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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

接收器，包括无线发射器和无线接收器，所述无

线发射器包括第一下壳体、发射主控线路板和第

一上壳体，所述第一下壳体上具有电池槽，所述

电池槽的两端安装有电池正负极弹簧，所述电池

正负极弹簧与发射主控线路板相连，所述发射主

控线路板上设有红外探头、指示灯模块和光感应

模块，所述第一上壳体通过紧固件与第一下壳体

相连，所述第一上壳体上开设有与红外探头相适

配的通槽，所述无线接收器包括第二下壳体、接

收主控线路板、第二上壳体和压线夹，所述接收

主控线路板安装与第二下壳体内，所述第二上壳

体的两端安装有压线夹。该装置能够实现黑暗

中，通过人体感应触发夜灯点亮，并且具有调光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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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无线发射器和无线接收器，所

述无线发射器包括第一下壳体(11)、发射主控线路板(13)和第一上壳体(18)，所述第一下

壳体(11)上具有用以安装电池的电池槽(12)，所述电池槽(12)的两端安装有电池正负极弹

簧(17)，所述电池正负极弹簧(17)与发射主控线路板(13)相连，所述发射主控线路板(13)

上设有红外探头(14)、指示灯模块(15)和光感应模块(16)，所述第一上壳体(18)通过紧固

件与第一下壳体(11)相连，所述发射主控线路板(13)安装于第一上壳体(18)与第一下壳体

(11)组成的内腔中，所述第一上壳体(18)上开设有与红外探头(14)相适配的通槽(180)，所

述无线接收器包括第二下壳体(21)、接收主控线路板(22)、第二上壳体(23)和压线夹(24)，

所述接收主控线路板(22)安装与第二下壳体(21)内，所述第二上壳体(23)通过紧固件安装

于第二下壳体(21)的上方，所述第二上壳体(23)的两端设有进线座(230)，所述进线座

(230)上安装有压线夹(2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进线座

(230)上设有两个进线槽，所述进线座(230)的两侧对称设有插槽(231)，所述压线夹(24)的

两侧对称设有与插槽(231)相适配的插架(241)，所述插槽(231)的外壁与插架(241)的内壁

分别设有防脱卡齿，所述压线夹(24)顶部的一侧具有向外延伸的挡边(242)，所述第二上壳

体(23)上设有与挡边(242)相适配的阶梯限位槽(232)。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射主控

线路板(13)上设有第一主芯片U1(131)、人体感应电路(132)、光感应控制电路(133)、工作

指示灯电路(134)、供电干电池(135)和无线发射电路(136)，所述供电干电池(135)与第一

主芯片U1(131)的第一引脚相连，所述供电干电池(135)与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一引脚

的连接端并联有第一电容C1，所述光感应控制电路(133)与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二引

脚、第三引脚相连，所述无线发射电路(136)与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四引脚相连，所述工

作指示灯电路(134)与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五引脚、第六引脚相连，所述人体感应电路

(132)与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七引脚相连，所述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八引脚悬空。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人体感应

电路(132)包括第三芯片U3、第二电容C2、第四电阻R4，所述第三芯片U3的第一引脚与供电

干电池(135)相连，所述供电干电池(135)与第三芯片U3的第一引脚的连接端并联有第二电

容C2，所述第三芯片U3的第二引脚通过第四电阻R4与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七引脚相连，

所述第三芯片U3的第三引脚接地。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感应控

制电路(133)包括对码按钮、光敏电阻、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第八电容C8，所述对码按

钮、光敏电阻、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依次串联，所述对码按钮与供电干电池(135)的负极

相连，所述第三电阻R3与供电干电池(135)的正极相连，所述第八电容C8的一端、第一主芯

片U1(131)的第二引脚均与对码按钮、光敏电阻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八电容C8的另一

端、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三引脚均与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的串联节点相连。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指示

灯电路(134)包括第一电阻R1、第一发光二极管D1、第二发光二极管D2，所述第一电阻R1的

一端与供电干电池(135)的负极相连，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并联有第一发光二极管D1、第二

发光二极管D2，所述第一发光二极管D1、第二发光二极管D2分别与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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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脚、第六引脚相连。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发射

电路(136)包括第二芯片U2、第二变压器T2、第五电阻R5、第三电容C3、第四电容C4、第五电

容C5、第六电容C6、第七电容C7、第八电容C8、第一电感L1、第二电感L2和天线，所述第二芯

片U2的第一引脚依次与第七电容C7、第二电感L2、第八电容C8相串联，所述第一电感L1的一

端与供电干电池(135)的正极相连，第一电感L1的另一端与第二芯片U2的第一引脚、第七电

容C7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天线并联于第二电感L2、的串联节点上，所述第二芯片U2的第二

引脚接地，所述第二芯片U2的第三引脚与供电干电池(135)的正极相连，所述第三电容C3、

第四电容C4分别并联于第二芯片U2的第三引脚与供电干电池(135)的串联节点上，所述第

二芯片U2的第四引脚与第二变压器T2、第六电容C6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二芯片U2的第

五引脚与第二变压器T2、第五电容C5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四引脚

与第二芯片U2的第六引脚、第五电阻R5的串联节点相连。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主控

线路板(22)上设有第四主芯片U4(221)、无线接收电路(222)、调光控制电路(223)、无线对

码键(224)、整流稳压电路(225)和输出转接口(226)，所述整流稳压电路(225)与第四主芯

片U4(221)的第一引脚相连，所述整流稳压电路(225)与第四主芯片U4(221)的第一引脚的

连接端并联有第九电容C9，所述整流稳压电路(225)通过输出转接口(226)与调光控制电路

(223)相连，所述调光控制电路(223)与第四主芯片U4(221)的第三引脚相连，所述无线对码

键(224)与第四主芯片U4(221)的第四引脚相连，所述无线接收电路(222)与第四主芯片U4

(221)的第六引脚相连，所述第四主芯片U4(221)的第二引脚、第五引脚、第七引脚、第八引

脚均悬空。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光控制

电路(223)包括第五芯片U5、第六电阻R6、第七电阻R7、第八电阻R8、第九电阻R9、第十电阻

R10、第十一电阻R11、第十二电阻R12、第十三电阻R13、第十四电阻R14、第二电感L2、第四二

极管D4、第五二极管D5、第六二极管D6、第七二极管D7、第十电容C10、第十一电容C11、第十

二电容C12、第十三电容C13、第一稳压二极管Z1、第二稳压二极管Z2，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

一引脚接地，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二引脚通过第六电阻R6与第四主芯片U4(221)的第三引

脚相连，所述第七电阻R7的一端接地，第七电阻R7的另一端与第六电阻R6、第四主芯片U4

(221)的第三引脚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三引脚通过第十二电容C12接地，

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四引脚通过第十三电阻R13与第七二极管D7、第五二极管D5的串联节

点相连，所述第十二电阻R12的一端与第七二极管D7、第五二极管D5的串联节点相连，第十

二电阻R12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五引脚与第四二极管D4、第二电感L2的串联

节点相连，所述第九电阻R9、第十电阻R10、第十一电阻R11相并联，并联节点的一端接地，并

联节点相连另一端与第五芯片U5的第六引脚相连，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七引脚通过第十一

电容C11接地，所述第十电容C10的一端接地，第十电容C10的另一端与第八电阻R8串联，所

述第五芯片U5的第八引脚与第八电阻R8、第十电容C10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八电阻R8、

第二电感L2的并联节点与整流稳压电路(225)的输出端相连，所述第一稳压二极管Z1、第二

稳压二极管Z2相串联，所述第一稳压二极管Z1的一端与第四二极管D4、第六二极管D6相连，

所述第二稳压二极管Z2的一端与第十三电阻R13、第五芯片U5的第四引脚相连，所述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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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C13、第十四电阻R14的一端接地，第十三电容C13、第十四电阻R14的另一端与第四二极

管D4、第六二极管D6相连，所述第六二极管D6与输出转接口(226)的正极相连，所述第七二

极管D7与输出转接口(226)的负极相连。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接

收电路(222)包括第六芯片U6、第十四电容C14、第十五电容C15、第十六电容C16、第十七电

容C17、第十八电容C18、第十九电容C19、中间继电器CR、天线、第十五电阻R15、第三电感L3、

第四电感L4，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一引脚通过第十八电容C18与第四电感L4相连，所述第四

电感L4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第三电感L3的一端接地，另一端与第十八电容C18、第六芯片U6

的第一引脚相连，所述第十九电容C19的一端接地，另一端与第十八电容C18、第四电感L4的

串联节点相连，所述天线并联于第十八电容C18与第四电感L4的串联节点上，所述第六芯片

U6的第二引脚接地，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三引脚与整流稳压电路(225)的输出端相连，所述

第六芯片U6的第三引脚上还并联有第十四电容C14、第十五电容C15，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

四引脚接地，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五引脚通过第十五电阻R15与第四主芯片U4(221)的第六

引脚相连，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六引脚通过第十七电容C17接地，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七引

脚通过第十六电容C16接地，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八引脚与中间继电器CR相连，所述中间继

电器CR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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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照明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能源的日趋短缺，发展节能环保产品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为了达

到节能的目的，人体感应开关在灯具中得到了日益广泛地应用，尤其是在走廊、楼梯等公共

区域，当环境亮度低时也会有人的活动，这时，为了给人们提供照明，可以应用人体感应开

关，当它感应到有人出现时打开灯、感应到无人出现时关闭灯，在给人们提供照明的同时起

到了一定的节能作用。

[0003] 但是在某些特殊场合，需要在夜晚时即使无人也有适当的照明，以致于不会出现

完全黑暗的情况。此时，由于现有的具有人体感应开关的人体感应灯感应到无人时就会关

闭灯，不能够满足在这些特殊场合下人们对于照明的需求。此外，为了满足在这些特殊场合

下人们的照明需求可以由使用者暂时关闭人体感应开关使灯保持常亮，但是，由于夜晚时

人们对于照明程度的需求相对较低，只按照实际需求给人们提供一定程度的照明即可，而

人体感应灯不具有调光的功能，使灯保持常亮时的照明程度可能超出了人们的实际需求，

浪费了能源，不能达到节能的目的，现提出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提出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

器，能够实现黑暗中，通过人体感应触发夜灯点亮，并且具有调光的功能。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包括无线发

射器和无线接收器，所述无线发射器包括第一下壳体、发射主控线路板和第一上壳体，所述

第一下壳体上具有用以安装电池的电池槽，所述电池槽的两端安装有电池正负极弹簧，所

述电池正负极弹簧与发射主控线路板相连，所述发射主控线路板上设有红外探头、指示灯

模块和光感应模块，所述第一上壳体通过紧固件与第一下壳体相连，所述发射主控线路板

安装于第一上壳体与第一下壳体组成的内腔中，所述第一上壳体上开设有与红外探头相适

配的通槽，所述无线接收器包括第二下壳体、接收主控线路板、第二上壳体和压线夹，所述

接收主控线路板安装与第二下壳体内，所述第二上壳体通过紧固件安装于第二下壳体的上

方，所述第二上壳体的两端设有进线座，所述进线座上安装有压线夹。

[0006] 作为优选，所述进线座上设有两个进线槽，所述进线座的两侧对称设有插槽，所述

压线夹的两侧对称设有与插槽相适配的插架，所述插槽的外壁与插架的内壁分别设有防脱

卡齿，所述压线夹顶部的一侧具有向外延伸的挡边，所述第二上壳体上设有与挡边相适配

的阶梯限位槽。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发射主控线路板上设有第一主芯片U1、人体感应电路、光感应控制

电路、工作指示灯电路、供电干电池和无线发射电路，所述供电干电池与第一主芯片U1的第

一引脚相连，所述供电干电池与第一主芯片U1的第一引脚的连接端并联有第一电容C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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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光感应控制电路与第一主芯片U1的第二引脚、第三引脚相连，所述无线发射电路与第一

主芯片U1的第四引脚相连，所述工作指示灯电路与第一主芯片U1的第五引脚、第六引脚相

连，所述人体感应电路与第一主芯片U1的第七引脚相连，所述第一主芯片U1的第八引脚悬

空。

[0008] 作为优选，所述人体感应电路包括第三芯片U3、第二电容C2、第四电阻R4，所述第

三芯片U3的第一引脚与供电干电池相连，所述供电干电池与第三芯片U3的第一引脚的连接

端并联有第二电容C2，所述第三芯片U3的第二引脚通过第四电阻R4与第一主芯片U1的第七

引脚相连，所述第三芯片U3的第三引脚接地。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光感应控制电路包括对码按钮、光敏电阻、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

R3、第八电容C8，所述对码按钮、光敏电阻、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依次串联，所述对码按

钮与供电干电池的负极相连，所述第三电阻R3与供电干电池的正极相连，所述第八电容C8

的一端、第一主芯片U1的第二引脚均与对码按钮、光敏电阻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八电容

C8的另一端、第一主芯片U1的第三引脚均与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的串联节点相连；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工作指示灯电路包括第一电阻R1、第一发光二极管D1、第二发光二

极管D2，所述第一电阻R1的一端与供电干电池的负极相连，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并联有第

一发光二极管D1、第二发光二极管D2，所述第一发光二极管D1、第二发光二极管D2分别与第

一主芯片U1的第五引脚、第六引脚相连。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无线发射电路包括第二芯片U2、第二变压器T2、第五电阻R5、第三

电容C3、第四电容C4、第五电容C5、第六电容C6、第七电容C7、第八电容C8、第一电感L1、第二

电感L2和天线，所述第二芯片U2的第一引脚依次与第七电容C7、第二电感L2、第八电容C8相

串联，所述第一电感L1的一端与供电干电池的正极相连，第一电感L1的另一端与第二芯片

U2的第一引脚、第七电容C7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天线并联于第二电感L2、的串联节点上，

所述第二芯片U2的第二引脚接地，所述第二芯片U2的第三引脚与供电干电池的正极相连，

所述第三电容C3、第四电容C4分别并联于第二芯片U2的第三引脚与供电干电池的串联节点

上，所述第二芯片U2的第四引脚与第二变压器T2、第六电容C6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二芯

片U2的第五引脚与第二变压器T2、第五电容C5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一主芯片U1的第四

引脚与第二芯片U2的第六引脚、第五电阻R5的串联节点相连。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接收主控线路板上设有第四主芯片U4、无线接收电路、调光控制电

路、无线对码键、整流稳压电路和输出转接口，所述整流稳压电路与第四主芯片U4的第一引

脚相连，所述整流稳压电路与第四主芯片U4的第一引脚的连接端并联有第九电容C9，所述

整流稳压电路通过输出转接口与调光控制电路相连，所述调光控制电路与第四主芯片U4的

第三引脚相连，所述无线对码键与第四主芯片U4的第四引脚相连，所述无线接收电路与第

四主芯片U4的第六引脚相连，所述第四主芯片U4的第二引脚、第五引脚、第七引脚、第八引

脚均悬空。

[0013] 作为优选，所述调光控制电路包括第五芯片U5、第六电阻R6、第七电阻R7、第八电

阻R8、第九电阻R9、第十电阻R10、第十一电阻R11、第十二电阻R12、第十三电阻R13、第十四

电阻R14、第二电感L2、第四二极管D4、第五二极管D5、第六二极管D6、第七二极管D7、第十电

容C10、第十一电容C11、第十二电容C12、第十三电容C13、第一稳压二极管Z1、第二稳压二极

管Z2，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一引脚接地，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二引脚通过第六电阻R6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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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芯片U4的第三引脚相连，所述第七电阻R7的一端接地，第七电阻R7的另一端与第六电

阻R6、第四主芯片U4的第三引脚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三引脚通过第十二

电容C12接地，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四引脚通过第十三电阻R13与第七二极管D7、第五二极

管D5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十二电阻R12的一端与第七二极管D7、第五二极管D5的串联节

点相连，第十二电阻R12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五引脚与第四二极管D4、第二

电感L2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九电阻R9、第十电阻R10、第十一电阻R11相并联，并联节点

的一端接地，并联节点相连另一端与第五芯片U5的第六引脚相连，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七

引脚通过第十一电容C11接地，所述第十电容C10的一端接地，第十电容C10的另一端与第八

电阻R8串联，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八引脚与第八电阻R8、第十电容C10的串联节点相连，所

述第八电阻R8、第二电感L2的并联节点与整流稳压电路的输出端相连，所述第一稳压二极

管Z1、第二稳压二极管Z2相串联，所述第一稳压二极管Z1的一端与第四二极管D4、第六二极

管D6相连，所述第二稳压二极管Z2的一端与第十三电阻R13、第五芯片U5的第四引脚相连，

所述第十三电容C13、第十四电阻R14的一端接地，第十三电容C13、第十四电阻R14的另一端

与第四二极管D4、第六二极管D6相连，所述第六二极管D6与输出转接口的正极相连，所述第

七二极管D7与输出转接口的负极相连。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无线接收电路包括第六芯片U6、第十四电容C14、第十五电容C15、

第十六电容C16、第十七电容C17、第十八电容C18、第十九电容C19、中间继电器CR、天线、第

十五电阻R15、第三电感L3、第四电感L4，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一引脚通过第十八电容C18与

第四电感L4相连，所述第四电感L4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第三电感L3的一端接地，另一端与第

十八电容C18、第六芯片U6的第一引脚相连，所述第十九电容C19的一端接地，另一端与第十

八电容C18、第四电感L4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天线并联于第十八电容C18与第四电感L4的

串联节点上，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二引脚接地，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三引脚与整流稳压电

路的输出端相连，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三引脚上还并联有第十四电容C14、第十五电容C15，

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四引脚接地，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五引脚通过第十五电阻R15与第四

主芯片U4的第六引脚相连，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六引脚通过第十七电容C17接地，所述第六

芯片U6的第七引脚通过第十六电容C16接地，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八引脚与中间继电器CR

相连，所述中间继电器CR接地。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在原有的LED驱动器和灯具之间加入该装置后，就

可以实现黑暗中，通过人体感应触发夜灯点亮。该装置包含了光感应装置，白天时候不会启

动夜灯，并且具有调节夜灯亮度的调光控制电路，用户可以随意设置夜灯的亮度。用户可以

在任何时候打开LED灯具的控制开关，此时夜灯装置不会影响原来的LED灯的使用。该装置

不仅可以节电，并且在半夜起床上卫生间时，灯具不会产生刺眼的感觉，可有效的避免造成

不适感，避免影响再次睡眠。此外，用户不用在黑暗中寻找灯开关，便于使用户。

[0016] 本发明的特征及优点将通过实施例结合附图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无线发射器的结构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无线接收器的结构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发射主控线路板的电路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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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4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接收主控线路板的电路框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第一主芯片U1的电路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人体感应电路的电路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光感应控制电路的电路图；

[0024] 图8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工作指示灯电路的电路图；

[0025] 图9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供电干电池的电路图；

[0026] 图10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无线发射电路的电路图；

[0027] 图11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第四主芯片U4的电路图；

[0028] 图12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无线接收电路的电路图；

[0029] 图13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调光控制电路的电路图；

[0030] 图14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无线对码键的电路图；

[0031] 图15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整流稳压电路的电路图；

[0032] 图16是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的输出转接口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参阅图1、图2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包括无线发射器和无线

接收器，所述无线发射器包括第一下壳体11、发射主控线路板13和第一上壳体18，所述第一

下壳体11上具有用以安装电池的电池槽12，所述电池槽12的两端安装有电池正负极弹簧

17，所述电池正负极弹簧17与发射主控线路板13相连，所述发射主控线路板13上设有红外

探头14、指示灯模块15和光感应模块16，所述第一上壳体18通过紧固件与第一下壳体11相

连，所述发射主控线路板13安装于第一上壳体18与第一下壳体11组成的内腔中，所述第一

上壳体18上开设有与红外探头14相适配的通槽180，所述无线接收器包括第二下壳体21、接

收主控线路板22、第二上壳体23和压线夹24，所述接收主控线路板22安装与第二下壳体21

内，所述第二上壳体23通过紧固件安装于第二下壳体21的上方，所述第二上壳体23的两端

设有进线座230，所述进线座230上安装有压线夹24。

[0034] 进一步地，所述进线座230上设有两个进线槽，所述进线座230的两侧对称设有插

槽231，所述压线夹24的两侧对称设有与插槽231相适配的插架241，所述插槽231的外壁与

插架241的内壁分别设有防脱卡齿，所述压线夹24顶部的一侧具有向外延伸的挡边242，所

述第二上壳体23上设有与挡边242相适配的阶梯限位槽232。

[0035] 参阅图3，所述发射主控线路板13上设有第一主芯片U1131、人体感应电路132、光

感应控制电路133、工作指示灯电路134、供电干电池135和无线发射电路136，第一主芯片U1

为HT66F0021-8P，所述供电干电池135与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一引脚相连，所述供电干电

池135与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一引脚的连接端并联有第一电容C1，所述光感应控制电路

133与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二引脚、第三引脚相连，所述无线发射电路136与第一主芯片

U1131的第四引脚相连，所述工作指示灯电路134与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五引脚、第六引脚

相连，所述人体感应电路132与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七引脚相连，所述第一主芯片U1131的

第八引脚悬空。

[0036] 参阅图6，所述人体感应电路132包括第三芯片U3、第二电容C2、第四电阻R4，所述

第三芯片U3为BS312，所述第三芯片U3的第一引脚与供电干电池135相连，所述供电干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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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与第三芯片U3的第一引脚的连接端并联有第二电容C2，所述第三芯片U3的第二引脚通

过第四电阻R4与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七引脚相连，所述第三芯片U3的第三引脚接地。

[0037] 参阅图7，所述光感应控制电路133包括对码按钮、光敏电阻、第二电阻R2、第三电

阻R3、第八电容C8，所述对码按钮、光敏电阻、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依次串联，所述对码

按钮与供电干电池135的负极相连，所述第三电阻R3与供电干电池135的正极相连，所述第

八电容C8的一端、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二引脚均与对码按钮、光敏电阻的串联节点相连，

所述第八电容C8的另一端、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三引脚均与第二电阻R2、第三电阻R3的串

联节点相连；

[0038] 参阅图8，所述工作指示灯电路134包括第一电阻R1、第一发光二极管D1、第二发光

二极管D2，所述第一电阻R1的一端与供电干电池135的负极相连，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并联

有第一发光二极管D1、第二发光二极管D2，所述第一发光二极管D1、第二发光二极管D2分别

与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五引脚、第六引脚相连。

[0039] 参阅图10，所述无线发射电路136包括第二芯片U2、第二变压器T2、第五电阻R5、第

三电容C3、第四电容C4、第五电容C5、第六电容C6、第七电容C7、第八电容C8、第一电感L1、第

二电感L2和天线，所述第二芯片U2为SYN117，所述第二芯片U2的第一引脚依次与第七电容

C7、第二电感L2、第八电容C8相串联，所述第一电感L1的一端与供电干电池135的正极相连，

第一电感L1的另一端与第二芯片U2的第一引脚、第七电容C7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天线并

联于第二电感L2、的串联节点上，所述第二芯片U2的第二引脚接地，所述第二芯片U2的第三

引脚与供电干电池135的正极相连，所述第三电容C3、第四电容C4分别并联于第二芯片U2的

第三引脚与供电干电池135的串联节点上，所述第二芯片U2的第四引脚与第二变压器T2、第

六电容C6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二芯片U2的第五引脚与第二变压器T2、第五电容C5的串

联节点相连，所述第一主芯片U1131的第四引脚与第二芯片U2的第六引脚、第五电阻R5的串

联节点相连。

[0040] 参阅图4，所述接收主控线路板22上设有第四主芯片U4221、无线接收电路222、调

光控制电路223、无线对码键224、整流稳压电路225和输出转接口226，所述第四主芯片U4为

HT66F0021-8P，所述整流稳压电路225与第四主芯片U4221的第一引脚相连，所述整流稳压

电路225与第四主芯片U4221的第一引脚的连接端并联有第九电容C9，所述整流稳压电路

225通过输出转接口226与调光控制电路223相连，所述调光控制电路223与第四主芯片

U4221的第三引脚相连，所述无线对码键224与第四主芯片U4221的第四引脚相连，所述无线

接收电路222与第四主芯片U4221的第六引脚相连，所述第四主芯片U4221的第二引脚、第五

引脚、第七引脚、第八引脚均悬空。

[0041] 所述整流稳压电路可将220V交流电经变换后输出12V直流电压以及5V直流电压，

其中，12V直流电压为调光控制电路供电，5V直流电压为第四主芯片U4、无线接收电路供电。

[0042] 参阅图13，所述调光控制电路223包括第五芯片U5、第六电阻R6、第七电阻R7、第八

电阻R8、第九电阻R9、第十电阻R10、第十一电阻R11、第十二电阻R12、第十三电阻R13、第十

四电阻R14、第二电感L2、第四二极管D4、第五二极管D5、第六二极管D6、第七二极管D7、第十

电容C10、第十一电容C11、第十二电容C12、第十三电容C13、第一稳压二极管Z1、第二稳压二

极管Z2，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一引脚接地，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二引脚通过第六电阻R6与

第四主芯片U4221的第三引脚相连，所述第七电阻R7的一端接地，第七电阻R7的另一端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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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电阻R6、第四主芯片U4221的第三引脚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三引脚通过

第十二电容C12接地，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四引脚通过第十三电阻R13与第七二极管D7、第

五二极管D5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十二电阻R12的一端与第七二极管D7、第五二极管D5的

串联节点相连，第十二电阻R12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五引脚与第四二极管

D4、第二电感L2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第九电阻R9、第十电阻R10、第十一电阻R11相并联，并

联节点的一端接地，并联节点相连另一端与第五芯片U5的第六引脚相连，所述第五芯片U5

的第七引脚通过第十一电容C11接地，所述第十电容C10的一端接地，第十电容C10的另一端

与第八电阻R8串联，所述第五芯片U5的第八引脚与第八电阻R8、第十电容C10的串联节点相

连，所述第八电阻R8、第二电感L2的并联节点与整流稳压电路225的输出端相连，所述第一

稳压二极管Z1、第二稳压二极管Z2相串联，所述第一稳压二极管Z1的一端与第四二极管D4、

第六二极管D6相连，所述第二稳压二极管Z2的一端与第十三电阻R13、第五芯片U5的第四引

脚相连，所述第十三电容C13、第十四电阻R14的一端接地，第十三电容C13、第十四电阻R14

的另一端与第四二极管D4、第六二极管D6相连，所述第六二极管D6与输出转接口226的正极

相连，所述第七二极管D7与输出转接口226的负极相连。

[0043] 参阅图12，所述无线接收电路222包括第六芯片U6、第十四电容C14、第十五电容

C15、第十六电容C16、第十七电容C17、第十八电容C18、第十九电容C19、中间继电器CR、天

线、第十五电阻R15、第三电感L3、第四电感L4，所述第六芯片U6为SYN531R，所述第六芯片U6

的第一引脚通过第十八电容C18与第四电感L4相连，所述第四电感L4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第

三电感L3的一端接地，另一端与第十八电容C18、第六芯片U6的第一引脚相连，所述第十九

电容C19的一端接地，另一端与第十八电容C18、第四电感L4的串联节点相连，所述天线并联

于第十八电容C18与第四电感L4的串联节点上，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二引脚接地，所述第六

芯片U6的第三引脚与整流稳压电路225的输出端相连，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三引脚上还并

联有第十四电容C14、第十五电容C15，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四引脚接地，所述第六芯片U6的

第五引脚通过第十五电阻R15与第四主芯片U4221的第六引脚相连，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六

引脚通过第十七电容C17接地，所述第六芯片U6的第七引脚通过第十六电容C16接地，所述

第六芯片U6的第八引脚与中间继电器CR相连，所述中间继电器CR接地。

[0044] 本发明工作过程：

[0045] 本发明一种人体感应无线发射器及接收器，在原有的LED驱动器和灯具之间加入

该装置后，就可以实现黑暗中，当人体发出的微量红外线引起热释电红外探头的内部敏感

元件的温度发生变化时，此信号通过无线发射器放大后经天线发送出去，并由无线接收器

的天线接收，然后触发夜灯点亮。光感应控制电路包含了光敏电阻，白天时候不会启动夜

灯，并且具有调节夜灯亮度的调光控制电路，用户可以随意设置夜灯的亮度。用户可以在任

何时候打开LED灯具的控制开关，此时夜灯装置不会影响原来的LED灯的使用。该装置不仅

可以节电，并且在半夜起床上卫生间时，灯具不会产生刺眼的感觉，可有效的避免造成不适

感，避免影响再次睡眠。此外，用户不用在黑暗中寻找灯开关，便于使用户。

[0046] 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说明，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定，任何对本发明简单变换后

的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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