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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 intelligent electric-shock protection socket based on pyroelectric infrared detection comprises a casing (100),
jack groups arranged on the casing (100), a pyroelectric infrared sensor (10), a detection switch (20), a relay output module (30), a
control module (40) and a power supply module (50). Each jack group comprises a live wire jack (70) and a zero line jack (60).
The pyroelectric infrared sensor (10) i s used for detecting the human existence information around the socket. The detection
switch (20) i s used for detecting the plug insertion information of the jack groups. One end of the relay output module (30) i s con
nected with the control module (40), and the other two ends are respectively connected with the live wire jacks (70) and the zero
line jacks (60) of the jack groups. The control module (40) i s used for receiving and processing the human existence information
and the plug insertion information. When a plug i s inserted into the live wire jack (70) and the zero line jack (60) of the jack
group at the same time, and no human i s around the socket, the control module (40) controls the relay output module (30) to
switch on the power supply of the jack group, otherwise controls the relay output module (30) to cut off the power supply of the
jack group. The power supply module (50) i s connected with all the modules and devices. The socket can avoid electric -shock ac
cidents and guarantee personal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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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种基于热释红外检测的智能防触电插座，包括売体 （100 ) 、设晋于売体 （100) 上的插孔组、热释红外

感应器 （10 ) 、检测开关 （20) 、继电器输出模块 （30) 、控制模块 （40) 以及电源模块 （50 ) 每个插孔组包

括一火线插孔 （70) 和一零线插孔 （60 ) 。热释红外感应器 （10) 用于检测插座周围的人体存在信息。检测开关

( 20) 用于检测插孔组的插头插入信息。继屯器输出模块 （30) -端与控制模块 （40) 连接，另外两端分别与插

孔组的火线插孔 （70 ) 和零线插孔 （60 ) 连接。控制模块 （40 ) 用于接收并处理人休存在信息和插头插入信息，

当插孔组的火线插孔 （70) 和零线插孔 （60) 同时有插头插入并且插座周围没有人体存在时，控制模块 （40) 控

制继电器输出模块 （30 ) 接通插孔组的电源，否则控制继电器输出模块 （30) 关断插孔组的电源。电源模块 （50)

与以 卜.各模块和器件均连接。本插座可以避免发生触电事故，保证人身的安全。



基于热 卜检测的智能防触电插座

技术械

本发明涉及插座的娃 技术，尤 及一种基于热释红外检测的智能防触电插座。

背景技术

插座是现 生活中不可少的电连接器件。现有的插座大多是 ¾座内的电极

触片与电源线直雖 接，在 寸逝 电器的插头直接与电機 虫片擲 翻 親 电源的

目的。这种插座由于电极触片始终带电，就使衛 爵头在拔出或插入的过程中，插头上的

插脚也会带电，而插脚在插头未完全插入插座或未完全拔出插座时是暴ra 卜，容易被

人手直接或间擴 到，造戲 虫电事故。另外，若用导体纖 座进行了 ，那也很容易

造纖 虫电事故。因此，大多现有插座的 生能有観 高。
综上可知，戶 现有技术的插座，在实际 上显 在不便与缺陷，所以有，

发明内容

针对上述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热释红外检测的智能防触电插

座， 接通电源前慰 红外线纖 座周围的人体进行感应，当在颠 则范围内没有人

体，并删 入插座时，插座延时接通电源以防歧 勉 虫电事故，保证人身的 ：。

为了实 目的，本发明 共一种基于热释红外检测的智能防触电插座，包括壳

体以及體 于難 壳体上的至少一插孔组，斜 插孔 少包括一火线插孔和一零线插

孔，舰 智能防触电插座还包括：

至少一热释红外感应器，用于在热释红外感应范围内检测戶 ¾ 座周围是否有人体

存在，并将人將 在信息传還 合控制模块；

至少一检测开关，用于检测戶 « 孔组是否有插¾ i 入，并 入信息传邀 合

控制模块；

至少一继电器输出模块，其一端与控制模块连接，另外两端分别与戶 且的火

线插孔和零线插舰 接；

控制模块，用于接收并处» ¾ 人 在信息和插 入信息，当获知戶 且

的火线插孔和零线插孔同时有插 入并朋满 插座周围已没有人储 在时，

模驗 制戶 电器输出模 戶腿 插孔组电源，否则控制戶 ¾ 电器输出模鉄 断



戶 ¾ L组电源；以及

电源模块，分别与繊 热释红外感应器、继电器输出模块、检测开关和控制模块连

接。

根据本发明的智能防触电插座，戶 ¾制模块 π戶 且的火线插孔和零线插

孔同时有插 入并 座周围没有人储 在时， 预定时间控制戶 ¾ 电器输

出模 戶 « 且电源。

根据本发明的智能防触电插座，所述 fi 的预定时间为 1~30 秒。

根据本发明的智能防触电插座，所述壳体上设有两个以上的 且，某一插 且被

観 电源后，若戶 制模块根据戶 头插入信息获知戶 头 « 孔组的錢

插孔和/或零线插孔拨出，贝戶 ¾制模鹏 制戶 电器输出模块关断戶 且电

源；否则，始 呆雜 通戶 且电源。

根据本发明的智能防触电插座，戶 热释红外感应器设置于戶 壳体上，

开关、继电器输出模块、控制模块以及电源模块均设置于戶 壳体内。

根据本发明的智能防触电插座，所 电器输出模块包括一具有强电电气隔离特性

的隔离继电器。

根据本发明的智能防触电插座，戶 ¾ 座组还包括一傲 户 插孔。

根据本发明的智能防触电插座，戶 插座组上设有一工作状态 灯，该工作

状态 际 灯与戶 制模块连接；戶 ¾ 电器输出模 魏 戶 孔组电源时， &
制模 制戶 作状态 灯显示第一颜色；戶 « 电器输出模 断戶 ¾« 且电

源时， 制模難 制戶 作状态 际 灯显示第二颜色。

根据本发明的智能防触电插座，所述壳体包括相互固定的上壳体和下壳体，

上壳体和下壳 ¾合处套设有一装饰圈。

根据本发明的智能防触电插座，戶 检测开， 括推杆、弹簧和按键，

端分别与所述弹簧和按键相抵靠，另一端分别延伸至腿 插孔组的火线插孔和零线插

孔，当戶 « 头同日 入戶 火线插孔和零线插孔时驱动戶 杆，戶 推杆经由戶

弹簧驱动顶住纖 按键。

本发明通 在插座的插 且的硬件电路内连接一热释红外感应器，其可以續 滪 定

范围内人体的存在与否，并通一检测开关检测插座的插 入信息，控制模 收并处

理人 在信息和插 入信息，借 t啦 制继电器输出模块，进而控制插座电源的通断。

当插孔组的火线插孔和零线插孔同时有插头插入并且热释红外感应器感应不到周围人



体的存在时，该插子 且的电源観 。更好的是，本发明可以 制模鹏 制延日

电源，借此可以防 电，保证人身的 。

附图说明

图 1是本发明智能防触电插座的电路结构图；

图 2 是本发明智能防触电插座一实施例的轴视图；

图 3 是本发明智能防触电插座一实施例的俯视图；

图 4 是本发明智能防触电插座一实施例的剖视图；

图 5 是本发明智能防触电插座另一实施例的电路图；

图 6 是本发明智能防触电插座另一实施例的轴视图；

图 7 是本发明智能防触电插座另一实施例的俯视图；

图 8 是本发明智能防触电插座另一实施例的正视图；

图 9 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热释红外感应器的示意图。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¾¾ 一频 细说明。应当繊 军，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侧 以解释本发明，

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图 1是本发明智能防触电插座的电路结构图，该智能防触电插座的电腕 括至少一

热释红外感应器 10、至少一检测开关 20、至少一继电器输出模块 30、控制模块 40，及

电源模块 50，其中

热释红外感应器 10，与控制模块 40 连接，用于在热释红外感应范围内检测插座周

围是否有人將 在，并将人將 在信息传邀 合控制模块 40。根据感应范围的不同，可以

选择不同的红外感应器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检测开关 20，与控制模块 40 连接，用于检测插孔组是否有插 入，并 ®

入信息传送给控制模块 40。对于包括 N 孔 （零线插孔）60 或 L 孔 （火线插孔）70 和 E

孔 （保护地线插孔）80 的三孔插座，如图 2 和图 3 所示，有时会有导体齒 爵入 N 孔 60

或 L 孔 70，也有时会因为误操作出现三孔同日 入导体或插头的情况，检测开关 20 检

测到某一插入情况后， 入信息 合控制模块 40。

继电器输出模块 30，一端与控制模块 40 连接，另夕卜两端分别与插子 且的N 孔 60



和 L 孔 70连接，该继电器输出模块 30 受控制模块 40控制，其用于接收控制模块 40 的

命令控制插座电源的通断。鶴 的，本发明的继电器输出模块 30包括一隔离继电器，

该隔离继电器具有强电电气隔离特性，即 电气孔在没有插 入时隔离继电》 ：于

未工作状态，各电气孔不带电。当有插头插入时，插座的N 孔 60、L 孔 70及触摸点三

者实现与逻辑，隔离继电器动作，使插头正常供电，当插 出时，电路 自动复位到电

气隔离状态。

控制模块 40，是电¾¾制的主要部件，其接收人储 在信息和插 入信息并进行

处理分析，当获知插 且的N 孔 60和 L 孔 70 同时有插 入并雄 座周围己没有人体

存在时，控制模块 40控制继电器输出模块 30接通插孔组电源，否则控制继电器输出模

块 30关断插? 电源。控制模块 40可以采用单片机或集成电路芯片，本发明优

单片机作为控制单元。

电源模块 50，与热释红外感应器 10、继电器输出模块 30、检测开关 20和控制模块

40均连接，并为各模： 共工作电源。该电源模块 50 包括一 AC 220V/DC 5V ¾ 器，

该 器将 AC 220V 转换为 DC 5V 借此，电源模块 0包括 DC 5V 输出端和 AC 220V

输出端，结合图 5，电源模块 50 的AC 220V 输出 隔离继电器开关连接于插座的L

孔 70和 N 孔 60，DC 5V 输出端则连接于幌 的其它模块，借此为各模 t媚 共直¾ ：作

电源。

鶴 的，控制模块 40获知插¾ 且的N 孔 60和 L 孔 70 同时有插 入并 插

子園 围没有人储 在时，可以 预定时间控制继电器输出模块 30観 戶 ¾ 且

电源， 的时间可以根据不同需求预定为 1-30 秒。借此，在确保没有人体的存在后

鯽 电源，使插座更加安全，避免了人体触电事故。

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智能防触电插座的外观结构如图 2 和图 3，插座的形状可以

根据不同的需求设计为圆形、方形或麵 ，其包括壳体 100 以及设置于腿 壳体上的至

少一插 且，每个插孔 少包括一N 孔 60和一 L 孔 70，三? 座还包括一 E 孔 （保

护雌 插孔）80。当有单个的导体因为灘 作插入 L 孔 70或 N 孔 60 时，检测开关 20

将此信息传還 合控職 莫块 40, 在其控制下，无论热释红外感应器 10 有无检测到人体的

存在，插座电路都不会导通。若因误操作，）1 座 N 孔 60和 L 孔 70 同时插入导体或插

头，同时，若热释红外感应器 10 感应到插座周围有人体的存在，插座电路也不会导通。

借此保证了插座的麵 生。

本发明的智能防触电插座可以包括两个以上的插孔组，如图 6和图 7所示的实施例



中，插座包括四應 当某一插孔组被観 电源后，若控制模块 40根据插 入

信息获知插头 且的 插孔和/或零线插孔拨出，贝I腔制模块 40控制继电器

输出模块 30关断插子且电源；否则，始 纖 且电源。借此，在多插子且的

攝 中，已经正常工作的插孔组，不受别的插孔组霞 的影响。

更好的是，本发明的智能防触电插座也可以应用在固定式的插座上。如图8所示的

实施例中，为方便不同场合的個 ，可以！雜 能防触电插座固定于墙壁上，该插座的结

构如上戶 ¾ 。借此，本发明的插« 移动式和固定式两种不同形式的应用。

本发明的智能防触电插座的热释红外感应器 10 设置于插座壳体 100上，检测开关

20、继电器输出模块 30、控制模块 40 以及电源模块 50均设置于壳体 100 内。鶴 的，

插座 还设有一工作状态 际 灯 90，该工作状态 灯 90与控制模块40连接，

际 灯 90如图5 戶 电路中的LED0, 当继电器输出模块 30観 插孔组电源时，控制

模块 40控制工作状态ί际 灯 90显示第一颜色；当继电器输出模块 30关断插子且电源

时，控制模块 40控制戶 作状态 际 灯 90显示第二颜色，本发明的实施例中， &
的将第—颜色设为乡絶 ，将第二颜色设为红色。借此驗 湖 睡 工作状态。

图4是本发明智能防触电插座一实施例的剖视图，智能防触电插座的壳体100包括相

互固定的上壳体1和下壳 2，肚 壳体1和下壳# 2接合处套设有装饰圈3，该装饰圈3可

以使插座類 大方，且防 壳体1和下壳 脱落。在该实施例中，检测开穷 0包括推

杆4、弹簧5和按 6，推杆4一端分别与戶 » 簧5和按键6相 ，另一端分别延伸至插

子 N孔60禾L孔70。当电源插 入时，插头推销驱动推杆4，推杆4经由弹 5驱动

使推杆4顶住按键6，当电源插头完全插入， 者离开插座一定范围，热释红外感应器

10感应不到人体后，电路导通，或者延时几秒后导通。延时的时间由控制模斜 0控制，

其由预先 的软件禾醉 决定。因此，延时的长短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设计。

更好的是，在两个以上的插孔组电路结构中，可以用一个控制模块 40控制两个或

多个插座的电源通断，同样的，多个插形且也可以共用热释红外感应器 10，如图5示出

的实施例的电路中，两个插座共受一个PIC 单片机的控制，且只用一热释红外感应器 10，
借此可以节省电路器件紘

综上腿 ，本发明謝 在插座的插孔组的硬件电路内连接一热释红外感应器，其可

以纖 滪定范围内人体的存在与否，并通一检测开关检测插座的插 入信息，控制模

避 收并处理人條 在信息和插 入信息，借 t啦 制继电器输出模块，进而控制插座

电源的通断。当插 且的， 插孔和零线插孔同时有插 入并且热释红外感应：» 应



不到周围人体的存在时，该插子 且的电源¾ 。更好的是，本发明可以 ffi 制模鹏

制延时 电源，借此可以防 电，保证人身的安全。

当然，本发明还可有其它多种实施例，在不背离本发明精神及其实质的情况下，熟

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当可根据本发明作出各种相应的改变和变形，但这些相应的改变和

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的傲 户范围。



权利要求书

1、一种基于热释红外检测的智能防触 电插座，包括壳体 以及體 于繊 壳体上的

至少一插確 ！ 少包括一 插孔和一零线插孔，其特征在于！

防触 电插座还包括 ：

至少一热释红外感应器 ，用于在热释红外感应范围内检测 戶 座周围是否有人体

存在，并将人储 在信息传還 合控制模块；

至少一检测开关，用于检测戶 孔组是否有插 入，并漏 入信息传邀 合

控制模块；

至少一继 电器输 出模块，其一端与控制模块连接，另外两端分别与戶 且的火

线插孔和零线插磁 接 ；

控制模块 ，用于接收并处« ¾ 人 在信 « ¾ 入信息，当获知 ra 且

的火线插孔和零线插孔 同时有插 入并 座周围已没有人 在时，

模 制 戶 电器输 出模： 通 戶 孔组 电源 ，否则控制戶 电器输 出模 断

戶 ¾ ！孔组 电源 ；以及

电源模块，分别与腿 热释红外感应器、继 电器输出模块、检测开关和控制模块连

接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戶 的智能防触 电插座 ，其特征在于，

插? 且的 插孔和零线插孔同时有插細 入并 座周围没有人 在时，&

预定时间控制 戶 电器输 出模 戶 孔组电源 。

3、根据权利要求 2 戶 的智能防触 电插座，其特征在于，戶 ¾ 的预定时间为

1~30 秒 。

4、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智能防触 电插座 ，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上设有两个 以

上的插孔组，某一插孔组被観 电源后，若戶 ¾制模块根据戶 入信息获知所

藤 头 孔组的火线插孔和/或零线插孔拨出，则戶 ¾ 制模雜 制戶 电器输

出模块关断戶 且电源 ；否则，始懇 擁 通戶 孔组电源 。

5、根据权利要求 1舰 的智能防触 电插座 ，其特征在于，腿 热释红外感应器设

置于纖 壳体上，纖 检测开关、继 电器输出模块、控制模块 以及 电源模块均设置于所

述壳体 内。

6、根据权利要求 1 戶 的智能防触 电插座 ，其特征在于，戶¾ 电器输出模块包

括一具有强 电电气隔离特性的隔离继电器。



7、根据权利要求 1 戶 的智能防触电插座，其特征在于，戶¾ ¾座组还包括一保

护職 插孔。

8、根据权利要求 1繊 的智能防触电插座，其特征在于，腿 斜 插座组上设有

一工作状态餘 灯，该工作状态 际 灯与戶¾ ¾制模块连接；戶¾ 电器输出模埘魏

戶 孔组电源时，戶 制模驗 制戶 作状态指示灯显示第一颜色；腿 逢电器

输出模块关断戶 且电源时，戶 制模體 制戶 作状态 际 灯显示第二颜

色。

9、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智能防触电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包括相互固定

的上壳体和下壳体，_ ¾ J 壳体和下壳體 合处套设有一装饰圈。

10、根据权利要求 1 戶 的智能防触电插座，其特征在于，戶¾检测开关包括推杆、

弹簧和按键，臓 推 端分别与戶 » 簧和按键相纏 ，另一端分别延伸到 i¾ 孔

组的， 插孔和零线插孔，当戶 i 头同日« 入戶 火线插孔和零线插孔时驱动戶 推

杆，戶 推杆经由戶細 单簧驱动顶住難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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