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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

置，包括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单片机、继电器驱

动电路、继电器、蜂鸣提醒装置、钥匙插入触发开

关、门磁警报器，蜂鸣提醒装置的电源输入端与

继电器的常闭端串接，钥匙插入触发开关安装在

门锁锁眼边，钥匙插入触发开关的常开端也串接

蜂鸣提醒装置的电源输入端，继电器的常开端串

接门磁警报器的电源输入端；本发明结构简单，

使用方便，当钥匙插入门锁锁眼内，只要用户未

进入门外区域或已经离开了门外区域，则蜂鸣提

醒装置将实时发声警报，提醒钥匙已插入；若门

未关好就出门，当用户进入门外区域时，门磁警

报器将立即发声报警，提示用户门未关，从而解

决人进出门会忘拔钥匙及出门忘关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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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包括一个带有菲涅尔透镜的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

（1）、单片机（2）、放大所述单片机（2）输出电流的继电器驱动电路（3）、继电器（4），所述热释

电人体感应模块（1）的输出信号连接到所述单片机（2）的输入端口，所述单片机（2）的输出

端口所输出的电流经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3）放大后连接到所述继电器（4）的线圈端，其特

征在于，所述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还包括一蜂鸣提醒装置（5）、一个当钥匙插入锁眼

后即可触发开关动作的钥匙插入触发开关（6）、一门磁警报器（7），所述热释电人体感应模

块（1）对准门外区域（12）进行探测，所述蜂鸣提醒装置（5）的电源输入端与所述继电器（4）

的常闭端串接，所述钥匙插入触发开关（6）安装在门锁锁眼（14）边，所述钥匙插入触发开关

（6）的常开端串接所述蜂鸣提醒装置（5）的电源输入端，所述继电器（4）的常开端串接所述

门磁警报器（7）的电源输入端，所述门磁警报器（7）安装在门上用于警报门的开关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钥匙插入

触发开关（6）是一继电器开关（8），所述继电器开关（8）包括一常开继电器（81）、长柄（82）、

内径大小与门锁锁眼（14）的大小相适配的触发圆环（83），所述长柄（82）一端固定在所述常

开继电器（81）的衔铁的上部，所述长柄（82）的另一端连接所述触发圆环（83），所述继电器

开关（8）安装在门锁锁眼（14）边，所述常开继电器（81）的常开端串接所述蜂鸣提醒装置（5）

的电源输入端，当钥匙穿过所述触发圆环（83）并插入门锁锁眼（14）内时，带动所述长柄

（82）动作继而带动所述常开继电器（81）的衔铁动作，而触发所述常开继电器（81）常开端闭

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钥匙插入

触发开关（6）是一个长柄杆杠行程开关（9），所述长柄杆杠行程开关（9）的常开端与所述蜂

鸣提醒装置（5）的电源输入端串接，所述长柄杆杠行程开关（9）安装在门锁锁眼（14）边，使

当钥匙顶着其长柄并插入门锁锁眼（14）内时使所述长柄杆杠行程开关（9）的长柄杆杠动作

并触发其常开端闭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钥匙插入

触发开关（6）包括一配有继电器的干簧管继电器磁控模块（10）、钥匙触发辅助装置（11），所

述干簧管继电器磁控模块（10）包括感应磁铁（101）、干簧管继电器模块（102），所述钥匙触

发辅助装置（11）包括底座（111）、圆形的转盘（112），转盘复位弹簧（113），所述底座（111）上

设有一转轴（1111），所述转盘（112）的中心穿过所述转轴（1111）并活动设在所述底座（111）

上，使所述转盘（112）在所述底座（111）上可自由转动，所述转盘（112）一边上设有一孔径大

小与门锁锁眼（14）的大小相适配的钥匙通孔（1121），所述转盘复位弹簧（113）两端分别固

定在所述底座（111）与所述转盘（112）上，所述干簧管继电器模块（102）连接有电源输入端，

所述干簧管继电器模块（102）的常开端串接所述蜂鸣提醒装置（5）的电源输入端，所述感应

磁铁（101）对称所述钥匙通孔（1121）固定设在所述转盘（112）另一边边缘处，所述干簧管继

电器磁控模块（10）、钥匙触发辅助装置（11）安装在所述门锁锁眼（14）边，所述干簧管继电

器模块（102）的干簧管设在所述钥匙触发辅助装置（11）旁，使当钥匙穿过所述钥匙通孔

（1121）并插入门锁锁眼（14）内时，所述感应磁铁（101）正对靠近所述干簧管继电器模块

（102）的干簧管并触发其闭合，当钥匙拔出时，所述转盘（112）回位带动其上的感应磁铁

（101）远离所述干簧管继电器模块（102）的干簧管，使其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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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报警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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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括电源电路、延时电路和连接于延时电路输出端的报警发声电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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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解决了人们

关门后忘拔钥匙的毛病，但未解决进出门没关好门报警的问题，且现今城市里的商品房多

配电梯，当人反锁出门时，若有急事赶着出门，此时又忘记拔钥匙，而将钥匙遗留在门锁上，

有可能速度快些的人未到设定的延时报警的六秒时间就已经进入电梯，或者一边接电话一

边快步离开门口，因设定的六秒时间未到，警报不会响起，而当钥匙插入门锁内超过六秒，

警报响起时，人可能已经进入电梯内，或已远离门口，此时再发声警报都将会很容易被忽

略，而将钥匙遗留在门锁上且又发出警报，会提醒别人，门上留有钥匙，此时将造成更大的

安全隐患；若将延时警报时间设定低于六秒以利于尽早发出警报，而对于动作慢些的人，或

手中有较多东西不能快速开锁进门，此时钥匙插入门锁内的时间都很有可能大于设定的延

时报警时间而产生错误警报，此情况，人还在门口，并不属于忘拔钥匙，但依然会触发警报，

这势必影响用户体验。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结构简

单，程序简易，成本低廉，安装及使用方便的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当钥匙插入门锁

锁眼内，只要用户未进入门外区域或已经离开了门外区域，则蜂鸣提醒装置将会实时发声

警报，提醒用户钥匙已插入锁眼内，记得拔钥匙；若门未关好就出门，当用户进入门外区域

时，门磁警报器将立即发声报警，提示用户门未关，从而解决人进出门会忘拔钥匙及出门忘

关门的问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包括一个

带有菲涅尔透镜的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单片机、放大所述单片机输出电流的继电器驱动

电路、继电器，所述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的输出信号连接到所述单片机的输入端口，所述单

片机的输出端口所输出的电流经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放大后连接到所述继电器的线圈端，

所述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还包括一蜂鸣提醒装置、一个当钥匙插入锁眼后即可触发

开关动作的钥匙插入触发开关、一门磁警报器，所述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对准门外区域进

行探测（门外区域与门之间设有一门口开门区域，可调整所述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安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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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门的远近位置或使用遮挡块使所述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检测不到当人站在门口开门时

所处区域的人体信号，进而形成一个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与门之间的一个探测盲区即门口

开门区域，当人开门走出时，不会马上就进入到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的探测区域，而是先来

到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探测不到人体信号的门口开门区域，随后才会走进到热释电人体感

应模块的探测区域内），所述蜂鸣提醒装置的电源输入端与所述继电器的常闭端串接，所述

钥匙插入触发开关安装在门锁锁眼边，所述钥匙插入触发开关的常开端串接所述蜂鸣提醒

装置的电源输入端，所述继电器的常开端串接所述门磁警报器的电源输入端，所述门磁警

报器安装在门上用于警报门的开关状态。

[0005] 优选地，所述钥匙插入触发开关是一继电器开关，所述继电器开关包括一常开继

电器、长柄、内径大小与门锁锁眼的大小相适配的触发圆环，所述长柄一端固定在所述常开

继电器的衔铁的上部，所述长柄的另一端连接所述触发圆环，所述继电器开关安装在门锁

锁眼边，所述常开继电器的常开端串接所述蜂鸣提醒装置的电源输入端，当钥匙穿过所述

触发圆环并插入门锁锁眼内时，带动所述长柄动作继而带动所述常开继电器的衔铁动作，

而触发所述常开继电器常开端闭合。

[0006] 优选地，所述钥匙插入触发开关是一个长柄杆杠行程开关，所述长柄杆杠行程开

关的常开端与所述蜂鸣提醒装置的电源输入端串接，所述长柄杆杠行程开关安装在门锁锁

眼边，使当钥匙顶着其长柄并插入门锁锁眼内时使所述长柄杆杠行程开关的长柄杆杠动作

并触发其常开端闭合。

[0007] 优选地，所述钥匙插入触发开关包括一配有继电器的干簧管继电器磁控模块、钥

匙触发辅助装置，所述干簧管继电器磁控模块包括感应磁铁、干簧管继电器模块，所述钥匙

触发辅助装置包括底座、圆形的转盘，转盘复位弹簧，所述底座上设有一转轴，所述转盘的

中心穿过所述转轴并活动设在所述底座上，使所述转盘在所述底座上可自由转动，所述转

盘一边上设有一孔径大小与门锁锁眼的大小相适配的钥匙通孔，所述转盘复位弹簧两端分

别固定在所述底座与所述转盘上，所述干簧管继电器模块连接有电源输入端，所述干簧管

继电器模块的常开端串接所述蜂鸣提醒装置的电源输入端，所述感应磁铁对称所述钥匙通

孔固定设在所述转盘另一边边缘处，所述干簧管继电器磁控模块、钥匙触发辅助装置安装

在所述门锁锁眼边，所述干簧管继电器模块的干簧管设在所述钥匙触发辅助装置旁，使当

钥匙穿过所述钥匙通孔并插入门锁锁眼内时，所述感应磁铁正对靠近所述干簧管继电器模

块的干簧管并触发其闭合，当钥匙拔出时，所述转盘回位带动其上的感应磁铁远离所述干

簧管继电器模块的干簧管，使其断路。

[0008] 由上述对本发明的描述可知，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本发明结构简单，程序简易，

成本低廉，安装及使用方便，当用户站在门口开区域插入钥匙开锁进门时，蜂鸣提醒装置将

发出柔和警报声，提醒钥匙已插入，记得拔钥匙，钥匙未拔出，则警报声不停，若用户因它事

忽略此警报而进入房内，警报声将持续响起提醒用户拔钥匙，具有很强的提醒作用；用户出

门时，站在门口开门区域插入钥匙反锁房门，蜂鸣提醒装置将发出柔和警报声，提醒钥匙已

插入，记得拔钥匙；若用户忘记拔钥匙，且因它事忽略该次警报声而转身进入门外区域时，

蜂鸣提醒装置的警报声将暂时解除，但当用户离开门外区域时，蜂鸣提醒装置将再次发声

警报，提示用户钥匙忘拔了，二次警报程序极大的展现了本发明的钥匙忘拔提醒的功能；若

门未关好就出门，当用户进入门外区域时，门磁警报器将立即发声报警，提示用户门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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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解决人进出门会忘拔钥匙及出门忘关门的问题；本发明完美的将钥匙忘拔提醒功能与

门未关提醒功能结合在一起，节约资源，一机多用。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的电路原理框图。

[0010] 图2为本发明的程序框图。

[0011] 图3为本发明的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的安装位置示意图。

[0012] 图4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一的电路原理框图。

[0013] 图5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一的钥匙插入触发开关在门锁边的安装示意图。

[0014] 图6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二的电路原理框图  。

[0015] 图7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二的钥匙插入触发开关在门锁边的安装示意图。

[0016] 图8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三的钥匙触发辅助装置未插入钥匙时在门锁边的结构及安

装示意图。

[0017] 图9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三未插入钥匙时的电路原理框图。

[0018] 图10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三的钥匙触发辅助装置插入钥匙时在门锁边的结构及安

装示意图。

[0019] 图11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三插入钥匙时的电路原理框图。

[0020] 标号说明：1、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  2、单片机  3、继电器驱动电路  4、继电器  5、蜂

鸣提醒装置  6、钥匙插入触发开关  7、门磁警报器  8、继电器开关  81、常开继电器  82、长柄 

83、触发圆环  9、长柄杠杆行程开关  10、干簧管继电器磁控模块  101、感应磁铁  102、干簧

管继电器模块  11、钥匙触发辅助装置  111、底座  1111、转轴  112、转盘  1121、钥匙通孔 

113、转盘复位弹簧  12、门外区域  13、门口开门区域  14、门锁锁眼。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2] 实施例一

[0023] 请参照附图1、附图2、附图3、附图4、附图5，一种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包括

一个带有菲涅尔透镜的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1、单片机2、放大所述单片机2输出电流的继电

器驱动电路3、继电器4，所述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1的输出信号连接到所述单片机2的输入

端口I1，所述单片机2的输出端口I2所输出的电流经所述继电器驱动电路3放大后连接到所

述继电器4的线圈端，所述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还包括一蜂鸣提醒装置5、一个当钥

匙插入锁眼后即可触发开关动作的钥匙插入触发开关6、一门磁警报器7，所述热释电人体

感应模块1安装在门口的墙上并对准门外区域12进行探测，所述蜂鸣提醒装置5的电源输入

端与所述继电器4的常闭端（M1，M2）串接，所述钥匙插入触发开关6安装在门锁锁眼14边，所

述钥匙插入触发开关6的常开端串接所述蜂鸣提醒装置5的电源输入端，所述继电器4的常

开端（M1，M3）串接所述门磁警报器7的电源输入端，所述门磁警报器7安装在门上用于警报

门的开关状态。

[0024]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热释电感应模块1可选用HC-SR501热释电感应模块，其功能特

点：1.全自动感应：当有人进入其感应范围则输出高电平，人离开感应范围则自动延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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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电平，输出低电平（延时关闭时间范围可调，可调节延时时长零点几秒至几十秒）本实施

例中延时时长不能过长，应尽量设置短一些，建议设置为1秒以内较佳；2.可重复触发方式：

即感应输出高电平后，在延时时间段内，如果有人体在其感应范围内活动，其输出将一直保

持高电平，直到人离开后才延时将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感应模块检测到人体的每一次活动

后会自动顺延一个延时时间段，并且以最后一次活动的时间为延时时间的起始点)；另本实

施例中热释电感应模块不设置光敏控制功能。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钥匙插入触发开关6是一继电器开关8，所述继电器开关8包括一

常开继电器81、长柄82、内径大小与门锁锁眼14的大小相适配的触发圆环83，所述长柄82一

端固定在所述常开继电器81的衔铁的上部，所述长柄82的另一端连接所述触发圆环83，所

述继电器开关8安装在门锁锁眼14边，并调整好适当位置，所述常开继电器81的常开端(C，

NO)串接所述蜂鸣提醒装置5的电源输入端，当钥匙穿过所述触发圆环83向门锁锁眼14方向

移动并插入门锁锁眼14内时，带动所述长柄82动作继而带动所述常开继电器81的衔铁动

作，而触发所述常开继电器81常开端(C，NO)闭合；所述常开继电器81可由普通的一开一闭

式继电器经去除常闭静触点后改装而成，所述长柄82的活动范围上限可由继电器的外壳上

供所述长柄82插入的通孔大小进行调节和限制；所述常开继电器81在初始状态下，其带有

些许弹性的动触点可适当下弯靠近常开静触点，使得其常开端(C，NO)在吸合状态下具有一

定的闭合缓冲回程，避免因钥匙在门锁锁眼14内转动时可能带动所述长柄82连同衔铁产生

一定的动作变化继而影响所述常开继电器81动触点与常开静触点的吸合，使得所述常开继

电器81的常开端C，NO)不至于发生误断开的情况，保证只要钥匙插入门锁锁眼14内时，无论

如何转动都能保持所述常开继电器81的常开端(C，NO)闭合，此外长柄82及触发圆环83应采

用轻质材料制成，尽量减少其外加的重量对常开继电器81正常动作的影响。

[0026] 首先以进门为例说明，请参照附图1、附图2、附图3、附图4、附图5，附图2中，I1=1

（高电平）表示热释电感应模块1探测到门外区域12有活动人体红外信号，I1=0（低电平）表

示在门外区域12未探测到活动人体红外信号，I2=1(高电平)表示继电器4线圈端得电，其常

开端（M1，M3）闭合，常闭端（M1，M2）断开，I2=0（低电平）表示继电器4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

（M1，M2）闭合，常开端（M1，M3）断开；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接通电源后，单片机2的内

部程序首先初始化，把I1设置为输入端口，把I2设置为输出端口，初始状态下门外区域12未

出现活动人体红外信号，则I1=0，设置I2=0，继电器4的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

预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其电路预接通状态是指只有继电器4的常闭端（M1，M2）闭合时

的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状态，此时蜂鸣提醒装置5还是不会发声警报；只有当继电器4的常闭

端（M1，M2）与钥匙插入触发开关6的常开端同时闭合时，则为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接通状态，

蜂鸣提醒装置5则将发声警报），常开端（M1，M3）断开，断开门磁警报器7电路，初始时门锁锁

眼14内未插有钥匙，接下来程序将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当人从外面回来时会先

经过门外区域12，热释电感应模块1探测到门外区域12有人活动时，将输出高电平并传送给

单片机2的输入端口I1，则I1=1，设置I2=1，单片机2的输出端口I2输出高电平，经继电器驱

动电路3放大后连接到继电器4的线圈端，继电器4线圈端得电，其常开端（M1，M3）闭合，预接

通门磁警报器7电源电路（其电源电路预接通状态是指继电器4的常开端（M1，M3）闭合，接通

了门磁警报器7电源，但门磁警报器7自身的触发开关未被触发，此时门磁警报器7不发声警

报；只有当继电器4的常开端（M1，M3）闭合，门磁警报器7的电源为接通状态，且门打开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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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磁警报器7自身的触发开关触发，则门磁警报器7将发声警报），常闭端（M1，M2）断开，断开

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初始时门是关闭的，所以门磁警报器7自身的触发开关未被触发，则门

磁警报器7不发声警报；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当人走出门外区域12而进入热

释电感应模块1探测不到人体信号的门口开门区域13并插入钥匙开锁进门，I1=0时，则I2=

0，继电器4的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预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常开端（M1，

M3）断开，断开门磁警报器7电路，此时即使打开了门，门磁警报器7也不会发声报警，同时当

钥匙插入门锁锁眼14内时，常开继电器81的常开端(C，NO)将闭合，会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

蜂鸣提醒装置5发声警报，提示钥匙已插入记得拔钥匙；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

断，只要人未出现在门外区域12，则将保持I1=0，I2=0，只要钥匙未拔出，则蜂鸣提醒装置5

将持续发声警报，提示钥匙已插入记得拔钥匙，当人拔出钥匙后，常开继电器81的常开端

(C，NO)将断开，蜂鸣提醒装置5停止警报，则程序将返回初始，并不断的测量判断端口I1状

态，人进入房内，关好门结束进门过程。

[0027] 现以出门为例说明，初始时人在房内，热释电感应模块1探测不到门外区域12有人

活动，则I1=0，设置I2=0，继电器4的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预接通蜂鸣提醒装

置5，常开端（M1，M3）断开，断开门磁警报器7电路，初始时门锁锁眼14内未插有钥匙，程序不

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此时打开房门，门磁警报器7也不会发声报警，当人进入门口

开门区域13时，热释电感应模块1依然探测不到门外区域12有人活动，保持I1=0，则I2=0，当

插入钥匙反锁房门时，常开继电器81的常开端(C，NO)将闭合，会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蜂鸣

提醒装置5发声警报，提示钥匙已插入记得拔钥匙，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此

时若不拔出钥匙，则蜂鸣提醒装置5将持续发声警报，当拔出钥匙后，常开继电器81的常开

端(C，NO)将断开，蜂鸣提醒装置5将不再发声警报；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若

人未拔钥匙且忽略蜂鸣提醒装置5的警报，且从门口开门区域13进入门外区域12时，则I1=

1，设置I2=1，继电器4线圈端得电，其常开端（M1，M3）闭合，预接通门磁警报器7电源电路，常

闭端（M1，M2）断开，断开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此时无论门锁锁眼14上是否插有钥匙，蜂鸣提

醒装置5都将不发声警报，同时若门已关，则门磁警报器7不发声警报，若门未关，则触发门

磁警报器7自身的触发开关，门磁警报器7将发声警报，提示人门未关需返回关门，若门未

关，且人一直处在门外区域12时，则门磁警报器7将持续发声警报；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

行测量判断，当人从门外区域12返回门口开门区域13区去关门，I1=0时，则I2=0，继电器4的

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预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常开端（M1，M3）断开，断开

门磁警报器7电路，门磁警报器7将停止发声警报，若此前忽略了蜂鸣提醒装置5的发声警

报，此时将再次响起警报，提示钥匙未拔警报，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当人关

好门后，从门口开门区域13进入门外区域12时，则I1=1，设置I2=1，继电器4线圈端得电，其

常开端（M1，M3）闭合，预接通门磁警报器7电源电路，常闭端（M1，M2）断开，断开蜂鸣提醒装

置5电路，此时门已关，则门磁警报器7将不发声提醒；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

当人离开门外区域12后，I1=0时，则I2=0，继电器4的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预

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常开端（M1，M3）断开，断开门磁警报器7电路，此时无论门是否关

闭，门磁警报器7都将不发声警报，同时，若之前忽略了蜂鸣提醒装置5的提示拔钥匙警报，

钥匙依然插在门锁锁眼14内，则此时蜂鸣提醒装置5将再次持续发声警报，提示钥匙忘拔

了，此时，返回拔钥匙的程序过程与进门程序过程相同，若此前钥匙已拔出，则蜂鸣提醒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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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5不发声警报，程序将返回初始，并不断的测量判断端口I1状态，结束出门过程。

[0028] 钥匙插入触发开关6安装在门锁锁眼14边，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1、单片机2、继电

器驱动电路3、继电器4、蜂鸣提醒装置5安装在电路板上，电路板安装在外壳体内部，外壳体

安装在门外区域12一侧的墙上，门磁警报器7的相关部件安装在门及门框上。

[0029] 实施例二

[0030] 请参照附图1、附图2、附图3、附图6、附图7，本实施例中，其余部分与实施例一相

同，区别仅在于钥匙插入触发开关6的结构不同；本实施例中所述钥匙插入触发开关6是一

个长柄杆杠行程开关9，所述长柄杆杠行程开关9的常开端(C，NO)与所述蜂鸣提醒装置5的

电源输入端串接，所述长柄杆杠行程开关9安装在门锁锁眼14边，并调整好适当位置，使当

钥匙顶着其长柄向锁眼方向移动并插入门锁锁眼14内时使所述长柄杆杠行程开关9的长柄

杆杠动作并触发其常开端(C，NO)闭合。

[0031] 本实施例中的长柄杠杆行程开关9可选用德力西LXW5-11N1型开关，将其安装在门

锁锁眼14边上并调整好适当位置，A1表示长柄杠杆行程开关9的长柄初始位置，A2表示长柄

杠杆行程开关9触发临界点的长柄所处位置，A3表示长柄杠杆行程开关9触发后还能移动到

的界限位置，安装时，门锁锁眼14的中心须完全处于长柄杠杆行程开关9触发临界点的长柄

所处位置之下，使当钥匙顶着长柄杆杠行程开关9的长柄向门锁锁眼14方向移动并水平插

入到门锁锁眼14内时，保证长柄杠杆行程开关9已被触发，其常开端(C，NO)闭合，且无论钥

匙转动到任何角度，都能触发长柄杠杆行程开关9的常开端(C，NO)闭合。

[0032] 首先以进门为例说明，请参照附图1、附图2、附图3、附图4、附图5，附图2中，I1=1

（高电平）表示热释电感应模块1探测到门外区域12有活动人体红外信号，I1=0（低电平）表

示在门外区域12未探测到活动人体红外信号，I2=1(高电平)表示继电器4线圈端得电，其常

开端（M1，M3）闭合，常闭端（M1，M2）断开，I2=0（低电平）表示继电器4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

（M1，M2）闭合，常开端（M1，M3）断开；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接通电源后，单片机2的内

部程序首先初始化，把I1设置为输入端口，把I2设置为输出端口，初始状态下门外区域12未

出现活动人体红外信号，则I1=0，设置I2=0，继电器4的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

预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其电路预接通状态是指只有继电器4的常闭端（M1，M2）闭合时

的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状态，此时蜂鸣提醒装置5还是不会发声警报；只有当继电器4的常闭

端（M1，M2）与钥匙插入触发开关6的常开端同时闭合时，则为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接通状态，

蜂鸣提醒装置5则将发声警报），常开端（M1，M3）断开，断开门磁警报器7电路，初始时门锁锁

眼14内未插有钥匙，接下来程序将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当人从外面回来时会先

经过门外区域12，热释电感应模块1探测到门外区域12有人活动时，将输出高电平并传送给

单片机2的输入端口I1，则I1=1，设置I2=1，单片机2的输出端口I2输出高电平，经继电器驱

动电路3放大后连接到继电器4的线圈端，继电器4线圈端得电，其常开端（M1，M3）闭合，预接

通门磁警报器7电源电路（其电源电路预接通状态是指继电器4的常开端（M1，M3）闭合，接通

了门磁警报器7电源，但门磁警报器7自身的触发开关未被触发，此时门磁警报器7不发声警

报；只有当继电器4的常开端（M1，M3）闭合，门磁警报器7的电源为接通状态，且门打开时将

门磁警报器7自身的触发开关触发，则门磁警报器7将发声警报），常闭端（M1，M2）断开，断开

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初始时门是关闭的，所以门磁警报器7自身的触发开关未被触发，则门

磁警报器7不发声警报；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当人走出门外区域12进入热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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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感应模块1探测不到的门口开门区域13并插入钥匙开锁进门，I1=0时，则I2=0，继电器4的

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预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常开端（M1，M3）断开，断开

门磁警报器7电路，此时即使打开了门，门磁警报器7也不会发声报警，同时当钥匙插入门锁

锁眼14内时，长柄杠杆行程开关9的常开端(C，NO)将闭合，会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蜂鸣提醒

装置5发声警报，提示钥匙已插入记得拔钥匙；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只要人

未出现在门外区域12，则将保持I1=0，I2=0，只要钥匙未拔出，则蜂鸣提醒装置5将持续发声

警报，提示钥匙已插入记得拔钥匙，当人拔出钥匙后，长柄杠杆行程开关9的常开端(C，NO)

将断开，蜂鸣提醒装置5停止警报，则程序将返回初始，并不断的测量判断端口I1状态，人进

入房内，关好门结束进门过程。

[0033] 现以出门为例说明，初始时人在房内，热释电感应模块1探测不到门外区域12有人

活动，则I1=0，设置I2=0，继电器4的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预接通蜂鸣提醒装

置5，常开端（M1，M3）断开，断开门磁警报器7电路，初始时门锁锁眼14内未插有钥匙，程序不

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此时打开房门，门磁警报器7也不会发声报警，当人进入门口

开门区域13时，热释电感应模块1依然探测不到门外区域12有人活动，保持I1=0，则I2=0，当

插入钥匙反锁房门时，长柄杠杆行程开关9的常开端(C，NO)将闭合，会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

蜂鸣提醒装置5发声警报，提示钥匙已插入记得拔钥匙，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

断，此时若不拔出钥匙，则蜂鸣提醒装置5将持续发声警报，当拔出钥匙后，长柄杠杆行程开

关9的常开端(C，NO)将断开，蜂鸣提醒装置5将停止发声警报；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

量判断，若人忽略蜂鸣提醒装置5的警报，且从门口开门区域13进入门外区域12时，则I1=1，

设置I2=1，继电器4线圈端得电，其常开端（M1，M3）闭合，预接通门磁警报器7电源电路，常闭

端（M1，M2）断开，断开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此时无论门锁锁眼14上是否插有钥匙，蜂鸣提醒

装置5都将不发声警报，同时若门已关，则门磁警报器7不发声警报，若门未关，则触发门磁

警报器7自身的触发开关，门磁警报器7将发声警报，提示人门未关需返回关门，若门未关，

且人一直处在门外区域12时，则门磁警报器7将持续发声警报；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

量判断，当人从门外区域12返回门口开门区域13区去关门，I1=0时，则I2=0，继电器4的线圈

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预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常开端（M1，M3）断开，断开门磁

警报器7电路，门磁警报器7将停止发声警报，若此前忽略了蜂鸣提醒装置5的发声警报，此

时将再次响起提示钥匙未拔警报，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当人关好门后，从门

口开门区域13进入门外区域12时，则I1=1，设置I2=1，继电器4线圈端得电，其常开端（M1，

M3）闭合，预接通门磁警报器7电源电路，常闭端（M1，M2）断开，断开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此

时门已关，则门磁警报器7将不发声提醒；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当人离开门

外区域12后，I1=0时，则I2=0，继电器4的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预接通蜂鸣提

醒装置5电路，常开端（M1，M3）断开，断开门磁警报器7电路，此时无论门是否关闭，门磁警报

器7都将不发声警报，同时，若之前忽略了蜂鸣提醒装置5的提示拔钥匙警报，钥匙依然插在

门锁锁眼14内，则此时蜂鸣提醒装置5将再次持续发声警报，提示钥匙忘拔了，此时，返回拔

钥匙的程序过程与进门程序过程相同，若此前钥匙已拔出，则蜂鸣提醒装置5不发声警报，

程序将返回初始，并不断的测量判断端口I1状态，结束出门过程。

[0034] 实施例三

[0035] 请参照附图1、附图2、附图3、附图8、附图9、附图10、附图11，本实施例中，其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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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施例一相同，区别仅在于钥匙插入触发开关6的结构不同；本实施例中所述钥匙插入触

发开关6包括一配有继电器的干簧管继电器磁控模块10、钥匙触发辅助装置11，所述干簧管

继电器磁控模块10包括感应磁铁101、干簧管继电器模块102，所述钥匙触发辅助装置11包

括底座111、圆形的转盘112，转盘复位弹簧113，所述底座111上设有一转轴1111，所述转盘

112的中心穿过所述转轴1111并活动设在所述底座111上，使所述转盘112在所述底座111上

可自由转动，所述转盘112一边上设有一孔径大小与门锁锁眼14的大小相适配的钥匙通孔

1121，所述转盘复位弹簧113两端分别固定在所述底座111与所述转盘112上，所述干簧管继

电器模块102连接有电源输入端，所述干簧管继电器模块102的常开端（M4，M6）串接所述蜂

鸣提醒装置5的电源输入端，所述感应磁铁101对称所述钥匙通孔1121固定设在所述转盘

112另一边边缘处，所述干簧管继电器磁控模块10、钥匙触发辅助装置11安装在所述门锁锁

眼14边，并调整好适当位置，所述干簧管继电器模块102的干簧管设在所述钥匙触发辅助装

置11旁，使当钥匙穿过所述钥匙通孔1121并插入门锁锁眼14内时，所述感应磁铁101正对靠

近所述干簧管继电器模块102的干簧管并触发其闭合，使所述干簧管继电器模块102的常开

端（M4，M6）闭合，当钥匙拔出时，所述转盘112回位带动其上的感应磁铁101远离所述干簧管

继电器模块102的干簧管，使所述干簧管继电器模块102的干簧管断开，所述干簧管继电器

模块102的常开端（M4，M6）断开。

[0036] 本实施例中转盘112可选用亚克力等透明材质制成，方便用户快速旋转对准门锁

锁眼14并插入钥匙。

[0037] 首先以进门为例说明，请参照附图1、附图2、附图3、附图4、附图5，附图2中，I1=1

（高电平）表示热释电感应模块1探测到门外区域12有活动人体红外信号，I1=0（低电平）表

示在门外区域12未探测到活动人体红外信号，I2=1(高电平)表示继电器4线圈端得电，其常

开端（M1，M3）闭合，常闭端（M1，M2）断开，I2=0（低电平）表示继电器4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

（M1，M2）闭合，常开端（M1，M3）断开；钥匙忘拨及门未关提醒装置接通电源后，单片机2的内

部程序首先初始化，把I1设置为输入端口，把I2设置为输出端口，初始状态下门外区域12未

出现活动人体红外信号，则I1=0，设置I2=0，继电器4的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

预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其电路预接通状态是指只有继电器4的常闭端（M1，M2）闭合时

的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状态，此时蜂鸣提醒装置5还是不会发声警报；只有当继电器4的常闭

端（M1，M2）与钥匙插入触发开关6的常开端同时闭合时，则为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接通状态，

蜂鸣提醒装置5则将发声警报），常开端（M1，M3）断开，断开门磁警报器7电路，初始时门锁锁

眼14内未插有钥匙，接下来程序将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当人从外面回来时会先

经过门外区域12，热释电感应模块1探测到门外区域12有人活动时，将输出高电平并传送给

单片机2的输入端口I1，则I1=1，设置I2=1，单片机2的输出端口I2输出高电平，经继电器驱

动电路3放大后连接到继电器4的线圈端，继电器4线圈端得电，其常开端（M1，M3）闭合，预接

通门磁警报器7电源电路（其电源电路预接通状态是指继电器4的常开端（M1，M3）闭合，接通

了门磁警报器7电源，但门磁警报器7自身的触发开关未被触发，此时门磁警报器7不发声警

报；只有当继电器4的常开端（M1，M3）闭合，门磁警报器7的电源为接通状态，且门打开时将

门磁警报器7自身的触发开关触发，则门磁警报器7将发声警报），常闭端（M1，M2）断开，断开

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初始时门是关闭的，所以门磁警报器7自身的触发开关未被触发，则门

磁警报器7不发声警报；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当人走出门外区域12进入热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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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感应模块1探测不到的门口开门区域13并插入钥匙开锁进门，I1=0时，则I2=0，继电器4的

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预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常开端（M1，M3）断开，断开

门磁警报器7电路，此时即使打开了门，门磁警报器7也不会发声报警，同时当钥匙插入门锁

锁眼14内时，干簧管继电器模块102的常开端(M4，M6)将闭合，会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蜂鸣

提醒装置5发声警报，提示钥匙已插入记得拔钥匙；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只

要人未出现在门外区域12，则将保持I1=0，I2=0，只要钥匙未拔出，则蜂鸣提醒装置5将持续

发声警报，提示钥匙已插入记得拔钥匙，当人拔出钥匙后，干簧管继电器模块102的常开端

(M4，M6)将断开，蜂鸣提醒装置5停止警报，则程序将返回初始，并不断的测量判断端口I1状

态，人进入房内，关好门结束进门过程。

[0038] 现以出门为例说明，初始时人在房内，热释电感应模块1探测不到门外区域12有人

活动，则I1=0，设置I2=0，继电器4的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预接通蜂鸣提醒装

置5，常开端（M1，M3）断开，断开门磁警报器7电路，初始时门锁锁眼14内未插有钥匙，程序不

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此时打开房门，门磁警报器7也不会发声报警，当人进入门口

开门区域13时，热释电感应模块1依然探测不到门外区域12有人活动，保持I1=0，则I2=0，当

插入钥匙反锁房门时，干簧管继电器模块102的常开端(M4，M6)将闭合，会接通蜂鸣提醒装

置5，蜂鸣提醒装置5发声警报，提示钥匙已插入记得拔钥匙，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

判断，此时若不拔出钥匙，则蜂鸣提醒装置5将持续发声警报，当拔出钥匙后，干簧管继电器

模块102的常开端(M4，M6)将断开，蜂鸣提醒装置5将停止发声警报；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

行测量判断，若人忽略蜂鸣提醒装置5的警报，且从门口开门区域13进入门外区域12时，则

I1=1，设置I2=1，继电器4线圈端得电，其常开端（M1，M3）闭合，预接通门磁警报器7电源电

路，常闭端（M1，M2）断开，断开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此时无论门锁锁眼14上是否插有钥匙，

蜂鸣提醒装置5都将不发声警报，同时若门已关，则门磁警报器7不发声警报，若门未关，则

触发门磁警报器7自身的触发开关，门磁警报器7将发声警报，提示人门未关需返回关门，若

门未关，且人一直处在门外区域12时，则门磁警报器7将持续发声警报；程序不断的对I1端

口进行测量判断，当人从门外区域12返回门口开门区域13区去关门，I1=0时，则I2=0，继电

器4的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预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常开端（M1，M3）断

开，断开门磁警报器7电路，门磁警报器7将停止发声警报，若此前忽略了蜂鸣提醒装置5的

发声警报，此时将再次响起提示钥匙未拔警报，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当人关

好门后，从门口开门区域13进入门外区域12时，则I1=1，设置I2=1，继电器4线圈端得电，其

常开端（M1，M3）闭合，预接通门磁警报器7电源电路，常闭端（M1，M2）断开，断开蜂鸣提醒装

置5电路，此时门已关，则门磁警报器7将不发声提醒；程序不断的对I1端口进行测量判断，

当人离开门外区域12后，I1=0时，则I2=0，继电器4的线圈端失电，其常闭端（M1，M2）闭合，预

接通蜂鸣提醒装置5电路，常开端（M1，M3）断开，断开门磁警报器7电路，此时无论门是否关

闭，门磁警报器7都将不发声警报，同时，若之前忽略了蜂鸣提醒装置5的提示拔钥匙警报，

钥匙依然插在门锁锁眼14内，则此时蜂鸣提醒装置5将再次持续发声警报，提示钥匙忘拔

了，此时，返回拔钥匙的程序过程与进门程序过程相同，若此前钥匙已拔出，则蜂鸣提醒装

置5不发声警报，程序将返回初始，并不断的测量判断端口I1状态，结束出门过程。

[0039] 本专利的钥匙插入触发开关6还有多种装置可实现同样的功能，如将实施例三中

的干簧管继电器磁控模块10改用TCRT5000光电管继电器模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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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本专利对于单片机、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等部件的电源电路未详述，是因为该技

术属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未述部分与现有技术相同。

[0041] 本专利中蜂鸣提醒装置5的提示声可与门磁警报器7的警报声有所区别利于区分

是何报警，且蜂鸣提醒装置5的提示声应设置为柔和音，如“叮咚”之类提示声。

[0042]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实

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的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

或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因此本领域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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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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