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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的衣物烘干机模型设计
金 龙 张凯文 陈俊杰 曹梦醒 陈丹丹 *

（南通理工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1）

摘 要 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对日常生活质量的要求愈来愈高，更加讲究日常生活的舒适与便利。而在南

部地区和一些天气相对较湿的地方，由于降雨量的增加，衣服在正常温度下就很难晾干，面对着这一系列的问题，

本文给出了本款基于物联网科技的衣服烘烤机模组的设计，本产品可在一般的衣服烘烤器的基础上，由上位机软

件、硬件采集板、传感器感知模组、变频器等操控模块构成，结合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通过检测和监视各

项相关数据，在达到输入指定的温度指数和湿度指数后，通过 PLC编程的程序，可远程操控机械装置，让机器完

成相应的要求，从而达到让烘干机更方便、更及时地将衣物烘干的同时增加衣物穿着的舒适度，从而满足居民生

活需要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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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联网技术与智能家居

物联网技术一般由感觉层、互联网层和使用层三

层面所组成，在其中，通过感觉层可以了解到关于世

界范围内容的各式各样信息，而通常在数据收集阶段，

人们都会使用到感应器，这样方可对物体进行辨识，

进而展开数据处理工作，将所收集的信息通过传感器

传输至互联网层中。互联网层通常位于物联网三个层

级的中心部位，而互联网层一般都会利用互联网技术

对信息数据进行有效传递。而应用层则一般是使用于

与终端用户之间进行联系，而通过对应用层技术的使

用不但可以进行与终端用户之间的有效沟通交互，还

可以让物联网技术趋向于智慧的应用。

智能家居系统可定义为一种流程和体系，它是在

家庭住宅该基础应用环境下使用的各种先进技术，把

人们家居生活中的灯光控制系统、电气控制系统、安

全系统等子系统整合到一起，进而可评估、学习和满

足人们的生活要求，并依托集中统筹把家庭居室建设

为集系统、管理、服务等于一身的舒适、便利、健康

的家居生活环境。

2 基于物联网对智能家居的远程控制设计

智能家居远程控制系统的形成，与物联网的日益

发展成熟有着密切联系，这一控制系统的普及可让人

们的生活品质得到很大提升。而对于该控制系统的设

计原理来说，其利用了物联网技术和互联网的传感节

点，对室内家具进行了远程管理与监控。本质上而言，

现代智能家居远程控制器的基本工作机理就是在分解、

压缩和传递所获取的外界控制信号前提下，实现对一

系列家具的管理控制。要想真正实现对现代智能家居

远程控制器的有效应用，一大前提就在于保证对应收

集外部控制信号的时效性，即保证其与主控器件相互

间建立起有效联系，进而达到对家具进行远程智慧管

理与监控的目的。

在电气控制部分我们通过使用 PLC控制来对设备

供给电能，使用 PLC控制设备能精确快速的传输和发

送我们设置的指令要求，也能够将设备需要的外部环

境数据通过传感器设备反馈到 PLC当中，能让我们对

机器设备自主控制，同时也能够反映设备的运行状态，

达到高效省时省力的作用，对我们的家用智能控制有

很大的帮助。[1]

3 PLC技术概述

PLC即是可编程控制器的缩写，而 PLC技术实际

是以微处理器为基础，通过采用 PLC技术可完成逻辑

运算、温度控制、算术运算等操作指令，进而对机器

设备在整个制造流程中进行合理控制，也就是通过将

自动控制与电脑技术相结合到一起，最后再通过计算

等控制手段才产生了 PLC技术。而 PLC技术在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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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应用中也有着相当广阔的市场，可以为工业公司

的转型提供技术支持。新型的 PLC主要由 CPU、电源、

存储器、主板、显卡、屏幕等构成。对于由计算机直

接操控的机械工作领域，有效的 PLC模块设计能够为

工程操作过程中提供极大的方便，进而使机械制造业

的生产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辅助继电器在 PLC技术中有着十分关键的功能，

在实际使用中，能够忽略部分节点，把这部分节点转换

为时间，从而可以更迅速地实现对所有内容的管理。

PLC信息技术在电气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中，能

够很有效地增强该信息系统的抗干扰工作能力。时代

在不断发展，而 PLC科技也在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其

安全特性也获得了更进一步的改善，使设备能够正常

工作。

PLC技术在操作时比较简便，可以降低 PLC技术

的运行复杂度，从而防止设备在运行时发生问题，造

成设备无法正常工作，这大大提高了设备工作时间的

效率，加速了企业发展的脚步。

PLC科学技术在现代电气设备自动化控制中具有

重要的含义。PLC高新技术的使用功能完备，可以将

PLC高新技术与电气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融入到一起，

进而使机械设备智能管理的功能获得巨大的增强。在

对 PLC高新技术的实际使用分析之前，必须要全面了

解该高新技术的特点，以保证在实际使用中对 PLC技

术实现有效管理，为促进公司的经营效益提供有力的

保证。

4 PLC技术的实际应用

新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PLC技术也

得到了不断更新，所以必须提高 PLC技术在电气自动

化控制系统中的运用水平，在实际运用中主要涉及如

下几方面：

4.1 顺序控制

在电气设备自动化控制中，利用 PLC技术可以使

得设备的控制系统效能大大提高，对设备的智能化管

理具有很大意义。正如人们了解的，电气自动化控制

系统在工作时消耗巨大的电能，这会给工厂的正常工

作造成很大影响。通过对 PLC技术的运用，可以更有

效地防止设备在运转当中产生能量不足的状况，还需

要通过优化辅助继电器来提高控制系统效能。随着时

间的增长，电气设备损耗的电能会逐步上升，但是可

利用 PLC技术进行管理，在不影响生产的同时，可使

电能减至最低点。电气设备在自动化中的顺序控制，

能完成对能源消耗的监控。在当今社会，传统的机械

辅助继电器被 PLC技术所代替已是必然的趋势。在工

厂电气化自动控制系统中对 PLC技术使用的时候，不

但能够对工程过程实现独立监控，还能够在通信总线

连接模块等多个方面的共同组合下，合理地控制有关

生产工作的目的。计算机技术和电力智能化控制系统

密切的融合，可达到智能化管理。我们这款物联网家

用衣物烘干机的基本设计原理，其外观形态为矩形柜

体构造，在烘干器本体内设烘干室，在上面设置了一

个电动导轨，电动导轨上连接有若干衣架，该衣架有

滚动滑轮可随意移动，通过移动的滑块可以滑动链接

到所述电动导轨上，在所述的烘干室内二端侧墙上设

通气孔，进风口内设有电热板，负责将衣物加热烘干。

电热板后端设置通风机，可扩大通风度，在焙火室的

另一侧还开设有抽湿器，抽湿器装有温度和湿度模块

负责监控传输，烘干机本体前端开设有电动移门，电

动导轨从电动移门上端导出，然后延伸安装到衣物挂

杆上，烘干机本体后端同样设有电动移门与所述衣物

挂杆，烘干机本体内设有智能控制系统和电源模块，所

述电源模块与 PLC智能控制系统连接，电动导轨、电

热板、鼓风机、抽湿器和电动移门均与 PLC智能控制

设备连接。[2]

4.2 闭环控制

闭环控制是电气设备智能化管理中的一部分，它

是对传统 PLC管理的补充，在系统元器件发生故障后

能进行调节，以防止发生的故障对整机工作环境产生

较大的影响，还可以通过调制或解调器保护和管理设

备的正常工作。因此，PLC技术在现实使用流程中，

对于泵类电动机的现实使用有很多种不同的开启方式，

在电气装置控制系统的现实使用过程中，PLC技术也

能够完成泵类电机的手动开启。而对于整个电气设备

装置的管理系统而言，PLC技术作为整个系统的核心，

对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发挥管理的功能，同时也能够

确保整个电气设备自动化控制能有效实施。电气设备

的控制器类型很多，但由于 PLC在电气设备自动化控

制中能够实现开关的智能化管理，所以为了比较合理

地实现电气设备的控制器多样式化，就必须掌握电气

设备的型式和实际状况。因为，PLC技术具有了更高

级的自动控制系统功能，从而在电气设备中获得了更

加广泛的运用，给公司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保证，进

而提高了公司的经营效益。

4.3 开关量控制

在以前的控制器当中，由于通常会选用电磁性继

电器，因此在控制器的实施过程当中，因为触点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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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大量发生，而导致整体控制器的安全稳定性大

大降低。除此以外，在传统的控制器当中，在实施过

程当中有相关的更为繁琐的线路问题。而 PLC高新技

术在电气设备自动化系统当中的运用，则要求在实际

使用时适当地对继电器保护开关中的主要元器件加以

更换，就可以解决以上提到的实际问题。但是采用电

磁力继电器对开关控制系统时，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

很多触电情况，而且由于控制系统的接线方法比较复

杂，这就会对整个控制系统的正常操作产生很大的负

面影响，从而大大地降低了控制系统在实际使用当中

的效果。可见，将计算机和 PLC技术互相融合，可以

进行电气设备自动化控制，提高机械设备的制造品质

和效益，符合公司发展的现实需要。

5 系统选取软件

触摸屏是一种组态应用软件，它的主要功用是建

立并形成上位机的监测管理系统，并由此来实现在同

一软件系统网络平台上监测、采集各场景数据信息，

并监测、管理工作前端数据信息的目的。

运行环境、模拟运行环境和组态环境这三部分，

构成了触摸屏的嵌入式系统。其中，运行环境是指一

种可以在组态工程中按照使用者的实际需要，进行管

理数据、确定目标和功能的独立运行系统，而运行环

境这种系统本身就是与数据无关的，它必须得与组态

工程整合才会形成一种整体的用户应用体系。也只有

在组态工程被下载到下位机里之后 (通过连接串口或以

太网 )，它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在下位机中独立运行，保

证其系统的安全、可靠、实时有效。而模拟运行环境

和组态环境则相当于运行环境下的测试工具，用户可

以根据需要，通过计算机来对其进行控制，测试其构

造的组态工程。

我们可以用触摸屏来监控调试我们的设备，其安

装简单，使用方便且易操作，更能符合我们家用智能

电气的要求。

6 系统的软件设计

智能控制系统的软件通过PLC实现逻辑控制系统，

并利用触摸屏所提供的操作界面对焙火装置实施连锁

启停，从而完成了与水分仪、温控仪表、温湿度监测

仪表等现场检测仪表数据的信息收集与交换。系统通

过智能管理烘烤的全过程，可以防止过量烘烤，提升

烘干效果，减少能耗。同时还能够进行室内及手机终

端的远程作业，有效降低员工现场劳动时间和强度，

从而节约劳动强度。

7 PLC技术的发展趋势

本设备在原有的普通烘干机的基础上，加装温度

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水分传感器等装置通过感知模

块达到对衣物烘干的细节严格控制 ;采用 PLC控制，

可以实时监控温度、湿度、水分等重要因素的要求进

行所需要的改动，从而达到家电智能一体化的效果 ;通

过上位机控制软件与硬件模块进行通讯，减少了大量

的人为精力和看管时间，并且可以达到信息收集的方

便效果 ;通过智能控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较高可靠

性。在现代计算机信息的发展过程中，PLC技术对电

气设备自动化控制方面的运用也比较多，而由于人类

对计算机技术的进一步发现和研究，更加多的计算机

技术能够在 PLC技术上获得更广阔的运用。PLC技术

在当前电气设备自动化控制中的运用已经逐渐成熟，

在原来的技术上也获得了提高，有效地提高了设备的

计算速度和存储器容积。对 PLC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

使当前 PLC科学技术在人机互动页面中的水平获得了

极大提升，同时也能适应各种设备的不同要求，由于

PLC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市场的需要量日益增加，使

当前电气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水平大大提高，技术手

段也更为完善。

8 结语

智能化是目前家用衣物烘干设备的发展方向。该

智能控制器通过反复修改，不断实验，能即时检测衣

物的含水量、各点水温等信号，并进行告警，再将监

测数据至电脑进一步统计分析，便于多个烘干机的联

合管理。该智能控制器采用 PLC实现逻辑管理，可扩

展性极强，并可进行远程管理。对目前存在的家用智

能化问题起到了很好的解决效果，节约了相当大的人

力资源，使得产品更符合社会和居民生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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