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106400.6

(22)申请日 2020.02.21

(71)申请人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地址 312300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

道人民大道西段568号

    申请人 鹰潭阳光照明有限公司　

浙江阳光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吴国明　俞贤晓　

(74)专利代理机构 宁波奥圣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3226

代理人 方小惠

(51)Int.Cl.

H05B 45/345(2020.01)

H05B 45/10(2020.01)

H05B 45/50(2020.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灯电路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

灯电路，LED灯电路具有正常工作方式和感应工

作方式，LED灯电路内设定有感应工作方式下的

延时工作周期，当LED灯电路的工作方式为正常

工作方式，LED灯电路保持常亮，并以最高亮度发

光，当LED灯电路的工作方式为感应工作方式时，

LED灯电路根据检测周围是否有人来进入感应熄

灯状态或者延时熄灯状态；优点是既能满足长时

间照明需求，又能满足短时间照明需求，且在短

时间照明需求实现后进行熄灯时，具有延时熄灯

功能，使用者不用摸黑行走，使用方便，不会带来

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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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灯电路，所述的LED灯电路具有零线输入端和火线输入

端，所述的LED灯电路通过一个控制开关与市电连接，所述的控制开关具有两个端口，所述

的LED灯电路的火线输入端和所述的控制开关的一端连接，所述的控制开关的另一端和市

电的火线连接，所述的LED灯电路的零线输入端和市电的零线连接，其特征在于通过对所述

的控制开关进行操作，所述的LED电路既能作为常规的LED灯电路使用，也能作为具有延时

熄灯功能LED灯电路使用，所述的控制开关为常闭开关，当按下所述的控制开关时，所述的

控制开关的两个端口之间断路，而当松开所述的控制开关时，所述的控制开关的两个端口

之间短路，将按下所述的控制开关后在设定时间内松开所述的控制开关的操作作为一次开

关操作，将按下所述的控制开关后在超过设定时间后松开所述的控制开关的操作作为一次

无效操作，所述的LED灯电路具有两种工作方式，两种工作方式分别为：正常工作方式和感

应工作方式，所述的LED灯电路内设定有感应工作方式下的延时工作周期，当所述的LED灯

电路的工作方式为正常工作方式，所述的LED灯电路保持常亮，并以最高亮度发光，当对所

述的控制开关进行一次开关操作后，所述的LED灯电路具的工作方式由当前工作方式切换

到另一种工作方式，当对所述的控制开关进行一次无效操作后，如果所述的LED灯电路的当

前工作方式为感应工作方式，则所述的LED灯电路将重新进入感应工作方式，如果所述的

LED灯电路的当前工作方式为正常工作方式，则所述的LED灯电路的工作方式切换至感应工

作方式；当所述的LED灯电路进入感应工作方式时，所述的LED灯电路实时检测周围是否有

人，并且所述的LED灯电路先进入延时工作状态，开启1个延时工作周期，在每个延时工作周

期内，所述的LED灯电路以较低亮度发光，如果在该延时工作周期结束时都没有检测到周围

有人，则所述的LED灯电路在该延时工作周期结束时自动熄灯，进入感应熄灯状态，在感应

熄灯状态时，如果所述的LED灯电路检测到周围有人，则此时所述的LED电路再次切换至延

时工作状态，开启1个延时工作周期，如果在该延时工作周期结束前检测到有人时，则该延

时工作周期提前结束后进入下一个延时工作周期，周而复始，直至所述的LED灯电路切换至

正常工作方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灯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LED

灯电路包括整流电路、稳压电路、电子开关电路、人体感应模块、逻辑控制电路、功率变换电

路以及LED发光模块，所述的整流电路具有火线输入端、零线输入端、输出端和接地端，所述

的电子开关电路具有正极、负极、输入端和输出端，所述的稳压电路具有输入端、负极和输

出端，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具有正极、负极和输出端，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具有第一输入

端、第二输入端、输出端和负极，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具有正极、接地端、电压控制端和输出

端，所述的LED发光模块具有正极和负极，所述的整流电路的火线输入端为所述的LED灯电

路的火线输入端，所述的整流电路的零线输入端连接所述的LED灯电路的零线输入端，所述

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入端与所述的整流电路的火线输入端或零线输入端连接，所述的稳压

电路的输入端，和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的正极分别与所述的整流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所述

的稳压电路的输出端分别与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正极和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的正极连

接，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和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端连接，所述的人体

感应模块的输出端和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二输入端连接。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的电压

控制端与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采用非隔离降压恒流驱

动电路或者非隔离升降压恒流驱动电路实现，当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采用非隔离降压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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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路实现时，所述的LED发光模块的正极和所述的功率变化电路的正极连接，所述的

LED发光模块的负极和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当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采用非

隔离升降压恒流驱动电路实现时，所述的LED发光模块的负极和所述的功率变化电路的正

极连接，所述的LED发光模块的正极和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的整流电路

的接地端、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的接地端、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负极、所述的稳压电路的

负极、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的负极和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负极连接；

当所述的LED灯电路接入市电时，所述的整流电路将市电的交流电压转化为直流电压

在其输出端输出，所述的稳压电路将所述的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转换为恒定直流电压

后为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和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提供工作电压，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用于

感应是否有人出现，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在断电后再上电，此时其输出端输出高电平，当所

述的人体感应模块感应到有人时，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端在一个延时工作周期内保

持输出高电平，当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未感应到有人时，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端输

出低电平，当进行一次开关操作时，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入端先有不为零的电压输入，

然后输入的电压变为零，接着在设定时间内输入的电压再次变为不为零，此时所述的电子

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的电平发生改变，即如果在进行开关操作前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

输出端输出的电平为低电平，那么进行开关操作后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的电

平变为高电平，如果在进行开关操作前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的电平为高电

平，那么进行开关操作后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的电平变为高电平；当进行一

次失效操作时，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入端先有不为零的电压输入，然后输入的电压变

为零，接着在超出设定时间后电压仍然保持为零，此时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

低电平，当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低电平，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端输出

高电平时，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端接入低电平，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二输

入端接入高电平，此时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输出端输出不为零的较低电压V1，所述的功

率变换电路在较低电压V1控制下，输出较小电流驱动所述的LED发光模块以较低亮度发光，

当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低电平，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端输出低电平

时，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端和第二输入端均接入低电平，此时所述的逻辑控制

电路的输出端输出零电压，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在零电压控制下，其输出端的输出电流为

零，所述的LED发光模块不发光，所述的LED灯电路熄灯，当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

出高电平时，此时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端接入高电平，无论所述的人体感应模

块的输出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输出端均输出大于V1的较高电

压V2，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在较高电压V2控制下，在其输出端输出最大电流，驱动所述的

LED发光模块以最大发光亮度发光。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灯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整流

电路采用全桥整流电路芯片，所述的全桥整流电路芯片的第1脚为所述的整流电路的火线

输入端，所述的全桥整流电路芯片的第3脚为所述的整流电路的零线输入端，所述的全桥整

流电路芯片的第2脚为所述的整流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的全桥整流电路芯片的第4脚为所述

的整流电路的接地端。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灯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子

开关电路包括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一电容、第二电容、第一二极管、第二二极管和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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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电路芯片。所述的第二电容为电解电容，所述的第一二极管为稳压二极管，所述的第二二

极管为整流二极管，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是一种通过脉冲信号设置输出状态的双稳态

电路，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具有接电源正极的VDD脚、接电源负极的VSS脚、信号输入的

IN脚和信号输出的OUT脚，在上电后，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的OUT脚输出0电平，此时如

果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的IN脚的电平信号经历从1到0，再从0到1电平的一个脉冲变化

后，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的OUT脚输出的电平为1；在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的OUT脚

输出为1电平时，此时如果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的IN脚的电平信号经历从1到0，再从0

到1电平的一个脉冲变化后，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的OUT脚的输出电平变为0电平，所述

的第一电阻的一端为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入端，所述的第一电阻的另一端、所述的第

二电阻的一端、所述的第一电容的一端、所述的第一二极管的负极和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

的IN脚连接，所述的第二二极管的正极为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正极，所述的第二二极管

的负极、所述的第二电容的正极和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的VDD脚连接，所述的第二集成

电路芯片的OUT脚为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的第二电阻的另一端、所述的第一

电容的另一端、所述的第一二极管的正极、所述的第二电容的负极和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

芯片的VSS脚连接切其连接端为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负极。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灯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稳压

电路包括第三电阻、第三电容、第四电容和第二集成电路芯片，所述的第三电容和所述的第

四电容均为电解电容，所述的第二集成电路芯片的型号为KP3110，所述的第二集成电路芯

片的第5脚、第6脚、第7脚和第8脚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稳压电路的输入端，所述的第二

集成电路的第1脚与所述的第三电阻的一端连接，第二集成电路的第4脚和所述的第三电容

的正极连接，所述的第二集成电路芯片的第3脚和所述的第四电容的正极连接且其连接端

为所述的稳压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的第二集成电路芯片的第2脚、所述的第三电阻的另一

端、所述的第三电容的负极和所述的第四电容的负极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稳压电路的

负极。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灯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逻辑

控制电路包括第四电阻、第五电阻和第四二极管，所述的第四二极管为整流二极管，所述的

第四电阻的一端和第四二极管的正极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

端，所述的第五电阻的一端为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二输入端，所述的第四电阻的另一

端、所述的第五电阻的另一端和所述的第四二极管的负极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逻辑控

制电路的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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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灯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LED灯电路，尤其是涉及一种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灯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LED灯具中的LED灯电路通常通过一个控制开关连接到市电，控制开关具有

两个端口，LED灯电路具有火线连接端和零线连接端，LED灯电路的火线连接端连接控制开

关的一端，控制开关的另一端连接市电的火线，LED灯电路的零线连接端连接到市电的零

线。控制开关具有短路和断路两种状态，当控制开关处于短路位置时控制开关进入短路状

态，此时市电电压加载到LED灯电路的火线接入端和零线接入端之间，LED灯电路处于亮灯

状态；当控制开关处于断路位置时控制开关进入断路状态，此时市电电压不能加载到LED灯

电路的火线接入端和零线接入端之间，LED灯电路处于熄灯状态。

[0003] 在很多实际应用中，控制开关与LED灯具分别独立安装同一区域范围内的不同位

置处，当人们操作控制开关的时候，能够明显的看到LED灯电路的亮灯或熄灯状态，所以一

般情况下，通过判别亮灯和熄灯状态可以判断控制开关处于短路状态还是断路状态，而无

需确认控制开关实际处于短路还是断路的位置。

[0004] 随着节能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都有随手关灯的习惯。在很多应用场所，同一个

LED灯具，既有长时间照明的需求，又有在短时间照明的需求。而在实现短时间照明需求时，

需要先操作控制开关使其在短时间内进入亮灯状态，当亮灯状态时间到达后再操作控制开

关使其进入断路状态进行熄灯。此时，如果环境光很暗，使用者需要摸黑行走，不但不方便，

还可能带来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灯电路，该LED灯

电路通过对控制开关的操作，既能满足长时间照明需求，又能满足短时间照明需求，且在短

时间照明需求实现后进行熄灯时，具有延时熄灯功能，使用者不用摸黑行走，使用方便，不

会带来安全隐患。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灯

电路，所述的LED灯电路具有零线输入端和火线输入端，所述的LED灯电路通过一个控制开

关与市电连接，所述的控制开关具有两个端口，所述的LED灯电路的火线输入端和所述的控

制开关的一端连接，所述的控制开关的另一端和市电的火线连接，所述的LED灯电路的零线

输入端和市电的零线连接，通过对所述的控制开关进行操作，所述的LED电路既能作为常规

的LED灯电路使用，也能作为具有延时熄灯功能LED灯电路使用，所述的控制开关为常闭开

关，当按下所述的控制开关时，所述的控制开关的两个端口之间断路，而当松开所述的控制

开关时，所述的控制开关的两个端口之间短路，将按下所述的控制开关后在设定时间内松

开所述的控制开关的操作作为一次开关操作，将按下所述的控制开关后在超过设定时间后

松开所述的控制开关的操作作为一次无效操作，所述的LED灯电路具有两种工作方式，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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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式分别为：正常工作方式和感应工作方式，所述的LED灯电路内设定有感应工作方式

下的延时工作周期，当所述的LED灯电路的工作方式为正常工作方式，所述的LED灯电路保

持常亮，并以最高亮度发光，当对所述的控制开关进行一次开关操作后，所述的LED灯电路

具的工作方式由当前工作方式切换到另一种工作方式，当对所述的控制开关进行一次无效

操作后，如果所述的LED灯电路的当前工作方式为感应工作方式，则所述的LED灯电路将重

新进入感应工作方式，如果所述的LED灯电路的当前工作方式为正常工作方式，则所述的

LED灯电路的工作方式切换至感应工作方式；当所述的LED灯电路进入感应工作方式时，所

述的LED灯电路实时检测周围是否有人，并且所述的LED灯电路先进入延时工作状态，开启1

个延时工作周期，在每个延时工作周期内，所述的LED灯电路以较低亮度发光，如果在该延

时工作周期结束时都没有检测到周围有人，则所述的LED灯电路在该延时工作周期结束时

自动熄灯，进入感应熄灯状态，在感应熄灯状态时，如果所述的LED灯电路检测到周围有人，

则此时所述的LED电路再次切换至延时工作状态，开启1个延时工作周期，如果在该延时工

作周期结束前检测到有人时，则该延时工作周期提前结束后进入下一个延时工作周期，周

而复始，直至所述的LED灯电路切换至正常工作方式。

[0007] 所述的LED灯电路包括整流电路、稳压电路、电子开关电路、人体感应模块、逻辑控

制电路、功率变换电路以及LED发光模块，所述的整流电路具有火线输入端、零线输入端、输

出端和接地端，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具有正极、负极、输入端和输出端，所述的稳压电路具

有输入端、负极和输出端，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具有正极、负极和输出端，所述的逻辑控制

电路具有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输出端和负极，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具有正极、接地端、

电压控制端和输出端，所述的LED发光模块具有正极和负极，所述的整流电路的火线输入端

为所述的LED灯电路的火线输入端，所述的整流电路的零线输入端连接所述的LED灯电路的

零线输入端，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入端与所述的整流电路的火线输入端或零线输入端

连接，所述的稳压电路的输入端，和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的正极分别与所述的整流电路的

输出端连接，所述的稳压电路的输出端分别与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正极和所述的人体感

应模块的正极连接，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和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端连

接，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端和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二输入端连接。所述的功率

变换电路的电压控制端与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采用非

隔离降压恒流驱动电路或者非隔离升降压恒流驱动电路实现，当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采用

非隔离降压恒流驱动电路实现时，所述的LED发光模块的正极和所述的功率变化电路的正

极连接，所述的LED发光模块的负极和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当所述的功率变

换电路采用非隔离升降压恒流驱动电路实现时，所述的LED发光模块的负极和所述的功率

变化电路的正极连接，所述的LED发光模块的正极和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所

述的整流电路的接地端、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的接地端、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负极、所述

的稳压电路的负极、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的负极和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负极连接；

[0008] 当所述的LED灯电路接入市电时，所述的整流电路将市电的交流电压转化为直流

电压在其输出端输出，所述的稳压电路将所述的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转换为恒定直流

电压后为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和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提供工作电压，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

用于感应是否有人出现，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在断电后再上电，此时其输出端输出高电平，

当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感应到有人时，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端在一个延时工作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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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保持输出高电平，当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未感应到有人时，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

端输出低电平，当进行一次开关操作时，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入端先有不为零的电压

输入，然后输入的电压变为零，接着在设定时间内输入的电压再次变为不为零，此时所述的

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的电平发生改变，即如果在进行开关操作前所述的电子开关电

路的输出端输出的电平为低电平，那么进行开关操作后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

的电平变为高电平，如果在进行开关操作前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的电平为高

电平，那么进行开关操作后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的电平变为高电平；当进行

一次失效操作时，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入端先有不为零的电压输入，然后输入的电压

变为零，接着在超出设定时间后电压仍然保持为零，此时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

出低电平，当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低电平，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端输

出高电平时，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端接入低电平，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二

输入端接入高电平，此时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输出端输出不为零的较低电压V1，所述的

功率变换电路在较低电压V1控制下，输出较小电流驱动所述的LED发光模块以较低亮度发

光，当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低电平，所述的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端输出低电

平时，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端和第二输入端均接入低电平，此时所述的逻辑控

制电路的输出端输出零电压，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在零电压控制下，其输出端的输出电流

为零，所述的LED发光模块不发光，所述的LED灯电路熄灯，当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

输出高电平时，此时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端接入高电平，无论所述的人体感应

模块的输出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输出端均输出大于V1的较高

电压V2，所述的功率变换电路在较高电压V2控制下，在其输出端输出最大电流，驱动所述的

LED发光模块以最大发光亮度发光。

[0009] 所述的整流电路采用全桥整流电路芯片，所述的全桥整流电路芯片的第1脚为所

述的整流电路的火线输入端，所述的全桥整流电路芯片的第3脚为所述的整流电路的零线

输入端，所述的全桥整流电路芯片的第2脚为所述的整流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的全桥整流电

路芯片的第4脚为所述的整流电路的接地端。

[0010] 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包括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一电容、第二电容、第一二极管、

第二二极管和第一集成电路芯片。所述的第二电容为电解电容，所述的第一二极管为稳压

二极管，所述的第二二极管为整流二极管，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是一种通过脉冲信号

设置输出状态的双稳态电路，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具有接电源正极的VDD脚、接电源负

极的VSS脚、信号输入的IN脚和信号输出的OUT脚，在上电后，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的

OUT脚输出0电平，此时如果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的IN脚的电平信号经历从1到0，再从0

到1电平的一个脉冲变化后，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的OUT脚输出的电平为1；在所述的第

一集成电路芯片的OUT脚输出为1电平时，此时如果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的IN脚的电平

信号经历从1到0，再从0到1电平的一个脉冲变化后，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的OUT脚的输

出电平变为0电平，所述的第一电阻的一端为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入端，所述的第一电

阻的另一端、所述的第二电阻的一端、所述的第一电容的一端、所述的第一二极管的负极和

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的IN脚连接，所述的第二二极管的正极为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正

极，所述的第二二极管的负极、所述的第二电容的正极和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的VDD脚

连接，所述的第二集成电路芯片的OUT脚为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的第二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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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端、所述的第一电容的另一端、所述的第一二极管的正极、所述的第二电容的负极和

所述的第一集成电路芯片的VSS脚连接切其连接端为所述的电子开关电路的负极。

[0011] 所述的稳压电路包括第三电阻、第三电容、第四电容和第二集成电路芯片，所述的

第三电容和所述的第四电容均为电解电容，所述的第二集成电路芯片的型号为KP3110，所

述的第二集成电路芯片的第5脚、第6脚、第7脚和第8脚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稳压电路

的输入端，所述的第二集成电路的第1脚与所述的第三电阻的一端连接，第二集成电路的第

4脚和所述的第三电容的正极连接，所述的第二集成电路芯片的第3脚和所述的第四电容的

正极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稳压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的第二集成电路芯片的第2脚、所述

的第三电阻的另一端、所述的第三电容的负极和所述的第四电容的负极连接且其连接端为

所述的稳压电路的负极。

[0012] 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包括第四电阻、第五电阻和第四二极管，所述的第四二极管

为整流二极管，所述的第四电阻的一端和第四二极管的正极连接且其连接端为所述的逻辑

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端，所述的第五电阻的一端为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二输入端，所

述的第四电阻的另一端、所述的第五电阻的另一端和所述的第四二极管的负极连接且其连

接端为所述的逻辑控制电路的输出端。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通过对控制开关进行操作，LED电路既能作为

常规的LED灯电路使用，也能作为具有延时熄灯功能LED灯电路使用，控制开关为常闭开关，

当按下控制开关时，控制开关的两个端口之间断路，而当松开控制开关时，控制开关的两个

端口之间短路，将按下控制开关后在设定时间内松开控制开关的操作作为一次开关操作，

将按下控制开关后在超过设定时间后松开控制开关的操作作为一次无效操作，LED灯电路

具有两种工作方式，两种工作方式分别为：正常工作方式和感应工作方式，LED灯电路内设

定有感应工作方式下的延时工作周期，当LED灯电路的工作方式为正常工作方式，LED灯电

路保持常亮，并以最高亮度发光，当对控制开关进行一次开关操作后，LED灯电路具的工作

方式由当前工作方式切换到另一种工作方式，当对控制开关进行一次无效操作后，如果LED

灯电路的当前工作方式为感应工作方式，则LED灯电路将重新进入感应工作方式，如果LED

灯电路的当前工作方式为正常工作方式，则LED灯电路的工作方式切换至感应工作方式；当

LED灯电路进入感应工作方式时，LED灯电路实时检测周围是否有人，并且LED灯电路先进入

延时工作状态，开启1个延时工作周期，在每个延时工作周期内，LED灯电路以较低亮度发

光，如果在该延时工作周期结束时都没有检测到周围有人，则LED灯电路在该延时工作周期

结束时自动熄灯，进入感应熄灯状态，在感应熄灯状态时，如果LED灯电路检测到周围有人，

则此时LED电路再次切换至延时工作状态，开启1个延时工作周期，如果在该延时工作周期

结束前检测到有人时，则该延时工作周期提前结束后进入下一个延时工作周期，周而复始，

直至LED灯电路切换至正常工作方式，由此本发明通过对控制开关的操作，既能满足长时间

照明需求，又能满足短时间照明需求，且在短时间照明需求实现后进行熄灯时，具有延时熄

灯功能，使用这不用摸黑行走，使用方便，不会带来安全隐患。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灯电路的结构框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灯电路的局部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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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7] 实施例：一种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LED灯电路，LED灯电路具有零线输入端和火线

输入端，LED灯电路通过一个控制开关与市电连接，控制开关具有两个端口，LED灯电路的火

线输入端和控制开关的一端连接，控制开关的另一端和市电的火线连接，LED灯电路的零线

输入端和市电的零线连接，通过对控制开关进行操作，LED电路既能作为常规的LED灯电路

使用，也能作为具有延时熄灯功能LED灯电路使用，控制开关为常闭开关，当按下控制开关

时，控制开关的两个端口之间断路，而当松开控制开关时，控制开关的两个端口之间短路，

将按下控制开关后在设定时间(该设定时间长短根据实际使用需求设定)内松开控制开关

的操作作为一次开关操作，将按下控制开关后在超过设定时间后松开控制开关的操作作为

一次无效操作，LED灯电路具有两种工作方式，两种工作方式分别为：正常工作方式和感应

工作方式，LED灯电路内设定有感应工作方式下的延时工作周期(延时工作周期根据实际使

用需求设定)，当LED灯电路的工作方式为正常工作方式，LED灯电路保持常亮，并以最高亮

度发光，当对控制开关进行一次开关操作后，LED灯电路具的工作方式由当前工作方式切换

到另一种工作方式，当对控制开关进行一次无效操作后，如果LED灯电路的当前工作方式为

感应工作方式，则LED灯电路将重新进入感应工作方式，如果LED灯电路的当前工作方式为

正常工作方式，则LED灯电路的工作方式切换至感应工作方式；当LED灯电路进入感应工作

方式时，LED灯电路实时检测周围是否有人，并且LED灯电路先进入延时工作状态，开启1个

延时工作周期，在每个延时工作周期内，LED灯电路以较低亮度发光，如果在该延时工作周

期结束时都没有检测到周围有人，则LED灯电路在该延时工作周期结束时自动熄灯，进入感

应熄灯状态，在感应熄灯状态时，如果LED灯电路检测到周围有人，则此时LED电路再次切换

至延时工作状态，开启1个延时工作周期，如果在该延时工作周期结束前检测到有人时，则

该延时工作周期提前结束后进入下一个延时工作周期，周而复始，直至LED灯电路切换至正

常工作方式。

[0018]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LED灯电路包括整流电路、稳压电路、电子开关电路、人体

感应模块、逻辑控制电路、功率变换电路以及LED发光模块，整流电路具有火线输入端、零线

输入端、输出端和接地端，电子开关电路具有正极、负极、输入端和输出端，稳压电路具有输

入端、负极和输出端，人体感应模块具有正极、负极和输出端，逻辑控制电路具有第一输入

端、第二输入端、输出端和负极，功率变换电路具有正极、接地端、电压控制端和输出端，LED

发光模块具有正极和负极，整流电路的火线输入端为LED灯电路的火线输入端，整流电路的

零线输入端连接LED灯电路的零线输入端，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入端与整流电路的火线输入

端或零线输入端连接，稳压电路的输入端，和功率变换电路的正极分别与整流电路的输出

端连接，稳压电路的输出端分别与电子开关电路的正极和人体感应模块的正极连接，电子

开关电路的输出端和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端连接，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端和逻辑控制

电路的第二输入端连接。功率变换电路的电压控制端与逻辑控制电路的输出端连接，功率

变换电路采用非隔离降压恒流驱动电路或者非隔离升降压恒流驱动电路实现，当功率变换

电路采用非隔离降压恒流驱动电路实现时，LED发光模块的正极和功率变化电路的正极连

接，LED发光模块的负极和功率变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当功率变换电路采用非隔离升降压

恒流驱动电路实现时，LED发光模块的负极和功率变化电路的正极连接，LED发光模块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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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和功率变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整流电路的接地端、功率变换电路的接地端、电子开关电

路的负极、稳压电路的负极、人体感应模块的负极和逻辑控制电路的负极连接；当LED灯电

路接入市电时，整流电路将市电的交流电压转化为直流电压在其输出端输出，稳压电路将

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转换为恒定直流电压后为电子开关电路和人体感应模块提供工

作电压，人体感应模块用于感应是否有人出现，人体感应模块在断电后再上电，此时其输出

端输出高电平，当人体感应模块感应到有人时，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端在一个延时工作周

期内保持输出高电平，当人体感应模块未感应到有人时，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端输出低电

平，当进行一次开关操作时，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入端先有不为零的电压输入，然后输入的电

压变为零，接着在设定时间内输入的电压再次变为不为零，此时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

出的电平发生改变，即如果在进行开关操作前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的电平为低电

平，那么进行开关操作后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的电平变为高电平，如果在进行开关

操作前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的电平为高电平，那么进行开关操作后电子开关电路的

输出端输出的电平变为高电平；当进行一次失效操作时，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入端先有不为

零的电压输入，然后输入的电压变为零，接着在超出设定时间后电压仍然保持为零，此时电

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低电平，当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低电平，人体感应模块的

输出端输出高电平时，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端接入低电平，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二输入

端接入高电平，此时逻辑控制电路的输出端输出不为零的较低电压V1(电压大小根据实际

使用需要设定)，功率变换电路在较低电压V1控制下，输出较小电流驱动LED发光模块以较

低亮度发光，当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低电平，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端输出低电平时，

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端和第二输入端均接入低电平，此时逻辑控制电路的输出端输出

零电压，功率变换电路在零电压控制下，其输出端的输出电流为零，LED发光模块不发光，

LED灯电路熄灯，当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输出高电平时，此时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端

接入高电平，无论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逻辑控制电路的输出端

均输出大于V1的较高电压V2(电压大小根据实际使用需要设定)，功率变换电路在较高电压

V2控制下，在其输出端输出最大电流，驱动LED发光模块以最大发光亮度发光。

[0019]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整流电路采用全桥整流电路芯片DB，全桥整流电路芯片

的第1脚为整流电路的火线输入端，全桥整流电路芯片的第3脚为整流电路的零线输入端，

全桥整流电路芯片的第2脚为整流电路的输出端，全桥整流电路芯片的第4脚为整流电路的

接地端。

[0020]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电子开关电路包括第一电阻R1、第二电阻R2、第一电容

C1、第二电容C2、第一二极管D1、第二二极管D2和第一集成电路芯片U1。第二电容C2为电解

电容，第一二极管D1为稳压二极管，第二二极管D2为整流二极管，第一集成电路芯片U1是一

种通过脉冲信号设置输出状态的双稳态电路，第一集成电路芯片U1具有接电源正极的VDD

脚、接电源负极的VSS脚、信号输入的IN脚和信号输出的OUT脚，在上电后，第一集成电路芯

片U1的OUT脚输出0电平，此时如果第一集成电路芯片U1的IN脚的电平信号经历从1到0，再

从0到1电平的一个脉冲变化后，第一集成电路芯片U1的OUT脚输出的电平为1；在第一集成

电路芯片U1的OUT脚输出为1电平时，此时如果第一集成电路芯片U1的IN脚的电平信号经历

从1到0，再从0到1电平的一个脉冲变化后，第一集成电路芯片U1的OUT脚的输出电平变为0

电平，第一集成电路芯片U1采用型号为TYS360A且SOT23-6封装的芯片实现，此时第5脚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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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正极的VDD脚，第2脚为接电源负极的VSS脚，第3脚为信号输入的IN脚，第1脚为信号输

出的OUT脚，第一电阻R1的一端为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入端，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第二电阻

R2的一端、第一电容C1的一端、第一二极管D1的负极和第一集成电路的IN脚连接，第二二极

管D2的正极为电子开关电路的正极，第二二极管D2的负极、第二电容C2的正极和第一集成

电路芯片U1的VDD脚连接，第二集成电路芯片U2的OUT脚为电子开关电路的输出端。第二电

阻R2的另一端、第一电容C1的另一端、第一二极管D1的正极、第二电容C2的负极和第一集成

电路芯片U1的VSS脚连接切其连接端为电子开关电路的负极。

[0021]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稳压电路包括第三电阻R3、第三电容C3、第四电容C4和第

二集成电路芯片U2，第三电容C3和第四电容C4均为电解电容，第二集成电路芯片U2的型号

为KP3110，第二集成电路芯片U2的第5脚、第6脚、第7脚和第8脚连接且其连接端为稳压电路

的输入端，第二集成电路的第1脚与第三电阻R3的一端连接，第二集成电路的第4脚和第三

电容C3的正极连接，第二集成电路芯片U2的第3脚和第四电容C4的正极连接且其连接端为

稳压电路的输出端，第二集成电路芯片U2的第2脚、第三电阻R3的另一端、第三电容C3的负

极和第四电容C4的负极连接且其连接端为稳压电路的负极。

[0022]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逻辑控制电路包括第四电阻R4、第五电阻R5和第四二极

管D4，第四二极管D4为整流二极管，第四电阻R4的一端和第四二极管D4的正极连接且其连

接端为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一输入端，第五电阻R5的一端为逻辑控制电路的第二输入端，第

四电阻R4的另一端、第五电阻R5的另一端和第四二极管D4的负极连接且其连接端为逻辑控

制电路的输出端。

[0023] 本实施例中，功率变换电路采用现有的恒流驱动电路实现，恒流驱动电路的用于

连接电压正极的一端为功率变换电路的正极，恒流驱动电路的用于连接电压负极的一端为

功率变换电路的接地端，恒流驱动电路的用于控制输出电流的电压控制连接端为功率变换

电路的电压控制端，恒流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端为功率变换电路的输出端。

[0024] 本实施例中，人体感应模块M1采用红外感应模块或者微波感应模块实现，红外感

应模块或者微波感应模块具有三个连接端，其接电源正极的一端为人体感应模块的正极，

接电源负极的一端为人体感应模块的负极，其信号输出的端口为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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