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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带录音留言功能的

遥控门铃系统，包括底座、门铃主机和设置在门

铃主机前端面上的门铃按钮开关，底座从左至右

依次设置有门铃安装槽、电池安装槽和留言机安

装槽，电池安装槽内设置有充电电池，底座的后

端面上设置有胶粘层，门铃安装槽的底面上固定

粘接有第一橡胶定位垫，电池安装槽的底面上固

定粘接有第二橡胶定位垫，留言机安装槽的底面

上固定粘接有第三橡胶定位垫；留言机包括留言

机壳体、摄像头、录音话筒、留言按钮开关和液晶

显示屏，留言机壳体的前端面上固定设置有留言

提示灯。上述技术方案，结构设计合理、结构简

单、外形新颖、功能多、使用方便、实用性好且安

装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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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录音留言功能的遥控门铃系统，包括底座(1)、门铃主机(2)和设置在门铃主

机(2)前端面上的门铃按钮开关(3)，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从左至右依次设置有门铃安

装槽(11)、电池安装槽(12)和留言机安装槽(13)，所述门铃按钮开关(3)安装在门铃安装槽

(11)内，所述电池安装槽(12)内设置有充电电池(4)，所述留言机安装槽(13)内设置有留言

机(5)，所述充电电池(4)给门铃主机(2)和留言机(5)供电；所述底座(1)的后端面上设置有

胶粘层(10)，所述门铃安装槽(11)的底面上固定粘接有第一橡胶定位垫(7)，电池安装槽

(12)的底面上固定粘接有第二橡胶定位垫(8)，留言机安装槽(13)的底面上固定粘接有第

三橡胶定位垫(9)；所述留言机(5)包括留言机壳体(51)、摄像头(52)、录音话筒(53)、留言

按钮开关(54)和液晶显示屏(55)，所述液晶显示屏(55)和留言按钮开关(54)均安装在留言

机壳体(51)的前端面上，摄像头(52)和录音话筒(53)安装在留言机壳体(51)内，留言机壳

体(51)的前端面对准摄像头位置设置有摄像通孔(56)，留言机壳体(51)的前端面对准录音

话筒位置设置有录音通孔(57)，且留言机壳体(51)的前端面上固定设置有留言提示灯

(5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录音留言功能的遥控门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门铃

主机(2)包括发射器和接收器，所述发射器包括按键电路(21)，所述接收器包括扬声器

(22)、微处理器装置(23)、wifi装置(24)和无线开关(25)，所述按键电路(21)与微处理器装

置(23)连接，所述微处理器装置(23)通过无线开关(25)与扬声器(22)连接，所述门铃主机

(2)的主机壳对准扬声器处设置有扬声孔(26)。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带录音留言功能的遥控门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按键

电路(21)连接有无线发射装置(27)，所述微处理器装置(23)连接有无线接收装置(28)，无

线接收装置(28)与无线发射装置(27)匹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录音留言功能的遥控门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门铃

按钮开关(3)与门铃安装槽(11)的底面通过螺钉连接固定；所述充电电池(4)上套设有电池

定位架(6)，所述电池定位架(6)与电池安装槽(12)的底面通过螺钉连接固定；所述留言机

(5)与留言机安装槽(13)的底面通过螺钉连接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录音留言功能的遥控门铃系统，其特征在于：留言机壳

体(51)内设置有程序控制集成芯片(59)和多媒体解码器(510)，所述摄像头(52)和录音话

筒(53)均连接于多媒体解码器(510)的输入端，多媒体解码器(510)的输出端连接程序控制

集成芯片(59)的输入端，程序控制集成芯片(59)的输出端连接有存储卡(511)和TV-OUT接

口(512)，且留言提示灯(58)与程序控制集成芯片(59)的输出端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录音留言功能的遥控门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

电池(4)为锂电池或镍氢电池，充电电池(4)通过导线或铜片分别与门铃主机(2)和留言机

(5)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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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录音留言功能的遥控门铃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门铃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带录音留言功能的遥控门铃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遥控门铃一般包括一设置于室外的按钮和一设置于室内门附近墙壁上的

门铃主体，门铃主体内设扬声器，当按钮被施以按压动作时，门铃主体内扬声器便发出铃声

以告知屋内的主人。然而该种遥控门铃还存在不足：结构设置不合理，外形较单调，单独设

置于墙壁上会给整个室内空间造成一种突兀、不和谐的感觉，不符合现代人对室内设计完

美和谐的要求；且现有的遥控门铃功能较单一，实用性差，不符合产品功能多样化的发展要

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设计合理、结构

简单、外形新颖、功能多、使用方便、实用性好且安装容易的带录音留言功能的遥控门铃系

统。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带录音留言功能的遥控

门铃系统，包括底座、门铃主机和设置在门铃主机前端面上的门铃按钮开关，所述底座从左

至右依次设置有门铃安装槽、电池安装槽和留言机安装槽，所述门铃按钮开关安装在门铃

安装槽内，所述电池安装槽内设置有充电电池，所述留言机安装槽内设置有留言机，所述充

电电池给门铃主机和留言机供电；所述底座的后端面上设置有胶粘层，所述门铃安装槽的

底面上固定粘接有第一橡胶定位垫，电池安装槽的底面上固定粘接有第二橡胶定位垫，留

言机安装槽的底面上固定粘接有第三橡胶定位垫；所述留言机包括留言机壳体、摄像头、录

音话筒、留言按钮开关和液晶显示屏，所述液晶显示屏和留言按钮开关均安装在留言机壳

体的前端面上，摄像头和录音话筒安装在留言机壳体内，留言机壳体的前端面对准摄像头

位置设置有摄像通孔，留言机壳体的前端面对准录音话筒位置设置有录音通孔，且留言机

壳体的前端面上固定设置有留言提示灯。

[000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门铃主机包括发射器和接收器，所述发射器包括

按键电路，所述接收器包括扬声器、微处理器装置、wifi装置和无线开关，所述按键电路与

微处理器装置连接，所述微处理器装置通过无线开关与扬声器连接，所述门铃主机的主机

壳对准扬声器处设置有扬声孔。

[0006] 本实用新型还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按键电路连接有无线发射装置，所述微处理器

装置连接有无线接收装置，无线接收装置与无线发射装置匹配。

[0007] 本实用新型还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门铃按钮开关与门铃安装槽的底面通过螺钉连

接固定；所述充电电池上套设有电池定位架，所述电池定位架与电池安装槽的底面通过螺

钉连接固定；所述留言机与留言机安装槽的底面通过螺钉连接固定。

[0008] 本实用新型还进一步设置为：留言机壳体内设置有程序控制集成芯片和多媒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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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器，所述摄像头和录音话筒均连接于多媒体解码器的输入端，多媒体解码器的输出端连

接程序控制集成芯片的输入端，程序控制集成芯片的输出端连接有存储卡和TV-OUT接口，

且留言提示灯与程序控制集成芯片的输出端连接。

[0009] 本实用新型还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充电电池为锂电池或镍氢电池，充电电池通过

导线或铜片分别与门铃主机和留言机电连接。

[0010]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结构设置更加合理，当主人不

在家时，主人可以通过手机无线控制无线开关断开，使按键电路与扬声器之间的回路断开，

即使有人触发按键电路，也不能触发扬声器工作，从而起到节能的目的；另外，可以通过留

言机进行留言，并通过录音话筒录制留言人的声音，通过摄像头录制留言人的影像，使得主

人方便知道来访者身份；结构设计合理、结构简单、外形新颖、功能多、使用方便、实用性好

且安装容易，维护或更换操作方便。

[0011]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整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底座的主视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底座的后视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留言机的电路框图；

[0016]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门铃主机的结构框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在本实施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如出现术语“中心”、“上”、“下”、“左”、“右”、

“竖直”、“水平”、“内”、“外”、“前”、“后”等，其所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

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

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

的限制。此外，如出现术语“第一”、“第二”、“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

示相对重要性。

[0018] 参见图1、图2、图3、图4和图5，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带录音留言功能的遥控门铃

系统，包括底座1、门铃主机2和设置在门铃主机2前端面上的门铃按钮开关3，所述底座1从

左至右依次设置有门铃安装槽11、电池安装槽12  和留言机安装槽13，所述门铃按钮开关3

安装在门铃安装槽11内，所述电池安装槽12内设置有充电电池4，所述留言机安装槽13内设

置有留言机5，所述充电电池4给门铃主机2和留言机5供电；所述底座1的后端面上设置有胶

粘层  10，所述门铃安装槽11的底面上固定粘接有第一橡胶定位垫7，电池安装槽12 的底面

上固定粘接有第二橡胶定位垫8，留言机安装槽13的底面上固定粘接有第三橡胶定位垫9；

所述留言机5包括留言机壳体51、摄像头52、录音话筒53、留言按钮开关54和液晶显示屏55，

所述液晶显示屏55和留言按钮开关54均安装在留言机壳体51的前端面上，摄像头52和录音

话筒53安装在留言机壳体51  内，留言机壳体51的前端面对准摄像头位置设置有摄像通孔

56，留言机壳体  51的前端面对准录音话筒位置设置有录音通孔57，且留言机壳体51的前端

面上固定设置有留言提示灯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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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作为优选的，所述摄像头52、录音话筒53、液晶显示屏55和留言提示灯  58均与留

言机壳体51通过现有的胶水粘接固定；现有的胶水采用免钉胶或玻璃胶；留言按钮开关54

与留言机壳体51通过现有的螺钉连接固定。所述胶粘层  10为不干胶层或现有的3M双面胶

层。

[0020] 为使本实用新型结构设置更加合理，作为优选的，本实施例所述门铃主机2  包括

发射器和接收器，所述发射器包括按键电路21，所述接收器包括扬声器22、微处理器装置

23、wifi装置24和无线开关25，所述按键电路21与微处理器装置23连接，所述微处理器装置

23通过wifi装置24用于与手机无线连接，所述微处理器装置23通过无线开关25与扬声器22

连接，用手机通过无线网络控制无线开关25，所述门铃主机2的主机壳对准扬声器处设置有

扬声孔26。

[0021] 所述按键电路21连接有无线发射装置27，所述微处理器装置23连接有无线接收装

置28，无线接收装置28与无线发射装置27匹配。

[0022] 所述门铃按钮开关3与门铃安装槽11的底面通过螺钉连接固定；所述充电电池4上

套设有电池定位架6，所述电池定位架6与电池安装槽12的底面通过螺钉连接固定；所述留

言机5与留言机安装槽13的底面通过螺钉连接固定。

[0023] 留言机壳体51内设置有程序控制集成芯片59和多媒体解码器510，所述摄像头52

和录音话筒53均连接于多媒体解码器510的输入端，多媒体解码器510 的输出端连接程序

控制集成芯片59的输入端，程序控制集成芯片59的输出端连接有存储卡511和TV-OUT接口

512，且留言提示灯58与程序控制集成芯片  59的输出端连接。TV-OUT接口512通过导线与液

晶显示屏55连接；TV-OUT接口512用于视频和音频输出。存储卡511采用SD卡。

[0024] 所述充电电池4为锂电池或镍氢电池，充电电池4通过导线或铜片分别与门铃主机

2和留言机5电连接。

[0025] 实际应用时，当主人不在家时，主人可以通过手机无线控制无线开关断开，使按键

电路与扬声器之间的回路断开，即使有人触发按键电路，也不能触发扬声器工作，从而起到

节能的目的；另外，可以通过留言机进行留言，并通过录音话筒录制留言人的声音，通过摄

像头录制留言人的影像，使得主人方便知道来访者身份；结构设计合理、结构简单、外形新

颖、功能多、使用方便、实用性好且安装容易，维护或更换操作方便。

[0026] 上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描述，只用于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说明，不

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定，本领域的技术工程师根据上述实用新型的内容对

本实用新型作出一些非本质的改进和调整均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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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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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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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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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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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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