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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条件逐步提高,居住条件在逐渐改变,但由于城市人口的聚
集,高层建筑比重加大,居住高层建筑的弊端也随之而来。老人、儿童意外坠楼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给家
庭带来巨大悲痛,而窗户的智能设计也尤为重要,既要美观又要安全,还必须满足便于清洁的需求,智能窗
户就成为当下必要。本文从实现了窗户的自动清洁、智能开闭、环境监测、安全防护等功能进行研究,
能够有效解决高层住户窗户清洁困难和儿童坠楼问题。
[关键词] 智能窗户；创意设计；研究
中图分类号：TV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Creative Design of New Intelligent Window System
Lei Zhao Sifan Xu Lijun Jiang
Shandong Xiehe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are gradually improving
and changing. However, due to the aggreg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the proportion of high-rise buildings is
increasing,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living high-rise buildings also follow. The safety accidents of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falling off buildings occur frequently, which brings great grief to the family. The intelligent design of
windows is also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t not only needs to be beautiful and safe, but also meets the needs of easy
cleaning. Intelligent windows have become a necessity at pres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unctions of automatic
window cleaning, intelligent opening and closi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safety protec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window cleaning and children falling from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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