其中，具体地，电源切换模块可以采用继电器的结构，以实现电源切换的效果，其具

体的连接方式可以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常规的技术手段实现。

[0036]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无线通讯模块200包括GPRS通讯单元、WIFI单元、

蓝牙单元中的至少一种。其中，具体地，本实施例无线通讯模块200同时采用了GPRS通讯单

元、WIFI单元、蓝牙单元的三种无线传输的方式，以提高智能家居系统无线传输的可靠性和

便利性。

[0037]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还包括若干个智能插座，若干个智能插座分布于

客厅、房间、厨房以及卫生间内，且分别与控制模块100电性连接。采用智能插座，可以实现

对家居中的所有电器进行远程控制和监测。

[0038]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还包括与控制模块100电性连接的若干个紧急呼

救按钮和/或若干个紧急呼救拉绳器，若干个紧急呼救按钮和/或若干个紧急呼救拉绳器分

布于客厅、房间、厨房以及卫生间内。具体地，若干个紧急呼救按钮和/或若干个紧急呼救拉

绳器可以实地家居的情况进行铺设，以便于家中人员出现异常情况，如摔倒无法自行爬起

或出现突发疾病时，可以及时按下紧急呼救按钮或拉下紧急呼救拉绳器向控制模块100及

时发出信号，并由控制模块100通过无线通讯模块200向指定的后台或移动终端发出求救信

号，具体地，通过设置控制模块100，还可以直接向公安或医院的后台及时发出求救信号，以

便于求救人员可以及时获得救援。

[0039] 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智能家居系统，通过如此设置，可以达成至少如下的一

些效果，利用煤气传感器500或烟雾传感器400可以及时检测是否有煤气泄漏或发生火灾，

并及时通过报警模块300实现报警提醒，同时还可及时启动排气扇600，将泄漏的煤气及时

排出；同时利用第一霍尔开关900和第一检测磁铁1000，可以及时并可靠地对大门是否被打

开进行检测并及时启动报警模块300实现报警提醒，当检测到智能门锁800未正常开启，同

时检测到大门也离开门框，则可及时启动摄像头700进行拍摄，并及时通过无线通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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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将拍摄的画面及时发送到后台或移动终端。

[0040]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一些实施例”、“示意性实施例”、

“示例”、“具体示例”、或“一些示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

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实用新型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

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

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0041]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宗旨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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