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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遥控调节功能

的人体感应灯电路，包括有顺次连接的共模抑制

电路、初级整流滤波电路、变压电路、输出端与

LED灯连接的次级整流滤波电路，所述次级整流

滤波电路输出端还顺次连接有红外感应供电电

路、红外感应控制电路、红外传感器电路，所述红

外感应控制电路与变压电路之间顺次连接有反

馈电路、开关电源控制电路、开关管，所述红外感

应控制电路还连接有遥控接收电路，通过一路电

源同时向LED灯和红外感应控制电路供电，通过

改变电源电路输出电压，既实现了控制LED灯截

止关灯或导通开光，又实现了持续向红外感应控

制电路供电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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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遥控调节功能的人体感应灯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有顺次连接的共模抑

制电路(1)、初级整流滤波电路(2)、变压电路(3)、输出端与LED灯连接的次级整流滤波电路

(4)，所述次级整流滤波电路(4)输出端还顺次连接有红外感应供电电路(5)、红外感应控制

电路(6)、用于感应人体红外并向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发送感应信号的红外传感器电路

(7)，所述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与变压电路(3)之间顺次连接有反馈电路(8)、根据反馈信

号控制开关管(10)开关的开关电源控制电路(9)、用于控制变压电路(3)输出电压从而控制

LED灯开关的开关管(10)，所述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还连接有用于接收遥控器信号的遥控

接收电路(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遥控调节功能的人体感应灯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红外感应供电电路(5)包括有三极管Q2和稳压二极管D8，三极管Q2集电极分别与电阻R18一

端、电阻R16一端连接，电阻R16另一端与次级整流滤波电路(4)输出端连接、电阻R18另一端

分别与三极管Q2基极、稳压二极管D8负极端连接，稳压二极管D8正极端接地，三极管Q2发射

极分别与电容C1一端、电容C5一端、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连接，电容C1另一端接地，电容C5

另一端接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遥控调节功能的人体感应灯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包括有稳压芯片U1和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稳压芯片U1引脚①接地，

稳压芯片U1引脚②输出3.3V电压，稳压芯片U1引脚③通过电阻R1与红外感应供电电路(5)

连接，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①分别与3.3V电压、电容C4一端连接，电容C4另一端接地，

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②与红外传感器电路(7)连接，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③分别

与电阻R9一端、电阻R8一端、光敏二极管RES-LED1负极端连接，电阻R9另一端与发光二极管

LED1正极端连接，发光二极管LED1负极端接地，电阻R8另一端接地，光敏二极管RES-LED1正

极端通过电阻R7与3.3V电压连接，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④通过电阻R4与可调变阻器

R12调节端连接，可调变阻器R12一端通过电阻R5与3.3V电压连接，可调变阻器R12另一端接

地，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⑤通过电阻R11与可调变阻器R6调节端连接，可调变阻器R6一

端通过电阻R10与3.3V电压连接，可调变阻器R6另一端接地，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⑥通

过电阻R13与反馈电路(8)连接，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⑧接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遥控调节功能的人体感应灯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反馈电路(8)包括有光电耦合器Q3，光电耦合器Q3正极输入端通过电阻R18与红外感应控制

电路(6)连接，光电耦合器Q3负极输入端接地，光电耦合器Q3正极输出端通过电阻R21与开

关电源控制电路(9)连接，光电耦合器Q3负极输出端接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遥控调节功能的人体感应灯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开关管(10)为场效应管Q1，场效应管Q1漏极端与变压电路(3)连接，场效应管Q1栅极端和场

效应管Q1源极端分别与开关电源控制电路(9)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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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遥控调节功能的人体感应灯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遥控调节功能的人体感应灯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LED灯在照明领域应用越来越广泛，LED作为光源已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的生活中，

作为可自动亮灭的人体感应LED灯也随处可见，但现有的感应灯具一般具有两路电源，一路

给LED灯恒流供电，一路给红外感应控制电路供电，在关闭LED灯时，用继电器或可控硅把

LED  灯恒流电源关闭掉。此电路控制系统虽然可以控制LED灯，但存在接线复杂，控制系统

复杂，且增加多余的线路控制成本等问题，同时调节灯参数的控制旋钮大多设置在感应头

上，因此调整参数时需要楼梯才能手动调整。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克服了上述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具有遥控调节功能的人体感应灯

电路。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下列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具有遥控调节功能的人体感应灯电路，包括有顺次连接的共模抑制电路1、初

级整流滤波电路2、变压电路3、输出端与LED灯连接的次级整流滤波电路4，所述次级整流滤

波电路4输出端还顺次连接有红外感应供电电路5、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用于感应人体红外

并向红外感应控制电路  6发送感应信号的红外传感器电路7，所述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与变

压电路  3之间顺次连接有反馈电路8、根据反馈信号控制开关管10开关的开关电源控制电

路9、用于控制变压电路3输出电压从而控制LED灯开关的开关管10，所述红外感应控制电路

6还连接有用于接收遥控器信号的遥控接收电路11。

[0006] 所述红外感应供电电路5包括有三极管Q2和稳压二极管D8，三极管  Q2集电极分别

与电阻R18一端、电阻R16一端连接，电阻R16另一端与次级整流滤波电路4输出端连接、电阻

R18另一端分别与三极管Q2基极、稳压二极管D8负极端连接，稳压二极管D8正极端接地，三

极管Q2发射极分别与电容C1一端、电容C5一端、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连接，电容C1  另一端接

地，电容C5另一端接地。

[0007] 所述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包括有稳压芯片U1和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稳压芯片U1

引脚①接地，稳压芯片U1引脚②输出3.3V电压，稳压芯片  U1引脚③通过电阻R1与红外感应

供电电路5连接，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  引脚①分别与3.3V电压、电容C4一端连接，电容C4另

一端接地，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②与红外传感器电路7连接，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

③分别与电阻R9一端、电阻R8一端、光敏二极管RES-LED1负极端连接，电阻R9另一端与发光

二极管LED1正极端连接，发光二极管LED1负极端接地，电阻R8另一端接地，光敏二极管RES-

LED1正极端通过电阻  R7与3.3V电压连接，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④通过电阻R4与可调

变阻器R12调节端连接，可调变阻器R12一端通过电阻R5与3.3V电压连接，可调变阻器R12另

一端接地，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⑤通过电阻R11  与可调变阻器R6调节端连接，可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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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器R6一端通过电阻R10与3.3V 电压连接，可调变阻器R6另一端接地，红外感应处理芯片

U2引脚⑥通过电阻R13与反馈电路8连接，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⑧接地。

[0008] 所述反馈电路8包括有光电耦合器Q3，光电耦合器Q3正极输入端通过电阻R18与红

外感应控制电路6连接，光电耦合器Q3负极输入端接地，光电耦合器Q3正极输出端通过电阻

R21与开关电源控制电路9连接，光电耦合器Q3负极输出端接地。

[0009] 所述开关管10为场效应管Q1，场效应管Q1漏极端与变压电路3连接，场效应管Q1栅

极端和场效应管Q1源极端分别与开关电源控制电路9连接。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1] 本实用新型通过一路电源同时向LED灯和红外感应控制电路供电，通过改变电源

电路输出电压，既实现了控制LED灯截止关灯或导通开光，又实现了持续向红外感应控制电

路供电的功能，简化了LED人体感应灯的线路，减少了线路的控制成本，可通过遥控器向遥

控接收电路发送调节参数信号，方便了用户调整灯的参数。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共模抑制电路、初级整流滤波电路、变压电路、次级整流滤波电

路、红外感应供电电路、反馈电路、开关电源控制电路、开关管的电路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红外感应控制电路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红外传感器电路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实用新型遥控接收电路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0018] 如图1-5所示，一种LED人体感应灯电路，包括有顺次连接的共模抑制电路1、初级

整流滤波电路2、变压电路3、输出端与LED灯连接的次级整流滤波电路4，所述次级整流滤波

电路4输出端还顺次连接有红外感应供电电路5、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用于感应人体红外并

向红外感应控制电路  6发送感应信号的红外传感器电路7，所述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与变压

电路  3之间顺次连接有反馈电路8、根据反馈信号控制开关管10开关的开关电源控制电路

9、用于控制变压电路3输出电压从而控制LED灯开关的开关管10，所述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

还连接有用于接收遥控器信号的遥控接收电路11。

[0019] 工作原理如下：

[0020] 市交流顺次通过共模抑制电路1、初级整流滤波电路2、变压电路3、次级整流滤波

电路4向LED灯和红外感应供电电路5、红外感应控制电路  6供电，当有人在红外传感器电路

7有效范围内走动时，红外传感器电路7  感应产生弱检测信号，并将检测信号发送到红外感

应控制电路6中，随后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通过反馈电路8向开关电源控制电路9发送开灯反

馈信号，开关电源控制电路9控制开关管10关闭，从而使变压电路3输出电压高于LED灯截止

电压，使LED灯发光；当红外传感器电路7没检测到有人走动时，红外传感器电路7不产生检

测信号，此时开关电源控制电路9  控制开关管10打开，使变压电路3输出电压减半，使输出

电压小于LED  灯截止电压，此时LED灯截止关闭，同时变压电路3输出的低电压仍可向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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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供电电路5、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供电。

[0021] 同时，用户还能通过遥控器向遥控接收电路11发送调节灯参数信号，便于用户对

灯的发光时长，光亮等参数进行调节。

[0022] 如图1所示，所述红外感应供电电路5包括有三极管Q2和稳压二极管  D8，三极管Q2

集电极分别与电阻R18一端、电阻R16一端连接，电阻R16  另一端与次级整流滤波电路4输出

端连接、电阻R18另一端分别与三极管  Q2基极、稳压二极管D8负极端连接，稳压二极管D8正

极端接地，三极管Q2发射极分别与电容C1一端、电容C5一端、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连接，电容

C1另一端接地，电容C5另一端接地。

[0023] 如图3所示，所述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包括有稳压芯片U1和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

稳压芯片U1引脚1接地，稳压芯片U1引脚2输出3.3V电压，稳压芯片U1引脚3通过电阻R1与红

外感应供电电路5连接，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1分别与3.3V电压、电容C4一端连接，电容

C4另一端接地，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2与红外传感器电路7连接，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

引脚3分别与电阻R9一端、电阻R8一端、光敏二极管  RES-LED1负极端连接，电阻R9另一端与

发光二极管LED1正极端连接，发光二极管LED1负极端接地，电阻R8另一端接地，光敏二极管

RES-LED1  正极端通过电阻R7与3.3V电压连接，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4通过电阻R4与可

调变阻器R12调节端连接，可调变阻器R12一端通过电阻R5与  3 .3V电压连接，可调变阻器

R12另一端接地，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5  通过电阻R11与可调变阻器R6调节端连接，可

调变阻器R6一端通过电阻  R10与3.3V电压连接，可调变阻器R6另一端接地，红外感应处理

芯片U2  引脚6通过电阻R13与反馈电路8连接，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引脚8接地。

[0024] 如图2所示，所述反馈电路8包括有光电耦合器Q3，光电耦合器Q3  正极输入端通过

电阻R18与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连接，光电耦合器Q3负极输入端接地，光电耦合器Q3正极输

出端通过电阻R21与开关电源控制电路  9连接，光电耦合器Q3负极输出端接地。

[0025] 如图2所示，所述开关管10为场效应管Q1，场效应管Q1漏极端与变压电路3连接，场

效应管Q1栅极端和场效应管Q1源极端分别与开关电源控制电路9连接。

[0026] 电路工作原理：红外感应器PIR1检测到有人走动需要开灯时，红外感应器PIR1向

红外感应处理芯片U2发送检测信号，随后红外感应处理芯片  U2控制光电耦合器Q3工作，向

开关电源控制电路9中的控制芯片U1-输出开灯信号，从而使场效应管Q1关闭，使变压电路3

输出高电压，使LED  灯发光；同理，红外感应器PIR1没检测到有人走动时，不输出检测信息，

开关电源控制电路9中的控制芯片U1-控制场效应管Q1打开，使变压电路  3输出低电压，低

电压低于LED灯截止电压，LED灯关闭，同时变压电路  3输出低电压持续向红外感应供电电

路5、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供电。

[0027] 其中，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中的光敏二极管RES-LED1用于检测环境亮度，当环境光

亮时，即使红外感应器PIR1检测到有人走动，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也不输出开灯反馈信号；

同理，当环境暗黑时，在红外感应器PIR1  检测到有人走动，则红外感应控制电路6输出开灯

反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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