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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聋哑人门铃。所述聋哑人门

铃，包括：触发装置、控制器和信号灯；所述触发

装置和所述信号灯均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触

发装置用于根据来访者的动作发出触发信号，所

述控制器用于根据所述触发信号开启所述信号

灯；所述信号灯设置在屋内，以提醒所述屋内的

聋哑人门外有来访者。本发明设置了触发装置、

控制器和信号灯提醒屋内的聋哑人门外有来访

者，方便聋哑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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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聋哑人门铃，其特征在于，包括：触发装置、控制器和信号灯；所述触发装置和所

述信号灯均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触发装置用于根据来访者的动作发出触发信号，所述

控制器用于根据所述触发信号开启所述信号灯；所述信号灯设置在屋内，以提醒所述屋内

的聋哑人门外有来访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聋哑人门铃，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无线传输模块和可移

动提醒装置；所述可移动提醒装置和所述控制器通过所述无线传输模块连接；所述可移动

提醒装置用于接收所述触发信号，以提醒所述屋内的聋哑人门外有来访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聋哑人门铃，其特征在于，所述可移动提醒装置为手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聋哑人门铃，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按键模块，所述按键模

块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按键模块用于向所述控制器输入所述手机对应的手机号码，所

述控制器用于根据所述手机号码向所述手机发送门外有来访者的提醒短信。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聋哑人门铃，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

置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显示装置用于显示所述手机号码。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聋哑人门铃，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传输模块为SIM800模

块或蓝牙模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聋哑人门铃，其特征在于，所述触发装置为压力传感器或

振动传感系统。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聋哑人门铃，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传感系统为SW-420常

闭振动传感器。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429675 A

2



一种聋哑人门铃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门铃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聋哑人门铃。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聋哑人数量众多，聋哑人群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根据中国知网调查数

据显示，我国现有与聋哑人相关的专利约有250项，虽已在很多方面造福于聋哑人，但是面

对2000多万的弱势群体仍有不足。例如：现实生活中正常人所用的门铃只是单一的响铃，对

于聋哑人这样的弱势群体是非常不方便使用的，所以有必要提出一种适于聋哑人使用的门

铃。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聋哑人门铃，以方便聋哑人使用。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5] 一种聋哑人门铃，包括：触发装置、控制器和信号灯；所述触发装置和所述信号灯

均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触发装置用于根据来访者的动作发出触发信号，所述控制器用

于根据所述触发信号开启所述信号灯；所述信号灯设置在屋内，以提醒所述屋内的聋哑人

门外有来访者。

[0006] 可选的，所述聋哑人门铃还包括：无线传输模块和可移动提醒装置；所述可移动提

醒装置和所述控制器通过所述无线传输模块连接；所述可移动提醒装置用于接收所述触发

信号，以提醒所述屋内的聋哑人门外有来访者。

[0007] 可选的，所述可移动提醒装置为手机。

[0008] 可选的，所述聋哑人门铃还包括：按键模块，所述按键模块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

述按键模块用于向所述控制器输入所述手机对应的手机号码，所述控制器用于根据所述手

机号码向所述手机发送门外有来访者的提醒短信。

[0009] 可选的，所述聋哑人门铃还包括：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置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

述显示装置用于显示所述手机号码。

[0010] 可选的，所述无线传输模块为SIM800模块或蓝牙模块。

[0011] 可选的，所述触发装置为压力传感器或振动传感系统。

[0012] 可选的，所述振动传感系统为SW-420常闭振动传感器。

[0013]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具体实施例，本发明公开了以下技术效果：设置了触发装置、控

制器和信号灯，触发装置根据来访者的动作发出触发信号，控制器根据触发信号开启信号

灯，信号灯设置在屋内，以提醒屋内的聋哑人门外有来访者方便聋哑人使用。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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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聋哑人门铃组成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聋哑人门铃组成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2聋哑人门铃工作原理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3聋哑人门铃电路图。

[0019] 符号说明：

[0020] 0-触发装置、1-DC接口、2-振动传感器、3-无线传输模块、4-信号灯、5-电源开关、

6-控制器、7-4X4矩阵按键、8-LED显示屏、9-可移动提醒装置、10-按键模块、11-显示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2]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聋哑人门铃。本发明设置了触发装置、控制器和信号灯。

触发装置根据来访者的动作发出触发信号，控制器根据触发信号开启信号灯。信号灯设置

在屋内，以提醒屋内的聋哑人门外有来访者方便聋哑人使用。

[0023]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如图1所示，一种聋哑人门铃，包括：触发装置0、控制器6和信号灯4；所述触发装置

0和所述信号灯4均与所述控制器6连接；所述触发装置0用于根据来访者的动作发出触发信

号，所述控制器6用于根据所述触发信号开启所述信号灯4；所述信号灯4设置在屋内，以提

醒所述屋内的聋哑人门外有来访者。所述触发装置0可以是压力传感器或振动传感系统，所

述振动传感系统可以是SW-420常闭振动传感器。振动传感系统布设在门上以后，敲击门的

任何部位都可捕获到振动信号，有别于现有的固定位置触发式门铃。所述聋哑人门铃的电

源开关5通过DC接口1与电源连接。

[0026] 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聋哑人门铃还包括：无线传输模块3和可移动提醒

装置9；所述可移动提醒装置9和所述控制器6通过所述无线传输模块3连接；所述可移动提

醒装置9用于接收所述触发信号，以提醒所述屋内的聋哑人门外有来访者，所述可移动提醒

装置9可以是手机，所述无线传输模块3为SIM800模块或蓝牙模块。

[0027] 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聋哑人门铃还包括：按键模块10，所述按键模块10

与所述控制器6连接，所述按键模块10用于向所述控制器6输入所述手机对应的手机号码，

所述控制器6用于根据所述手机号码向所述手机发送门外有来访者的提醒短信。

[0028] 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聋哑人门铃还包括：显示装置11，所述显示装置11

与所述控制器6连接，所述显示装置11用于显示所述手机号码。

[0029] 本门铃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振动传感体系，通过压电传感器或其他

振动传感器接受传递电信号，并将电信号转化为直观可见的光信号等，一部分为灵敏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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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装置，用于过滤及排除干扰因素，一部分为无线技术模块，用于将电信号，转化为实时消

息传递至移动设备。

[0030] 本实施例设置触发装置、控制器和信号灯。触发装置根据来访者的动作发出触发

信号，控制器根据触发信号开启信号灯，信号灯设置在屋内，以提醒屋内的聋哑人门外有来

访者方便聋哑人使用。

[0031] 实施例2

[0032]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与上述实施例的不同在于，门铃通过DC接口1连接电源线，按

下电源开关5，使电路通电，与此同时，一种基于压电传感的振动传感器2作为触发机制，其

灵敏度自身可控或由控制器6预先设定范围，当其接受到相应振动频率的信号时，控制电路

连通，电信号一方面使由控制器6预先设定的无线传输模块3传递消息；另一方面用于光电

信号转换使信号灯4亮起。

[0033] 无线传输模块有两种实施途径，其一为通过软件开发，利用蓝牙模块，连接相应

APP进行实时数据传输及监控，其二为通过4X4矩阵按键7预设手机号码，利用SIM模块，向指

定移动设备发送短信，同时预设的手机号码将显示在LED显示屏8上。

[0034] 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压电传感技术和无线技术早已成熟，然而却鲜有

二者结合作为监测手段。虽有少数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探索，却并未应用于日常生活领域。

因此我们在这里预计研发一种使用方便、成本较低的基于震动传感与无线技术的聋哑人门

铃，期望该项技术走进大众生活，为聋哑人造福，图3为本实施例聋哑人门铃的工作原理示

意图，如图所示当有人敲击门时，振动传感器接受到相应振动频率的的振动信号，然后使信

号灯亮起并通过无线传递的方式传送给移动设备，提醒门外有来访者。

[0035] 本实施例具有原理简单、操作简洁、工作效果显著等特点，它将压电传感技术与无

线传递技术结合，不仅充分发挥出振动可感，感而有馈的优点，还配合以无线技术精准的传

递优势，将门外访客信息实时传递给使用者。

[0036] 实施例3

[0037] 本实施例与上述实施例的不同在于，如图4所示，采用10000mAh充电宝作为供电电

源，电路工作电压为5V，(可利用变压器或其他手段转换至家庭用电220V)。以DC-5V电源线

接入，配以电源自锁开关，采用LCD1602型液晶作为显示屏，用于显示4X4矩阵按键所输入的

手机号码。由控制器宏观调控整个电路，控制器型号为STC89C52型控制器，预先设定程序：

在振动传感器感知振动频率大于10HZ时，向指定手机号码发送提醒短信，短信内容为“门外

有人”。其中，振动传感器采用SW-420常闭振动传感器(可更换为测量位移的压电传感器并

同时修改控制器程序)，推送短信装置采用SIM800模块，推送短信同时LED信号灯亮起(可采

取蓝牙模块作为消息传递渠道，同时辅以APP)。按键包括0-9十个数字、清空、进入设置、退

格和确认这些功能，按键排布可以为下面的方式：图4中的S1按键和下面的10UF电容和10K

电阻共同组成复位电路、图4中的S14按键对应数字1、图4中的S10按键对于数字2、图4中的

S6按键对应数字3、图4中的按键S2对应A键(清空功能)、图4中的S15按键对应数字4、图4中

的S11按键对应数字5、图4中的S7按键对应数字6、图4中的S3按键对应B键(进入设置功能)、

图4中的S16按键对应数字7、图4中的S12按键对应数字8、图4中的S8按键对应数字9、图4中

的S4按键对应C键(退格功能)、图4中的S17按键对应*键，用于为后续功能扩展预留的键位、

图4中的S13按键对应数字0、图4中的S9按键对应#键，用于为后续功能扩展预留的键位、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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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S5按键对应D键(确认功能)。

[0038] 本实施例主要针对群体为听力语言残疾的人群，由于聋哑人群的特殊性，他们无

法接收到普通门铃的声信号，需借助其他途径来接收消息，本门铃系统，便是辅助聋哑人接

受访客消息的一种工具。

[0039] 本实施例的聋哑人门铃具有原理简单、操作简洁、工作效果显著等特点，它将压电

传感技术与无线传递技术结合，不仅充分发挥出振动可感，感而有馈的优点，还配合以无线

技术精准的传递优势，将门外访客信息实时传递给使用者。

[0040] 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0041]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

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

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

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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