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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钥匙忘拔及门未关提醒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钥匙忘插拔提醒装置，包

括信号触发机构、通过导线连接信号触发机构的

信号发送机构、接收信号发送机构所发送信号的

信号接收机构，信号触发机构包括：两个可拆卸

连接的信号传导外壳，信号传导外壳包括壳体，

壳体表面开设有圆形的通孔，壳体表面还设置有

环形导体，环形导体沿通孔边缘设置；圆柱状的

旋转机构，旋转机构转动连接两个通孔，旋转机

构与通孔内壁接触的侧壁开设有安装槽，旋转机

构不与通孔内壁接触的侧壁表面开设有钥匙插

孔；信号开关，镶嵌在安装槽位置处，本发明在不

改变现有门锁结构的前提下，实现对钥匙插拔的

检测、门的开闭的检测、现场警报，可以防止犯罪

分子进行不法活动，有效避免了生命财产受到侵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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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钥匙忘插拔提醒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信号触发机构(1)、通过导线(2)连接信

号触发机构(1)的信号发送机构(3)、接收信号发送机构(3)所发送信号的信号接收机构

(4)，信号接收机构(4)上设置有报警模块，所述信号触发机构(1)包括：

两个可拆卸连接的信号传导外壳(11)，所述信号传导外壳(11)包括壳体(111)，所述壳

体(111)表面开设有圆形的通孔(113)，壳体(111)表面还设置有环形导体(112)，所述环形

导体(112)沿所述通孔(113)边缘设置；

圆柱状的旋转机构(12)，所述旋转机构(12)转动连接两个通孔(113)，所述旋转机构

(12)与所述通孔(113)内壁接触的侧壁开设有安装槽(121)，所述旋转机构(12)不与所述通

孔(113)内壁接触的侧壁表面开设有钥匙插孔(122)；

信号开关(13)，镶嵌在安装槽(121)位置处，所述信号开关(13)包括绝缘的架体(131)，

所述架体(131)上镶嵌有两个相互之间不接触且设置有间隙的金属块(132)，导柱(134)一

端活动连接架体(131)，另一端穿过旋转机构(12)侧壁延伸到钥匙插孔(122)位置处，导柱

(134)表面设置有限位凸起(1341)，弹性件(133)活动连接导柱(134)，所述弹性件(133)一

端接触所述限位凸起(1341)，另一端接触架体(131)；

其中，两个金属块(132)一端分别与不同的一个环形导体(112)接触，两个金属块(132)

之间的间隙为呈直线设置的通道，且所述导柱(134)端面与所述呈直线设置的通道对齐设

置，当所述导柱(134)移动到呈直线设置的通道位置处时，导柱(134)外表面同时接触两个

金属块(132)。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钥匙忘插拔提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11)表面均

开设有豁口，两个所述导线(2)穿过豁口，所述导线(2)一端接触不同所述环形导体(112)，

所述导线(2)另一端连接信号发送机构(3)。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钥匙忘插拔提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发送机构(3)

包括：

设置有空腔的保护壳(31)；

电源模块(32)，设置在保护壳(31)空腔内部或保护壳(31)外表面；

信号发送模块(33)，设置在保护壳(31)空腔内部；

其中，电源模块(32)对信号发送模块(33)供电。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钥匙忘插拔提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接收机构(4)

包括：

设置空腔的第二外壳；

设置在第二外壳空腔内部的主控模块(41)，所述主控模块(41)上设置有WiFi模块和接

收模块；

报警模块，输入端与主控模块(41)输出端连接。

5.一种门未关提醒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至4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钥匙忘

插拔提醒装置。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门未关提醒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安装在门上的磁性设

备，所述信号接收机构(4)还包括霍尔传感器(42)，所述霍尔传感器(42)连接主控模块，所

述磁性设备作用于所述霍尔传感器(42)。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门未关提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磁性设备为天然磁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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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铁。

8.一种门未关时进行提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权利要求6至7任一所述的一种门

未关提醒装置进行提示。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门未关时进行提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提示的方法包

括如下动作：

在门上安装所述磁性设备，在门框上安装所述信号接收机构(4)；

获取所述霍尔传感器的电压；

预先设置数值范围，将获取的所述霍尔传感器的电压与预先设置的数值范围对比；

若获取的霍尔传感器电压在预先设置的数值范围内，所述报警模块不启动；若获取的

霍尔传感器电压不在预先设置的数值范围内，所述报警模块启动。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门未关时进行提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报警模块为

监控探头，所述报警模块还包括蜂鸣器和/或警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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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钥匙忘拔及门未关提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报警设备领域，尤其设计一种钥匙忘拔及门未关提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出于对房内财产安全考虑，出门时很多人都会对房门进行反锁，同时一些门在开

门时钥匙无论是否拔出都可以开门，若开门或反锁房门时正好接了电话，或者手中拎了较

多东西时，人容易分心，对于那些注意力较差的人，总是容易忘记关门或将钥匙遗忘在门锁

锁眼里，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拔走，那么对房中的财产会造成极大的威胁；现有技术中如中

国专利号为02278951.0的实用新型专利，于2003年8月6日公开了一种门锁忘拔钥匙忘关门

提醒装置，其在电源电路与延时电路的电源输入端之间串接有由插入锁芯的钥匙触动的电

源开关，但是未说明电源开关的具体结构，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可能无法实现其功能，而现有

技术中  CN201310266579.1的一种门锁提醒装置公开了一种通过两片导电片和一把通电的

钥匙组成的触发系统，这种触发系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若插入的钥匙为绝缘材质，则该触

发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发明对上述的专利进行完善，在不改变现有门锁结构的前提下，实

现对钥匙插拔的检测、门的开闭的检测、现场警报，且可将检测获得的信号通过无线网络远

传到智能手机，达到实时监控门及钥匙孔状态、远程警报的目的，本发明也可以防止犯罪分

子进行不法活动，有效避免了生命财产受到侵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钥匙忘拔及门未关提醒装

置，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在不改变现有门锁结构的前提下，实现对钥匙插拔的检测、门

的开闭的检测、现场警报，且可将检测获得的信号通过无线网络远传到智能手机，达到实时

监控门及钥匙孔状态、远程警报的目的，本发明也可以防止犯罪分子进行不法活动，有效避

免了生命财产受到侵害。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钥匙忘插拔提醒装置，包括信

号触发机构、通过导线连接信号触发机构的信号发送机构、接收信号发送机构所发送信号

的信号接收机构，信号触发机构包括：两个可拆卸连接的信号传导外壳，信号传导外壳包括

壳体，壳体表面开设有圆形的通孔，壳体表面还设置有环形导体，环形导体沿通孔边缘设

置；圆柱状的旋转机构，旋转机构转动连接两个通孔，旋转机构与通孔内壁接触的侧壁开设

有安装槽，旋转机构不与通孔内壁接触的侧壁表面开设有钥匙插孔；信号开关，镶嵌在安装

槽位置处，信号开关包括绝缘的架体，架体上镶嵌有两个相互之间不接触且设置有间隙的

金属块，导柱一端活动连接架体，另一端穿过旋转机构侧壁延伸到钥匙插孔位置处，导柱表

面设置有限位凸起，弹性件活动连接导柱，弹性件一端接触限位凸起，另一端接触架体；其

中，两个金属块一端分别与不同的一个环形导体接触，两个金属块之间的间隙为呈直线设

置的通道，且导柱端面与呈直线设置的通道对齐设置，当导柱移动到呈直线设置的通道位

置处时，导柱外表面同时接触两个金属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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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使用时，先对钥匙忘插拔提醒装置进行安装，使信号触发机构固定在门锁位置处，

插入钥匙，使钥匙穿过钥匙插孔插入到锁芯中，旋转钥匙，旋转机构也随之旋转，门被钥匙

打开，在未插入钥匙时，因为弹性件施加的弹力，导柱不与金属块接触，此时，信号触发机构

和整个钥匙忘插拔提醒装置处于断路的状态，当插入钥匙时，钥匙对导柱进行挤压，导柱移

动到两个金属块位置处，使两个金属块处于连通的状态，又因为金属块接触环形导体，环形

导体接触导线，而导线连接信号发送机构，信号触发机构和信号发送机构此时处于连通状

态，信号接收机构接收到信号发送机构所发送的警报，报警模块开始工作进行报警，若拔去

钥匙，信号触发机构和信号发送机构又处于断路状态，报警模块停止报警，其中环形导体与

金属块和导线之间可以处于接触但不固定的状态，从而保证旋转机构的正常旋转。

[0006] 优选地，为了对导线进行保护，壳体表面均开设有豁口，两个导线穿过豁口，导线

一端接触不同环形导体，导线另一端连接信号发送机构。

[0007] 优选地，信号发送机构包括：设置有空腔的保护壳；电源模块，设置在保护壳空腔

内部或保护壳外表面；信号发送模块，设置在保护壳空腔内部；其中，电源模块对信号发送

模块供电。

[0008] 优选地，信号接收机构包括：设置空腔的第二外壳；设置在第二外壳空腔内部的主

控模块，主控模块上设置有WiFi模块和接收模块；报警模块，输入端与主控模块输出端连

接，主控模块连接WiFi模块，将检测的状态通过网络传输至用户的手机，实现对钥匙插拔的

检测、门的开闭的检测、现场警报，且可将检测获得的信号通过无线网络远传到智能手机，

达到实时监控门及钥匙孔状态、远程警报的目的，防止犯罪分子进行不法活动，有效避免了

生命财产受到侵害。

[0009]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门未关提醒装置。

[0010] 一种门未关提醒装置，包括安装在门上的磁性设备，其中，信号接收机构还包括霍

尔传感器，霍尔传感器连接主控模块，磁性设备作用于霍尔传感器。

[0011] 优选地，磁性设备为天然磁石或电磁铁，用户可以依据需求自由选择，其中选择电

磁铁时，可以通过对电磁铁的通电和断电实现对门未关提醒功能的开启或关闭。

[0012]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门未关时进行提示的方法，提示的方法包括如下动作：

[0013] 在门上安装磁性设备，在门框上安装信号接收机构；

[0014] 获取霍尔传感器的电压；

[0015] 预先设置数值范围，将获取的霍尔传感器的电压与预先设置的数值范围对比；

[0016] 若获取的霍尔传感器电压在预先设置的数值范围内，报警模块不启动；若获取的

霍尔传感器电压不在预先设置的数值范围内，报警模块启动。

[0017] 优选地，报警模块为监控探头，报警模块还包括蜂鸣器和/或警示灯，当门未关闭

时，报警模块启动，监控探头开始工作，监控探头将对门附近位置的情况进行监控，且将监

控的画面自动存储到内存卡和/或通过WiFi模块和主控模块实时传输到用户终端和/或将

画面存储到用户指定的云盘，相对于普通的监控探头，本发明的监控探头在门未关闭时才

自动工作，工作时间短，大大延长使用寿命，节约电量，且监控的的时机是门处于打开的状

态，不做无意义的监控。

[0018]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钥匙忘拔及门未关提醒装置，与现有技术相比：

[0019] 本发明在不改变现有门锁结构的前提下，实现对钥匙插拔的检测、门的开闭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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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现场警报，且可将检测获得的信号通过无线网络远传到智能手机，达到实时监控门及钥

匙孔状态、远程警报的目的，本发明也可以防止犯罪分子进行不法活动，有效避免了生命财

产受到侵害，使用时，先对钥匙忘插拔提醒装置进行安装，使信号触发机构固定在门锁位置

处，插入钥匙，使钥匙穿过钥匙插孔插入到锁芯中，旋转钥匙，旋转机构也随之旋转，门被钥

匙打开，在未插入钥匙时，因为弹性件施加的弹力，导柱不与金属块接触，此时，信号触发机

构和整个钥匙忘插拔提醒装置处于断路的状态，当插入钥匙时，钥匙对导柱进行挤压，导柱

移动到两个金属块位置处，使两个金属块处于连通的状态，又因为金属块接触环形导体，环

形导体接触导线，而导线连接信号发送机构，信号触发机构和信号发送机构此时处于连通

状态，信号接收机构接收到信号发送机构所发送的警报，报警模块开始工作进行报警，若拔

去钥匙，信号触发机构和信号发送机构又处于断路状态，报警模块停止报警，其中环形导体

与金属块和导线之间可以处于接触但不固定的状态，从而保证旋转机构的正常旋转，报警

模块为监控探头，报警模块还包括蜂鸣器和/或警示灯，当门未关闭时，监控探头开始工作，

监控探头将对门附近位置的情况进行监控，且将监控的画面自动存储到内存卡和/或通过

WiFi模块和主控模块实时传输到用户终端和/或将画面存储到用户指定的云盘，相对于普

通的监控探头，本发明的监控探头在门未关闭时才自动工作，工作时间短，大大延长使用寿

命，节约电量，且监控的的时机是门处于打开的状态，此时，监控的画面可能有重要的信息，

不做无意义的监控。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中信号触发机构和信号发送机构的连接示意图；

[0021] 图2为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中信号触发机构和信号发送机构连接的外观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中信号触发机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中信号触发机构的局部细节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中信号开关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中导柱的正视图；

[0027] 图8为本发明中信号传导外壳的俯视图；

[0028] 图9为本发明中信号发送机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0为本发明中信号接收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1为本发明中信号触发机构的安装位置示意图；

[0031] 图12为本发明中信号接收机构的安装位置示意图

[0032] 图13为本发明中信号发送模块的电路布局示意图；

[0033] 图14为本发明中WiFi模块的电路布局示意图；

[0034] 图15为本发明中接收模块的电路布局示意图；

[0035] 图16为本发明中霍尔传感器的电路布局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本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提下进行

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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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0037]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钥匙忘插拔提醒装置，包括信号触发机构1、通过导线2连接信

号触发机构1的信号发送机构3、接收信号发送机构3所发送信号的信号接收机构4，如图1至

图  3所示，其中信号触发机构1与信号发送机构3可以直接固定连接在一起，也可以通过结

构件进行间接的连接。

[0038] 如图4至图7所示，信号触发机构1包括：两个可拆卸连接的信号传导外壳11，如图8 

所示，信号传导外壳11包括壳体111，壳体111表面开设有圆形的通孔113，壳体111表面或者

旋转机构12侧壁的镶嵌槽123还设置有环形导体112，环形导体112沿通孔113边缘设置，信

号传导外壳11上设置有螺纹孔，两个信号传导外壳11通过螺柱可拆卸连接

[0039] 图4中可以观察到圆柱状的旋转机构12，旋转机构12端面尺寸与通孔113内壁尺寸

相同，旋转机构12转动连接两个通孔113，且通孔位置处可以设置有挡板，旋转机构12只能

旋转，不能脱离通孔113位置处，旋转机构12与通孔113内壁接触的侧壁开设有安装槽121，

旋转机构12不与通孔113内壁接触的侧壁表面开设有钥匙插孔122；信号开关13，镶嵌在安

装槽121位置处，

[0040] 如图6所示，信号开关13包括绝缘的架体131，架体131上镶嵌有两个相互之间不接

触且设置有间隙的金属块132，导柱134一端活动连接架体131，另一端穿过旋转机构12侧壁

延伸到钥匙插孔122位置处，导柱134表面设置有限位凸起1341，弹性件133活动连接导柱 

134，弹性件134为弹簧，弹性件133一端接触限位凸起1341，另一端接触架体131；其中，两个

金属块132一端分别与不同的一个环形导体112接触，两个金属块132之间的间隙为呈直线

设置的通道，且导柱134端面与呈直线设置的通道对齐设置，当导柱134移动到呈直线设置

的通道位置处时，导柱134外表面同时接触两个金属块132，为了对导线2进行保护，壳体111

表面均开设有豁口，两个导线2穿过豁口，导线2一端接触不同环形导体112，导线2另一端连

接信号发送机构3。

[0041] 如图9所示，信号发送机构3包括：设置有空腔的保护壳31；电源模块32，设置在保

护壳31空腔内部或保护壳31外表面；信号发送模块33，设置在保护壳31空腔内部；其中，电

源模块32对信号发送模块33供电，电源模块32为纽扣电池，图13示意处信号发送机构  3的

部分电路图。

[0042] 如图10所示，信号接收机构4包括：设置空腔的第二外壳；设置在第二外壳空腔内

部的主控模块41，主控模块41上设置有WiFi模块和接收模块；报警模块，输入端与主控模块

41  输出端连接，图14为本发明中WiFi模块的电路布局示意图；图15为本发明中接收模块的

电路布局示意图，主控模块连接WiFi模块，将检测的状态通过网络传输至用户的手机，实现

对钥匙插拔的检测、门的开闭的检测、现场警报，且可将检测获得的信号通过无线网络远传

到智能手机，达到实时监控门及钥匙孔状态、远程警报的目的，防止犯罪分子进行不法活

动，有效避免了生命财产受到侵害。

[0043] 使用时，先对钥匙忘插拔提醒装置进行安装，如图10所示，使信号触发机构1固定

在门锁位置处，插入钥匙，使钥匙穿过钥匙插孔122插入到锁芯中，旋转钥匙，旋转机构12也

随之旋转，门被钥匙打开，在未插入钥匙时，因为弹性件133施加的弹力，导柱不与金属块

132  接触，此时，信号触发机构1和整个钥匙忘插拔提醒装置处于断路的状态，当插入钥匙

时，钥匙对导柱134进行挤压，导柱移动到两个金属块132位置处，使两个金属块132处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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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状态，又因为金属块132接触环形导体112，环形导体112接触导线2，而导线2连接信号

发送机构3，信号触发机构1和信号发送机构3此时处于连通状态，信号接收机构4接收到信

号发送机构3所发送的警报，报警模块3开始工作进行报警，若拔去钥匙，信号触发机构1和

信号发送机构3又处于断路状态，报警模块停止报警，其中环形导体112与金属块132  和导

线2之间可以处于接触但不固定的状态，从而保证旋转机构12的正常旋转。

[0044]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门未关提醒装置。

[0045] 一种门未关提醒装置，如图12所示，包括安装在门上的磁性设备，而信号接收机构

4安装在门框上，其中，信号接收机构4还包括霍尔传感器42，霍尔传感器42连接主控模块，

磁性设备作用于霍尔传感器42，图16为霍尔传感器的电路布局示意图，霍尔电压随磁场强

度的变化而变化，磁场越强，电压越高，磁场越弱，电压越低，霍尔电压值很小，通常只有几

个毫伏，但经集成电路中的放大器放大，就能使该电压放大到足以输出较强的信号，通过对

霍尔电压数值的捕捉来判断门是否关闭，先设定一个正常的数值区间，若捕捉的霍尔电压

数值异常，则进行提示，防止他人入室盗窃，磁性设备为天然磁石或电磁铁，用户可以依据

需求自由选择，其中选择电磁铁时，可以通过对电磁铁的通电和断电实现对门未关提醒功

能的开启或关闭。

[0046]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门未关时进行提示的方法，提示的方法包括如下动作：

[0047] 在门上安装磁性设备，在门框上安装信号接收机构4；

[0048] 获取霍尔传感器的电压；

[0049] 预先设置数值范围，将获取的霍尔传感器的电压与预先设置的数值范围对比；

[0050] 若获取的霍尔传感器电压在预先设置的数值范围内，报警模块不启动；若获取的

霍尔传感器电压不在预先设置的数值范围内，报警模块启动。

[0051] 报警模块为监控探头，报警模块还包括蜂鸣器和/或警示灯，当门未关闭时，监控

探头开始工作，监控探头将对门附近位置的情况进行监控，且将监控的画面自动存储到内

存卡和/  或通过WiFi模块和主控模块实时传输到用户终端和/或将画面存储到用户指定的

云盘，相对于普通的监控探头，本发明的监控探头在门未关闭时才自动工作，工作时间短，

大大延长使用寿命，节约电量，且监控的的时机是门处于打开的状态，不做无意义的监控。

[0052]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式

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发明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经改进将本发明的

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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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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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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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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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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