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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家居系统，包括智能家居设备端、

服务端以及控制端；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端包括复

数个智能家居设备组，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组包括

复数个智能家居设备；所述服务端包括主网关及

第一级子网关组，所述第一级子网关组包括复数

个子网关，其中，所述第一级子网关组中的子网

关以并联的方式与所述主网关通过协议网络连

接，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组中的智能家居设备以并

联的方式与该智能家居设备组对应的第一级子

网关组中的子网关无线通信连接；所述控制端包

括一安装有智能家居控制程序的控制终端，所述

控制端与所述服务端的主网关通过协议网络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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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智能家居设备端、服务端以及控制端；所述智

能家居设备端包括复数个智能家居设备组，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组包括复数个智能家居设

备；所述服务端包括主网关及第一级子网关组，所述第一级子网关组包括复数个子网关，其

中，所述第一级子网关组中的子网关以并联的方式与所述主网关通过协议网络连接，所述

智能家居设备组中的智能家居设备以并联的方式与该智能家居设备组对应的第一级子网

关组中的子网关无线通信连接；所述控制端包括一安装有智能家居控制程序的控制终端，

所述控制端与所述服务端的主网关通过协议网络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网关及子网关分别包括一处

理器，所述子网关的处理器与所述主网关的处理器通过TCP/IP或HTTP协议网络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子网关中设有协调器，所述协

调器与智能家居设备通过zigbee或蓝牙无线通信连接，所述协调器与其对应的处理器串口

连接。

4.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网关设有协调器，所述协

调器与智能家居设备通过zigbee或蓝牙无线通信连接，所述协调器与其对应的处理器串口

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端还包括一服务器，所述

服务器分别与主网关及控制端通过TCP/IP或HTTP协议网络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终端是计算机或智能手机

或平板电脑。

7.一种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智能家居设备端、服务端以及控制端；所述智

能家居设备端包括复数个智能家居设备组，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组包括复数个智能家居设

备；所述服务端包括主网关及一级以上的子网关组，所述子网关组包括复数个子网关，其

中，第一级子网关组中的子网关以并联的方式与所述主网关通过协议网络连接，次级子网

关组中的子网关以并联的方式与该子网关对应的上级子网关组中的子网关通过协议网络

连接，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组中的智能家居设备以并联的方式与该智能家居设备组对应的最

后一级次级子网关组中的子网关无线通信连接；所述控制端包括一安装有智能家居控制程

序的控制终端，所述控制端与所述服务端的主网关通过协议网络连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网关及子网关分别包括一处

理器，所述第一级子网关组中子网关的处理器与所述主网关的处理器通过TCP/IP或HTTP协

议网络连接，所述次级子网关组中子网关的处理器与其对应的上级子网关组中子网关的处

理器通过TCP/IP或HTTP协议网络连接。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子网关中至少最后一级次级子

网关组中的子网关设有协调器，所述协调器与智能家居设备通过zigbee或蓝牙无线通信连

接，所述协调器与其对应的处理器串口连接。

10.如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网关设有协调器，所述

协调器与智能家居设备通过zigbee或蓝牙无线通信连接，所述协调器与其对应的处理器串

口连接。

11.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端还包括一服务器，所述

服务器分别与主网关及控制端通过TCP/IP或HTTP协议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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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终端是计算机或智能手

机或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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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家居技术领域，更确切地说涉及一种智能家居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智能家居的技术发展，智能家居正在逐步进入千家万户。智能家居通过物联

网技术将家中的各种设备，如音视频设备、照明系统、窗帘控制、空调控制、安防系统、数字

影院系统、影音服务器、影柜系统、网络家电等连接到一起，提供家电控制、照明控制、电话

远程控制、室内外遥控、防盗报警、环境监测、暖通控制、红外转发以及可编程定时控制等多

种功能和手段。与传统家居相比，智能家居不仅具有传统的通用功能，兼备建筑、网络通信、

信息家电、设备自动化，提供全方位的信息交互功能，甚至为各种能源费用节约资金。

[0003] 目前，使用较多的智能家居系统是直接用多个智能家居设备通过无线信号直接与

网关连接，然而，这样一个网关一般只能连接几十个智能家居设备，所以当有较多数量的智

能家居设备使用时，就需要将超过数量的智能家居设备再和另一个网关连接，而每个网关

只能连接1个账号，而现在一个较大户型的商品房，其智能照明、智能窗帘、智能电视等智能

家居设备数量超过几十个，而别墅的智能家居设备达到几百个，大型商场会有上千个，此时

如果还是采用传统的连接方式进行管理，将会需要很多的账号登录控制端，然后每个账号

控制几十个智能家居设备，不停的登录然后退出再登录，这种系统和控制方式，已经无法满

足目前的使用需要和智能家居的舒适体验。

[0004] 虽然目前也有在网关智能家居设备的数量上技术有所突破，但是还是无法达到一

个明显的提升，同时这有限的数量提升也带来了成本的巨大提升，所以需要一种更好的智

能家居系统投入市场。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智能家居系统的缺陷，提供一种可以对大量

智能家居设备进行方便管理且成本较低的智能家居系统。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一种智能家居系统，其特征在

于，包括智能家居设备端、服务端以及控制端；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端包括复数个智能家居设

备组，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组包括复数个智能家居设备；所述服务端包括主网关及第一级子

网关组，所述第一级子网关组包括复数个子网关，其中，所述第一级子网关组中的子网关以

并联的方式与所述主网关通过协议网络连接，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组中的智能家居设备以并

联的方式与该智能家居设备组对应的第一级子网关组中的子网关无线通信连接；所述控制

端包括一安装有智能家居控制程序的控制终端，所述控制端与所述服务端的主网关通过协

议网络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主网关及子网关分别包括一处理器，所述子网关的处理器与所述

主网关的处理器通过TCP/IP或HTTP协议网络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子网关中设有协调器，所述协调器与智能家居设备通过zigbee或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9842537 A

4



蓝牙无线通信连接，所述协调器与其对应的处理器串口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主网关设有协调器，所述协调器与智能家居设备通过zigbee或蓝

牙无线通信连接，所述协调器与其对应的处理器串口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服务端还包括一服务器，所述服务器分别与主网关及控制端通过

TCP/IP或HTTP协议网络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终端是计算机或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0012] 一种智能家居系统，包括智能家居设备端、服务端以及控制端；所述智能家居设备

端包括复数个智能家居设备组，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组包括复数个智能家居设备；所述服务

端包括主网关及一级以上的子网关组，所述子网关组包括复数个子网关，其中，第一级子网

关组中的子网关以并联的方式与所述主网关通过协议网络连接，次级子网关组中的子网关

以并联的方式与该子网关对应的上级子网关组中的子网关通过协议网络连接，所述智能家

居设备组中的智能家居设备以并联的方式与该智能家居设备组对应的最后一级次级子网

关组中的子网关无线通信连接；所述控制端包括一安装有智能家居控制程序的控制终端，

所述控制端与所述服务端的主网关通过协议网络连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主网关及子网关分别包括一处理器，所述第一级子网关组中子网

关的处理器与所述主网关的处理器通过TCP/IP或HTTP协议网络连接，所述次级子网关组中

子网关的处理器与其对应的上级子网关组中子网关的处理器通过TCP/IP或HTTP协议网络

连接。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子网关中至少最后一级次级子网关组中的子网关设有协调器，所

述协调器与智能家居设备通过zigbee或蓝牙无线通信连接，所述协调器与其对应的处理器

串口连接。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主网关设有协调器，所述协调器与智能家居设备通过zigbee或蓝

牙无线通信连接，所述协调器与其对应的处理器串口连接。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服务端还包括一服务器，所述服务器分别与主网关及控制端通过

TCP/IP或HTTP协议网络连接。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终端是计算机或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智能家居系统通过将智能家居设备按组分别与子网关并

联，然后子网关再与主网关并联，从而大大的扩大了现有网关接入智能设备的数量，而且可

以根据需要加入多级子网关从而更大的扩容，主网关与控制端相连，从而实现一个账号就

可以完成对大量智能设备的统一管理，因此本发明智能家居系统可以对智能家居设备进行

方便管理且成本较低。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智能家居系统实施例1的结构框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智能家居系统实施例2的结构框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智能家居系统实施例3的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发明一种智能家居系统包括智能家居设备端、服务端以及控制端；所述智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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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设备端包括复数个智能家居设备组，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组包括复数个智能家居设备；所

述服务端包括主网关及至少一级的子网关组，所述子网关组包括复数个子网关，其中，第一

级子网关组中的子网关以并联的方式与所述主网关通过协议网络连接，次级子网关组中的

子网关以并联的方式与该子网关对应的上级子网关组中的子网关通过协议网络连接，所述

智能家居设备组中的智能家居设备以并联的方式与该智能家居设备组对应的最后一级次

级子网关组中的子网关无线通信连接；所述控制端包括一安装有智能家居控制程序的控制

终端，所述控制端与所述服务端的主网关通过协议网络连接。

[0023] 实施例1

[0024] 本实施例揭示了只有一级子网关的智能家居系统。

[0025] 请参阅图1，本发明智能家居系统包括智能家居设备端1、服务端2和控制端3，所述

智能家居设备端1与所述服务端无线通信连接，所述服务端2与所述控制端3通过TCP/IP或

HTTP协议网络连接。

[0026] 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端1包括复数个智能家居设备组11，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组11包

括复数个智能家居设备111，智能家居设备111可以是智能照明灯、智能空调、智能扫地机器

人、智能安防设备、智能电视、智能窗帘、智能热水器等智能家居设备中的一种或多种。其

中，每个智能家居设备111都包括一可以与服务端2进行无线通信的模块，比如zigbee模块

或者蓝牙模块。

[0027] 所述服务端2包括主网关5及第一级子网关组4，所述第一级子网关组4包括复数个

子网关41，所述第一级子网关组4中的子网关41以并联的方式与所述主网关5通过TCP/IP或

HTTP协议网络连接，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组11中的智能家居设备111以并联的方式与该智能

家居设备组11对应的第一级子网关组4中的子网关41无线通信连接，其中，一个智能家居设

备组11中的所有智能家居设备111并联在同一子网关41上。

[0028] 所述主网关5及子网关41分别包括一处理器(未标号)，所述第一级子网关组4中子

网关41的处理器与所述主网关5的处理器通过TCP/IP或HTTP协议网络连接，所述第一级子

网关组4中子网关41设有协调器(未标号)，所述协调器与智能家居设备111通过zigbee或蓝

牙无线通信连接，每个智能家居设备组11的智能家居设备111并联在子网关41的协调器上；

显然，所述主网关5也可以设置协调器，从而使主网关5可以直接独立的连接智能家居设备

111；所述协调器与其对应的处理器串口连接；所述协调器是内嵌在子网关41或主网关5的

zigbee模块或蓝牙模块。

[0029] 所述子网关41的处理器和主网关5的处理器上都设置有RJ45接口，所述子网关41

和主网关5的RJ45接口分别和一路由器的LAN接口局域网连接。所述子网关41和主网关5之

间通过路由器并通过TCP/IP或HTTP等网络通讯协议连接，其中，所述复数个子网关41之间

相互独立，且每个子网关41和主网关5之间相互通讯。所述主网关5的处理器上设有一RJ45

接口，主网关5通过该RJ45接口与路由器另一LAN接口局域网连接。

[0030] 所述控制端3包括一安装有控制软件的控制终端，所述控制端3与所述服务端2的

主网关通过TCP/IP或HTTP协议网络连接。所述控制端3是安装有智能家居控制程序的计算

机或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等控制终端，其中，计算机和所述路由器LAN接口通过有线网络连

接；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移动通讯设备和所述路由器通过无线信号连接，并最终完成主

网关5和计算机或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之间的TCP/IP或HTTP协议网络连接，且主网关5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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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端3相互通讯。控制端3包括一智能家居控制程序，通过所述智能家居控制程序扫描主网

关的二维码、或者输入主网关的序列号和主网关的IP进行登录，登录后进行设置和智能家

居设备的绑定，从而控制整个智能家居设备端1的各智能家居设备工作。

[0031] 以上完成了智能家居系统在局域网下网络组建，使用时，通过登录控制端1的智能

家居控制程序并进行设置和绑定，开启智能家居设备组11的一个智能家居设备，此时，智能

家居控制程序将“开启”指令传递给主网关5的处理器，该处理器将“开启”指令传递到子网

关41的处理器，所述子网关41的处理器将“开启”指令传递给子网关的协调器，该协调器将

“开启”指令传递给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的无线通信模块，智能家居设备上的无线通信模块控

制通电完成“开启”命令。此时，所述智能家居设备的无线通信模块将“已开启”信息依次通

过子网关的协调器、子网关的处理器、主网关的处理器最终送达智能家居控制程序，并在智

能家居控制程序的控制界面上由原来的“关闭”显示成“开启”，从而完成一次在局域网下的

智能家居设备控制。

[0032] 实施例2

[0033] 本实施例揭示一种在互联网的环境下的智能家居系统。

[0034] 请参阅图2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主要区别在于：所述服务端2还包含一服务

器6，所述服务器6的一端与主网关5在互联网环境下通过路由器使用TCP/IP或HTTP等协议

进行网络连接，所述服务器6的另一端与控制端3在互联网的环境下通过路由器使用TCP/IP

或HTTP等协议进行网络连接，从而完成在互联网的环境下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组成。

[0035] 当使用时，通过控制端3登录智能家居控制程序并进行设置和绑定，开启智能家居

设备组11的一个智能家居设备，此时，智能家居控制程序将“开启”指令传递给服务器6，服

务器6将“开启”指令传递给主网关5的处理器，该处理器将“开启”指令传递到子网关41的处

理器，子网关41的处理器将“开启”指令传递给子网关的协调器，该协调器将“开启”指令传

递给所述智能家居设备111的无线通信模块，智能家居设备上的无线通信模块控制通电完

成“开启”命令。此时，所述智能家居设备111的无线通信模块将“已开启”信息依次通过子网

关的协调器、子网关的处理器、主网关的处理器以及服务器6并最终送达智能家居控制程

序，并在智能家居的控制软件的控制界面上由原来的“关闭”显示成“开启”，从而完成一次

在互联网下的智能家居设备控制。

[0036] 实施例3

[0037]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可以连接更多的智能家居设备的智能家居系统。

[0038]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2的主要区别在于：服务端2的第一级子网关组4下面增加了次

级子网关组7。

[0039] 具体来讲，请参阅3所示，所述次级子网关组7包括复数个次级子网关71，所述次级

子网关71分组后并联于同一上级子网关41，所述次级子网关71包括处理器和协调器，所述

次级子网关71的处理器与其上级子网关41的处理器通过TCP/IP或HTTP协议网络连接，所述

智能家居设备组11中的智能家居设备111以并联的方式与该智能家居设备组11对应的次级

子网关组7中的次级子网关71无线通信连接，其中，一个智能家居设备组11中的所有智能家

居设备111并联在同一次级子网关71上。

[0040] 本实施例的其他部分已经在实施例1和2中有具体清晰的描述，在此不再赘述。

[0041] 显然，为了增加同一账号管理智能家居设备的数量，还可以在次级子网关组下面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9842537 A

7



继续增加新的次级子网关组，直到达到满足数量需求为止。在增加多级子网关组后，不难发

现，最后一级次级子网关组与智能家居端1无线连接，因此至少最后一级次级子网关组中的

子网关内要设置协调器，而其他次级子网关组中可以设置协调器也可以不设置协调器。

[0042]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这仅

是举例说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是由所附权利要求书限定的。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背离

本发明的原理和实质的前提下，可以对这些实施方式做出多种变更或修改，但这些变更和

修改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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