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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LED控制电路，包括

开关切换电路、自锁开关电路和感应开关电路，

开关切换电路的输入端连接供电端，开关切换电

路的输出端连接自锁开关电路的输入端和感应

开关电路的输入端，自锁开关电路的输出端和感

应开关电路的输出端并联连接有驱动电路，驱动

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有输出电路；输出电路的输入

端接入供电端，输出电路的输出端连接LED灯模

组，自锁开关电路和感应开关电路控制驱动电路

的通断，从而控制输出电路到LED灯模组的回路

的导通和截止。本实用新型电路结构简单，能有

效的控制LED灯模组的常亮和常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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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LED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开关切换电路、自锁开关电路和感应开关电路，

所述开关切换电路的输入端连接供电端，所述开关切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所述自锁开关电

路的输入端和所述感应开关电路的输入端，所述自锁开关电路的输出端和所述感应开关电

路的输出端并联连接有驱动电路，所述驱动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有输出电路；

所述输出电路的输入端接入供电端，所述输出电路的输出端连接LED灯模组，所述自锁

开关电路和所述感应开关电路控制所述驱动电路的通断，从而控制所述输出电路到LED灯

模组的回路的导通和截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LED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切换电路包括拨动开

关KG1，所述拨动开关KG1的输入端连接供电端。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LED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自锁开关电路包括自锁开

关SW1，所述自锁开关SW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拨动开关KG1的输出端，所述自锁开关SW1的输

出端连接所述驱动电路的输入端。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LED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开关电路包括人体感

应传感器U4，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供电输入端连接所述拨动开关KG1的输出端，所述人

体感应传感器U4的控制输出端连接所述驱动电路的输入端。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LED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检测

输入端连接有电阻R4和电阻R5，所述电阻R4的另一端连接在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供电

输入端，所述电阻R5的另一端接地，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检测输入端还并联有电容C3。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LED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拨动开关KG1和所述人体感

应传感器U4的供电输入端之间还并联有电容C2和电容C4。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LED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路包括场效应管Q1，

所述自锁开关SW1的输出端和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控制输出端并联连接所述场效应管

Q1的栅极，所述场效应管Q1的漏极连接所述输出电路，所述场效应管Q1的源极接地。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LED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电路包括接口J2，所述

接口J2的输出端连接所述LED灯模组，所述接口J2的输入端连接供电端和所述场效应管Q1

的漏极。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LED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稳压电路，所述稳压电路

包括稳压芯片U3，所述稳压芯片U3的输入端接入供电端，所述稳压芯片U3的输出端连接所

述拨动开关KG1的输入端。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LED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控制

输出端串联有电阻R9，所述自动开关SW1的输出端串联有电阻R11，所述电阻R9和所述电阻

R11的另一端并联连接所述场效应管Q1的栅极，所述电阻R9和所述电阻R11并联的一端和所

述场效应管Q1的栅极之间还并联有电阻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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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LED控制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LED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LED控制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居民楼等公共场合都会在楼道设置有LED感应灯，比如LED人体感应灯、LED

声控感应灯等等。LED人体感应灯感应到人体就会发出亮光，方便人们在夜晚行走。但是现

有楼道里的LED人体感应灯，一般是在感应到人体后亮一段时间，之后灯就会熄灭，如果想

要LED人体感应灯再次亮起，需要在感应区域内再次移动才能再次发光，而且不能提前让

LED人体感应灯熄灭，LED人体感应灯被触发点亮后在规定时间内不可控制。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路结构简单，且能够控制LED人体感应灯常亮

或者常灭的LED控制电路。

[0004]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LED控制电路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LED控制电路，包括开关切换电路、自锁开关电路和感应开关电路，所述开关

切换电路的输入端连接供电端，所述开关切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所述自锁开关电路的输入

端和所述感应开关电路的输入端，所述自锁开关电路的输出端和所述感应开关电路的输出

端并联连接有驱动电路，所述驱动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有输出电路。

[0006] 所述输出电路的输入端接入供电端，所述输出电路的输出端连接LED灯模组，所述

自锁开关电路和所述感应开关电路控制所述驱动电路的通断，从而控制所述输出电路到

LED灯模组的回路的导通和截止。

[0007]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开关切换电路包括拨动开关KG1，所述拨动开关KG1 的输入端

连接供电端。

[0008]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自锁开关电路包括自锁开关SW1，所述自锁开关SW1的输入端

连接所述拨动开关KG1的输出端，所述自锁开关SW1的输出端连接所述驱动电路的输入端。

[0009]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感应开关电路包括人体感应传感器U4，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

U4的供电输入端连接所述拨动开关KG1的输出端，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控制输出端连

接所述驱动电路的输入端。

[0010]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检测输入端连接有电阻R4和电阻R5，所

述电阻R4的另一端连接在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供电输入端，所述电阻R5的另一端接

地，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检测输入端还并联有电容  C3。

[0011]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拨动开关KG1和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供电输入端之间还

并联有电容C2和电容C4。

[0012]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驱动电路包括场效应管Q1，所述自锁开关SW1的输出端和所述

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控制输出端并联连接所述场效应管Q1的栅极，所述场效应管Q1的漏极

连接所述输出电路，所述场效应管Q1的源极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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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输出电路包括接口J2，所述接口J2的输出端连接所述LED灯模

组，所述接口J2的输入端连接供电端和所述场效应管Q1的漏极。

[0014] 作为优选方案，还包括稳压电路，所述稳压电路包括稳压芯片U3，所述稳压芯片U3

的输入端接入供电端，所述稳压芯片U3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拨动开关  KG1的输入端。

[0015]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控制输出端串联有电阻R9，所述自锁开

关SW1的输出端串联有电阻R11，所述电阻R9和所述电阻R11的另一端并联连接所述场效应

管Q1的栅极，所述电阻R9和所述电阻R11并联的一端和所述场效应管Q1的栅极之间还并联

有电阻R10。

[0016]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LED控制电路，将开关切换电路连接感应开关电路，此时供电

端到感应开关电路的回路导通，开关切换电路到自锁开关电路的回路截止。当感应开关电

路未感应到人体时，感应开关电路输出电信号给驱动电路，驱动电路处于导通状态，从而使

供电端、输出电路和LED灯模组的回路截止，此时LED灯模组处于熄灭状态；当感应开关电路

感应到人体时，感应开关电路输出电信号给驱动电路，驱动电路处于关断状态，从而使供电

端、输出电路和LED灯模组的回路导通，此时LED灯模组处于发光状态。当人们夜晚在楼道行

走活动时，感应开关电路能自动感应人体，LED灯模组发光为人们照亮周围环境，方便夜间

活动。将开关切换电路连接自锁开关电路，此时供电端到自锁开关电路的回路导通，开关切

换电路到感应开关电路的回路截止。自锁开关电路能使驱动电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或者关

断状态，使供电端、输出电路和LED灯模组的回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或者截止状态，从而使

LED灯模组一直处于发光状态或者熄灭状态，更加方便人们在夜晚漆黑的区域进行活动。本

实用新型电路结构简单，通过开关切换电路可以切换不同的开关模式，通过感应开关电路

进行自动控制LED灯模组的发光和熄灭，通过自锁开关电路进行常亮或者常灭，实现了LED

灯模组的随意开关，更方便人们在夜间活动。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LED控制电路的开关切换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LED控制电路的感应开关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LED控制电路的自锁开关电路、驱动电路和输出电路的结

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LED控制电路的稳压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说明书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阐述和说明：

[0022] 请参考图1、2、3，一种LED控制电路，包括开关切换电路、自锁开关电路和感应开关

电路，所述开关切换电路的输入端连接供电端，所述开关切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所述自锁

开关电路的输入端和所述感应开关电路的输入端，所述自锁开关电路的输出端和所述感应

开关电路的输出端并联连接有驱动电路，所述驱动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有输出电路。供电端

为4节7号1.5V的干电池串联的电池模组。

[0023] 所述输出电路的输入端接入供电端，所述输出电路的输出端连接LED灯模组，所述

自锁开关电路和所述感应开关电路控制所述驱动电路的通断，从而控制所述输出电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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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灯模组的回路的导通和截止。

[0024] 所述开关切换电路包括拨动开关KG1，所述拨动开关KG1的输入端连接供电端。拨

动开关KG1的规格为KG5P-0.8。

[0025] 所述自锁开关电路包括自锁开关SW1，所述自锁开关SW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拨动开

关KG1的输出端，所述自锁开关SW1的输出端连接所述驱动电路的输入端。自锁开关SW1的规

格为SW8P-0.85。

[0026] 所述感应开关电路包括人体感应传感器U4，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型号为BS412。所

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供电输入端连接所述拨动开关KG1的输出端，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

U4的控制输出端连接所述驱动电路的输入端。

[0027] 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检测输入端连接有电阻R4和电阻R5，所述电阻  R4的另

一端连接在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供电输入端，所述电阻R5的另一端接地，所述人体感

应传感器U4的检测输入端还并联有电容C3。电阻R4和电阻R5为分压电阻，方便人体感应传

感器U4的电压检测，电容C3为滤波电容。

[0028] 所述拨动开关KG1和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供电输入端之间还并联有电容C2和

电容C4。电容C2和电容C4起到滤波的作用。

[0029] 所述驱动电路包括场效应管Q1，场效应管Q1为N沟道场效应管，型号为  2302，所述

自锁开关SW1的输出端和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控制输出端并联连接所述场效应管Q1的

栅极，所述场效应管Q1的漏极连接所述输出电路，所述场效应管Q1的源极接地。

[0030] 所述输出电路包括接口J2，J2的型号为DC031。所述接口J2的输出端连接所述LED

灯模组，所述接口J2的输入端连接供电端和所述场效应管Q1的漏极。

[0031] 请参考图4，一种LED控制电路还包括稳压电路，所述稳压电路包括稳压芯片U3，稳

压芯片U3的型号为HC7533-H，所述稳压芯片U3的输入端接入供电端，所述稳压芯片U3的输

出端连接所述拨动开关KG1的输入端。

[0032] 所述人体感应传感器U4的控制输出端串联有电阻R9，所述自锁开关SW1的输出端

串联有电阻R11，所述电阻R9和所述电阻R11的另一端并联连接所述场效应管Q1的栅极，所

述电阻R9和所述电阻R11并联的一端和所述场效应管  Q1的栅极之间还并联有电阻R10。

[0033] 具体的，当拨动开关KG1连接人体感应传感器U4时，供电端输出电压给稳压芯片

U3，输出电压经过稳压芯片U3后输出3.3V电压给人体感应传感器  U4供电，人体感应传感器

U4感应到人体移动信号后，通过内部转换成15位  ADC数字信号，当这个15位ADC数字信号超

过设定值范围时，人体感应传感器  U4会输出低电平给场效应管Q1的栅极，从而使场效应管

Q1的漏极和源极截止，从而使供电端、接口J2和LED灯模组的回路导通。人体感应传感器U4

采集电阻R4和电阻R5之间的检测电压，内部对采集到的检测电压进行运算，人体感应传感

器U4根据运算结果调节输出到场效应管01的栅极的低电平的时间，从而控制场效应管Q1的

导通和截止时间，进行实现对LED等模组发光时间的调节。

[003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LED控制电路，将开关切换电路连接感应开关电路，此时供电

端到感应开关电路的回路导通，开关切换电路到自锁开关电路的回路截止。当感应开关电

路未感应到人体时，感应开关电路输出电信号给驱动电路，驱动电路处于导通状态，从而使

供电端、输出电路和LED灯模组的回路截止，此时LED灯模组处于熄灭状态；当感应开关电路

感应到人体时，感应开关电路输出电信号给驱动电路，驱动电路处于关断状态，从而使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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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输出电路和  LED灯模组的回路导通，此时LED灯模组处于发光状态。当人们夜晚在楼道

行走活动时，感应开关电路能自动感应人体，LED灯模组发光为人们照亮周围环境，方便夜

间活动。将开关切换电路连接自锁开关电路，此时供电端到自锁开关电路的回路导通，开关

切换电路到感应开关电路的回路截止。自锁开关电路能使驱动电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或者

关断状态，使供电端、输出电路和LED灯模组的回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或者截止状态，从而

使LED灯模组一直处于发光状态或者熄灭状态，更加方便人们在夜晚漆黑的区域进行活动。

本实用新型电路结构简单，通过开关切换电路可以切换不同的开关模式，通过感应开关电

路进行自动控制LED灯模组的发光和熄灭，通过自锁开关电路进行常亮或者常灭，实现了

LED灯模组的随意开关，更方便人们在夜间活动。

[0035]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实

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了详细地说明，本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

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实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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