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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人体感应蓝牙耳机，包

括有耳机和耳机舱；耳机和耳机舱设置有LED光

源和/或UV灯，耳机舱内设置耳机、PCB电路板和

电源，电源供电于LED光源和/或UV灯，PCB电路板

连接设置有人体传感器、LED光源和/或UV灯；人

体传感器自动感应人体的红外，打开电源开关，

并通电打开LED灯板和LED射灯和/或UV灯，LED射

灯用于清楚拿取耳机，LED灯板闪烁，同时耳机舱

的锂电池可以充电接口充电或无线充电，实现在

黑暗中或方便寻找和拿取耳机，UV灯有消毒杀菌

的作用，使用更简便灵活方便，更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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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体感应蓝牙耳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有耳机和耳机舱；所述耳机和耳机舱设置

有LED光源和/或UV灯，所述耳机舱内设置耳机、PCB 电路板和电源，所述电源供电于所述

LED光源和/或UV灯，所述PCB电路板连接设置有人体传感器、所述LED光源和/或UV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体感应蓝牙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人体传感器设有人体红外

感应开关，当感应到人体红外的时候，连接打开电源开关。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体感应蓝牙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人体传感器位于所述耳机

舱的底壳的前方，其表面设有透光镜片。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体感应蓝牙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人体传感器的一端设有直

插连接器，与所述PCB电路板插接通电。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体感应蓝牙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LED光源包括LED射灯和

LED灯板，所述LED灯板设置于所述耳机舱的中框下方，所述中框为透明导光亚克力塑料，属

于漫反射。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人体感应蓝牙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LED射灯和/或UV灯设置位

于所述耳机舱的上盖的表面。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人体感应蓝牙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与底壳分别设有两个

磁铁相对应吸附，并通过转轴转动连接。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人体感应蓝牙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壳设有充电接口，为所

述电源的电池充电。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人体感应蓝牙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为锂电池，其下方设

有无线充电线圈，用于无线充电。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体感应蓝牙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耳机舱的底壳设有挂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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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体感应蓝牙耳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耳机音响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是指一种人体感应蓝牙耳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有耳机音响技术发展，蓝牙耳机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目前蓝牙耳机都是

在放在耳机舱内，表面蓝牙耳机和耳机舱都是不发光的，当人们在黑暗中需要使用耳机的

时候，却找不到耳机舱和耳机在哪里，或者打开收纳耳机的耳机舱时，却不能很快拿取找到

耳机，必须使用外界的光源，才能找到耳机舱在哪里，顺利拿取到耳机，目前当人接近耳机，

不能迅速感应到耳机所在的地方，不能随时随地拿到安全放心轻松的使用耳机，不能根据

人体自动灯光提示耳机所在的地方，很多耳机和耳机舱大多都没有发光结构，导致在黑暗

中或寻找使用耳机困难，并且没有UV灯的消毒功能。

[0003] 目前也有耳机具有发光装饰性的作用，但是结构设计不合理，光源不能自动感应

人体，并且没有UV灯的消毒功能，自动寻找耳机的位置，并且电源不能自动无线充电，操作

麻烦，耳机收纳发光不能自动感应人体，同时没有光的情况下，很难耳机舱中拿取使用耳

机。

[0004] 因此，有必要开发出一种人体感应蓝牙耳机。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人体感应蓝牙耳机，耳机

舱内分别固定左右耳机，耳机舱设有人体传感器，LED光源、PCB 电路板及电源，人体传感器

自动感应人体并打开LED射灯和LED灯板，还有UV灯的消毒功能，实现在黑暗中或方便寻找

和拿取耳机，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人体感应蓝牙耳机，包括有耳机和耳机舱；所述耳机和耳机舱设置有LED光源

和/或UV灯，所述所述耳机舱内设置耳机、PCB 电路板和电源，所述电源供电于所述LED光源

和/或UV灯，所述PCB电路板连接设置有人体传感器和所述LED光源和/或UV灯。

[0007] 通过耳机舱内电源锂电池供电LED光源，当耳机舱的人体传感器感应到有人的红

外时，电源开关打开，LED光源闪亮，方便寻找耳机舱和耳机的位置，方便黑暗中寻找或拿取

使用耳机。

[0008] 优选地，所述人体传感器设有人体红外感应开关，当感应到人体红外的时候，连接

打开电源开关。

[0009] 人体传感器的人体红外感应开关与电源连接，当感应到人体红外有人的时候，接

通电源开关，LED光源通电闪亮，通过光线寻找到耳机的位置，并且方便拿取使用耳机。

[0010] 优选地，所述人体传感器位于所述耳机舱的底壳的前方，其表面设有透光镜片。

[0011] 人体传感器设置于底壳外面的前方，并且人体传感器外有透光镜片，能随时感应

到人体的红外，接通电源开关。

[0012] 优选地，所述人体传感器的一端设有直插连接器，与所述PCB电路板插接插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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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0013] 人体传感器固定于连接直插连接器，与PCB电路板插接，安装方便快捷，并且位于

底壳外部的前方，能灵敏感应到人的红外，控制电源开关，接通LED电源。

[0014] 优选地，所述LED光源包括LED射灯和LED灯板，所述LED灯板设置于所述耳机舱的

中框下方，所述中框为透明导光亚克力塑料，属于漫反射。

[0015] LED光源包括有LED射灯和LED灯板，LED灯板是多颗LED灯珠，光线漫反射，更容易

在让人寻找到耳机舱的位置，有装饰的效果。

[0016] 优选地，所述LED射灯和/或UV灯设置位于所述耳机舱的上盖的表面。

[0017] LED射灯光线亮，用于人清楚的拿取打开耳机舱，方便拿取耳机。UV灯为紫外线灯，

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0018] 优选地，所述耳机舱的底壳设有充电接口，为所述电池充电。

[0019] 优选地，所述电池为锂电池，其下方设有无线充电线圈，用于无线充电。

[0020] 耳机舱可外观充电接口与电源连接，为锂电池充电，也可以通过无线充电线圈为

锂电池充电。

[0021] 优选地，所述耳机舱的上盖与底壳分别设有两个磁铁相对应吸附，并通过转轴转

动连接。

[0022] 耳机舱的上盖与底壳通过彼此相对应吸附的电池进行吸附关上耳机舱，具有收纳

作用，同时也灵活方便打开上盖，拿取耳机。

[0023] 优选地，所述耳机舱的底壳设有挂绳。

[0024] 挂绳用方便随身携带耳机舱，轻松拿取耳机舱，灵活放置携带。

[0025]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是：本一种人体感应蓝牙耳机，耳机舱内

分别固定左右耳机，耳机舱设有人体传感器，LED光源和/或UV灯、PCB 电路板及电源，人体

传感器自动感应人体的红外，打开电源开关，并通电打开LED射灯和LED灯板，LED射灯用于

清楚拿取耳机，LED灯板闪烁，同时耳机舱的锂电池可以充电接口充电或无线充电，实现在

黑暗中或方便寻找和拿取耳机，还有UV灯的消毒功能，使用更简便灵活方便，更卫生。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组装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打开上盖的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

[0030] 1、上盖；2、LED射灯；3、磁铁；4、上盖内衬；5、灯罩；6、UV灯；7、耳机；8、LED灯板；9、

中框；10、电池；11、无线充电圈；12、充电接口；13、PCB电路板；14、镜片；15、人体传感器；16、

直插连接器；17、底壳；18、挂绳；19、转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更充分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一步介绍和说明，但不局限于此。

[0032]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一种人体感应蓝牙耳机，包括有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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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和耳机舱；耳机7和耳机舱设置有LED光源和/或UV灯6，耳机舱内设置耳机7、PCB 电路板和

电源，电源供电于LED光源和/或UV灯6，PCB电路板13连接设置有人体传感器15、LED光源和/

或UV灯6。

[0033] 通过耳机舱内电源锂电池10供电LED光源，当耳机舱的人体传感器15感应到有人

的红外时，电源开关打开，LED光源闪亮，方便寻找耳机舱和耳机7的位置，方便黑暗中寻找

或拿取使用耳机7。

[0034] 进一步地，人体传感器15设有人体红外感应开关，当感应到人体红外的时候，连接

打开电源开关。

[0035] 人体传感器15的人体红外感应开关与电源连接，当感应到人体红外有人的时候，

接通电源开关，LED光源通电闪亮，通过光线寻找到耳机7的位置，并且方便拿取使用耳机7。

[0036] 进一步地，人体传感器15位于耳机舱的底壳17的前方，其表面设有透光镜片14。

[0037] 人体传感器15设置于底壳17外面的前方，并且人体传感器15外有透光镜片14，能

随时感应到人体的红外，接通电源开关。

[0038] 进一步地，人体传感器15的一端设有直插连接器16，与PCB电路板13插接插接通

电。

[0039] 人体传感器15固定于连接直插连接器16，与PCB电路板13插接，安装方便快捷，并

且位于底壳17外部的前方，能灵敏感应到人的红外，控制电源开关，接通LED电源。

[0040] 进一步地，LED光源包括LED射灯2和LED灯板8，LED灯板8设置于耳机舱的中框9下

方，中框9为透明导光亚克力塑料，属于漫反射。

[0041] LED光源包括有LED射灯2和LED灯板8，LED灯板8是多颗LED灯珠，光线漫反射，更容

易在让人寻找到耳机舱的位置，有装饰的效果。

[0042] 进一步地，LED射灯2和/或UV灯6设置位于耳机舱的上盖1的表面，即上盖内衬4的

表面。

[0043] LED射灯2光线亮，其前方还设有灯罩5，用于人清楚的拿取打开耳机舱，方便拿取

耳机7。UV灯6为紫外线灯，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0044] 进一步地，耳机舱的底壳17设有充电接口12，为电池10充电。

[0045] 进一步地，电池10为锂电池10，其下方设有无线充电圈11，用于无线充电。

[0046] 耳机舱可外观充电接口12与电源连接，为锂电池10充电，也可以通过无线充电线

圈为锂电池10充电。

[0047] 进一步地，耳机舱的上盖1与底壳17分别设有两个磁铁3相对应吸附，并通过转轴

19转动连接。

[0048] 耳机舱的上盖1与底壳17通过彼此相对应吸附的电池10进行吸附关上耳机舱，具

有收纳作用，同时也灵活方便打开上盖1，拿取耳机7。

[0049] 进一步地，耳机舱的底壳17设有挂绳18。

[0050] 挂绳18用方便随身携带耳机舱，轻松拿取耳机舱，灵活放置携带。

[0051] 本实用新型的人体感应蓝牙耳机的耳机舱内分别固定左右耳机7，耳机舱设有人

体传感器15，LED光源和/或UV灯、PCB 电路板及电源，人体传感器15自动感应人体的红外，

打开电源开关，并通电打开LED射灯2和LED灯板8，LED射灯2用于清楚拿取耳机，LED灯板8闪

烁，同时耳机舱的锂电池10可以充电接口12充电或无线充电，实现在黑暗中或方便寻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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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取耳机7，还有UV灯6的消毒功能，使用更简便灵活方便，更卫生。

[0052]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实用新型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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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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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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