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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钥匙联动门把

手，包括门把手和底座板，门把手设置在

底座板上，所述门把手内设有提醒电路，

该提醒电路包括通过导线串联成回路的电

源、提示灯和声音提示装置；所述底座板

上开设有一凹槽，锁孔设置在该凹槽内，

位于锁孔正下方的凹槽内表面上设有红外

线发射器，位于锁孔正上方的凹槽内表面

上设有与红外线发射器相对应的红外线接

收器；所述红外线发射器和红外线接收器

通过导线与微处理器串联连接，所述微处

理器通过导线与所述提示灯和声音提示装

置并联连接。本实用新型的红外线发射器

和接收器分别设置在钥匙孔正上、下方，

且与微处理器串联连接，用以探测钥匙是

否拔出，结构简单、价格低廉、节约电

量，延长各部件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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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钥匙联动门把手，包括门把手(1)和底座板(2)，门把手(1)设置在底座

板(2)上，其特征在于：所述门把手(1)内设有提醒电路，该提醒电路包括通过导

线串联成回路的电源、提示灯(11)和声音提示装置(12)；所述底座板(2)上开设有

一凹槽(21)，锁孔(22)设置在该凹槽(21)内，位于锁孔(22)正下方的凹槽(21)内表

面上设有红外线发射器(3)，位于锁孔(22)正上方的凹槽(21)内表面上设有与红外

线发射器(3)相对应的红外线接收器(4)；所述红外线发射器(3)和红外线接收器(4)

通过导线与微处理器串联连接，所述微处理器通过导线与所述提示灯(11)和声

音提示装置(12)并联连接。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钥匙联动门把手(1)，其特征在于：所述门把手(1)

的上表面还设有压力开关(13)，该压力开关(13)与所述提醒电路串联连接。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钥匙联动门把手(1)，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线发

射器(3)、红外线接收器(4)与锁孔(22)中心在同一竖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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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钥匙联动门把手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钥匙提醒装置，更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钥匙联动

门把手。 

[0003]    背景技术： 

[0004]    日前，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工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

们进出开门或锁门时忘记拔下钥匙时常发生，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记忆

力不好，给小偷以可趁之机，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了潜在的危险。 

[0005]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201320192915.8 公开了一种具有忘拔钥匙提醒功能

的锁，包括锁本体和锁孔，锁孔的底部设置金属块，金属块位于锁孔内的部分

呈半球形，金属块位于锁孔外的部分连接弹簧；锁本体上还设置电路，电路包

括电源和扬声器，只要把钥匙插入锁孔时，金属块将电路连通，扬声器发声，

只要不把钥匙从锁孔内拔出，电路一直处于接通状态，扬声器一直发声，提醒

使用者拔出钥匙，该具有提醒功能的锁，结构复杂，成本高，且其本身是一种

机械装置，有一定的寿命，在长时间使用时，金属块磨损变形，会导致控制失

灵。 

[0006]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201020207026.0 公开了一种忘带钥匙提醒装置，包

括红外线发射电路、接收电路和提醒电路，发射电路安装在门框上面，接收电

路安装在门板上面，当门打开和闭合时红外线发射、接收电路进行相应的操

作，其解决了机械装置的磨损导致控制失灵的问题，但该装置只有当门打开

时，接收管 PT5301A 接收不到信号，给单稳态电路一个触发信号，单稳态电路

给出高电平驱动发光二极管进行闪烁，音乐芯片才会发出“请带好钥匙”的提

示，当门关上时，接收管 PT5301A 能接收到信号，单稳态电路输出低电平不工

作，音乐芯片停止提示，而此时提示音停止，人们关门后离开，还是会经常因

出神或匆忙而忘记拔走钥匙，仍然存在不安全的隐患。 

[0007]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钥匙联动门

把手，通过在钥匙孔上下方设置红外线发射器和接收器，用以探测钥匙是否拔

出，并通过声光进行提醒，结构简单、价格低廉。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解决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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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一种钥匙联动门把手，包括门把手和底座板，门把手设置在底座板

上，其特征在于：所述门把手内设有提醒电路，该提醒电路包括通过导线串联

成回路的电源、提示灯和声音提示装置；所述底座板上开设有一凹槽，锁孔设

置在该凹槽内，位于锁孔正下方的凹槽内表面上设有红外线发射器，位于锁孔

正上方的凹槽内表面上设有与红外线发射器相对应的红外线接收器；所述红外

线发射器和红外线接收器通过导线与微处理器串联连接，所述微处理器通过导

线与所述提示灯和声音提示装置并联连接。 

[0011]    作为改进，所述门把手的上表面还设有压力开关，该压力开关与所述

提醒电路串联连接。 

[0012]    作为改进，所述红外线发射器、红外线接收器与锁孔中心在同一竖直

线上。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4]    本实用新型的红外线发射器和接收器分别设置在钥匙孔正上、下方，

且与微处理器串联连接，用以探测钥匙是否拔出，同时，在门把手上设有压力

开关，若钥匙未拔出，与微处理器相连的线路不导通，当开门或锁门时，门把

手上的压力开关与提醒电路形成闭合回路，提示灯和声音提示装置就会发出提

示，提醒人们钥匙未拔；反之，与微处理器相连的线路导通，不会发出提示，

结构简单、价格低廉、节约电量，延长各部件的使用寿命。 

[0015]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7]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1 中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 2 为实施例 1 中的电原理图； 

[0019]    图 3 为实施例 2 中门把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 4 为实施例 2 中的电原理图。 

[0021]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范围进

行限定。 

[0023]    实施例 1 

[0024]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一种钥匙联动门把手，包括门把手 1 和底座板 2，

门把手 1 设置在底座板 2 上，所述门把手 1 内设有提醒电路，该提醒电路包括

通过导线串联成回路的电源、提示灯 11 和声音提示装置 12；所述提示灯 11 和

声音提示装置 12 均设置在门把手 1 的侧面，提示比较显眼，方便视力或听力不

好的老人使用；所述底座板 2 上开设有一凹槽 21，锁孔 22 设置在该凹槽 21

内，位于锁孔 22 正下方的凹槽 21 内表面上设有红外线发射器 3，位于锁孔 22

正上方的凹槽 21 内表面上设有与红外线发射器 3 相对应的红外线接收器 4，所

述红外线发射器 3、红外线接收器 4 与锁孔 22 中心在同一竖直线上；所述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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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发射器 3 和红外线接收器 4 通过导线与微处理器串联连接，以探测钥匙是否

拔出，微处理器通过导线与所述提示灯 11 和声音提示装置 12 并联连接，当钥

匙未拔出时，红外线发射器 3 发出的信号刚好被钥匙阻挡，而红外线接收器 4

接收不到信号，此时与其串联连接的微处理器经分析处理后，与其相连的线路

断开，而提醒电路导通，发出声光提示，提醒人们及时拔出钥匙；当钥匙拔出

后，红外线接收器 4 接收到发射信号后，经微处理器处理后，与其相连的线路

导通，由于该微处理器与提示灯 11 和声音提示装置 12 并联，此时，提示灯 11

和声音提示装置 12 短路，不会发出声光提示。 

[0025]    实施例 2 

[0026]    如图 3 和图 4 所示，其中与实施例 1 中相同或相应的部件采用与实施例

1 相应的附图标记，为简便起见，下文仅描述与实施例 1 的区别点。该实施例 2

与图 1 所示的实施例 1 的不同之处在于：为了避免人们刚将钥匙插进锁孔 22 还

没开门或锁门时，提示灯 11 和声音提示装置 12 发出提示，在所述门把手 1 的

上表面还设有压力开关 13，该压力开关 13 与所述提醒电路串联连接，当钥匙

插进锁孔 22 时，虽然红外线接收器 4 接收不到发射信号，与微处理器相连的线

路断开，但提醒电路也不通，只有当人们握住门把手 1 开门或关门时，压力开

关 13 接通提醒电路，提示灯 11 和声音提示装置 12 发出提示，提醒人们及时拔

出钥匙；当钥匙拔出后，整个电路都处于常开状态，节约电量，延长各部件的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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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