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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室内环境的紧急呼叫装置、发光系统

及其发光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系

统，包括多个紧急呼叫装置、定位装置以及电子

装置。紧急呼叫装置具有通讯模块、测距模块、处

理模块以及发光模块。处理模块根据指示信号而

相对应产生发光信号并传送至发光模块，发光模

块根据发光信号而相对调整光线。当紧急呼叫装

置的测距模块侦测到定位装置距离紧急呼叫装

置在默认距离以內时，紧急呼叫装置的发光模块

根据紧急呼叫装置到定位装置的距离相对应调

整光线。电子装置发送设定信号至紧急呼叫装置

的通讯模块，设定信号用以设定当紧急呼叫装置

的测距模块侦测到定位装置在默认距离以内时，

至少一紧急呼叫装置发出光线。

权利要求书3页  说明书6页  附图5页

CN 108924173 B

2021.03.19

CN
 1
08
92
41
73
 B



1.一种应用于室内环境的紧急呼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紧急呼叫装置包括：

一通讯模块；

一测距模块；

一处理模块；

一发光模块，当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以无线方式接收到一指示信号，所

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处理模块根据所述指示信号而相对应产生一发光信号并传送至所

述发光模块，所述发光模块根据所述发光信号而相对调整光线；以及

一触压模块，其中所述处理模块分别电连接所述测距模块、所述通讯模块、所述触压模

块以及所述发光模块，当所述触压模块接收到一触压信号后，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处

理模块控制所述发光模块发出第一光线并控制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发出一

通知信号至一电子装置的一通讯模块，当所述电子装置接收到所述通知信息后，所述电子

装置的一处理模块产生一接收信号并透过所述电子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传送至所述紧急

呼叫装置，所述紧急呼叫装置根据所述接收信号发出第二光线，所述电子装置的所述处理

模块电连接所述电子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

其中，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透过一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接收所述电子装

置所传送的一设定信号，所述设定信号用以设定当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测距模块侦测

到一定位装置在一默认距离以内时，所述紧急呼叫装置发出光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紧急呼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通讯模

块透过所述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无线联机所述定位装置，所述定位装置设置于用户身上，

当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测距模块透过所述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侦测到所述定位装置

距离所述紧急呼叫装置在所述默认距离以内时，所述发光模块根据所述默认距离相对调整

光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紧急呼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发光模

块更包括一色温控制器，当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通讯模块接收到所述电子装置的所述通讯

模块所传送的一色温调整信号时，所述色温控制器根据色温调整信号来调整所述发光模块

的色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紧急呼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紧急呼叫装置透过所述路由

器或蓝牙方式无线联机一感测床，所述感测床用以侦测用户的一身体活动信号，当所述紧

急呼叫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接收到所述感测床所传送的所述身体活动信号后，所述紧急呼

叫装置的所述处理模块控制所述发光模块相对调整光线。

5.一种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系统包括：

多个紧急呼叫装置，设置于室内环境的至少一处，所述紧急呼叫装置具有一通讯模块、

一测距模块、一处理模块、一触压模块以及一发光模块，所述处理模块分别电连接所述测距

模块、所述通讯模块、所述触压模块以及所述发光模块，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

以无线方式接收到一指示信号，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处理模块根据所述指示信号而相

对应产生一发光信号并传送至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发光模块，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

述发光模块根据所述发光信号而相对调整光线；以及

一电子装置，具有一处理模块与一通讯模块，所述电子装置的所述处理模块电连接所

述电子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所述电子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用以透过一路由器或是蓝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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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发送一设定信号至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所述设定信号用以设定当所述紧

急呼叫装置的所述测距模块侦测到一定位装置距离在一默认距离以内时，至少一紧急呼叫

装置发出光线；

其中，当所述触压模块接收到一触压信号后，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处理模块控制

所述发光模块发出第一光线并控制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发出一通知信号至

所述电子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当所述电子装置接收到所述通知信息后，所述电子装置的

所述处理模块产生一接收信号并透过通讯模块传送至所述紧急呼叫装置，所述紧急呼叫装

置根据所述接收信号发出第二光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发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系统包括所述定位装置，设

置于用户的身上，所述定位装置透过所述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无线联机所述紧急呼叫装置

的所述通讯模块，当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测距模块透过所述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侦测

到所述定位装置距离所述紧急呼叫装置在所述默认距离以内时，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

发光模块根据所述默认距离相对调整光线。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发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发光模块更

包括一色温控制器，当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接收到所述电子装置的所述通讯

模块所传送的一色温调整信号时，所述色温控制器根据色温调整信号来调整所述发光模块

的色温。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发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紧急呼叫装置透过所述路由器或

蓝牙方式无线联机一感测床，所述感测床用以侦测用户的一身体活动信号，当所述紧急呼

叫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接收到所述感测床所传送的所述身体活动信号后，所述紧急呼叫装

置的所述处理模块控制所述发光模块相对调整光线。

9.一种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方法包括：

当一紧急呼叫装置的一通讯模块透过一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接收到一指示信号时，所

述紧急呼叫装置的一处理模块根据所述指示信号而相对应产生一发光信号并传送至所述

紧急呼叫装置的一发光模块，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发光模块根据所述发光信号而相对应调

整所述发光模块的光线；

当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一触压模块接收到一触压信号后，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处

理模块控制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发光模块发出第一光线并控制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

所述通讯模块发出一通知信号至一电子装置的一通讯模块，当所述电子装置接收到所述通

知信息后，所述电子装置的一处理模块产生一接收信号并透过所述电子装置的所述通讯模

块传送至所述紧急呼叫装置，所述紧急呼叫装置根据所述接收信号发出第二光线；以及

当所述电子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用以透过所述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发送一设定信号

至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所述设定信号用以设定当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一测

距模块侦测到一定位装置距离在一默认距离以内时，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相对调整光线。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发光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方法更包括：

当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测距模块透过所述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侦测到所述定位

装置距离所述紧急呼叫装置在所述默认距离以内时，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发光模块根

据所述默认距离相对调整光线；

当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接收到所述电子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所传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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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色温调整信号时，所述电子装置的所述发光模块的一色温控制器根据所述色温调整信号

来调整所述发光模块的色温；以及

所述紧急呼叫装置透过所述路由器或蓝牙方式无线联机一感测床，所述感测床用以侦

测用户的一身体活动信号，当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通讯模块接收到所述感测床所传送

的所述身体活动信号后，所述紧急呼叫装置的所述处理模块控制所述发光模块相对应调整

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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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室内环境的紧急呼叫装置、发光系统及其发光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紧急呼叫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应用于室内环境的紧急呼叫装

置、发光系统及其发光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人处于家中都需要适合的灯光，在客厅或是书房需要不同的灯光。在客厅休

息时需要柔和的灯光。而在书房时则需要明亮的灯光。然而，控制灯光在柔和状态或是明亮

状态通常取决于使用者开启几盏灯。若是行动不便的老人或较年幼的孩童独自处于家中

时，无法得到充足的室内光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应用于室内环境

的紧急呼叫装置、发光系统及其发光方法。

[0004]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出一种应用于室内环境的紧急呼

叫装置，紧急呼叫装置包括通讯模块、测距模块、处理模块、触压模块以及发光模块。处理模

块分别电连接测距模块、通讯模块以、触压模块及发光模块。当紧急呼叫装置的通讯模块以

无线方式接收到指示信号，紧急呼叫装置的处理模块根据指示信号而相对应产生发光信号

并传送至发光模块，发光模块根据发光信号而相对调整光线。当触压模块接收到触压信号

后，紧急呼叫装置的处理模块控制发光模块发出第一光线并控制紧急呼叫装置的通讯模块

发出通知信号至电子装置的通讯模块，当电子装置接收到通知信息后，电子装置的处理模

块产生接收信号并透过电子装置的通讯模块传送至紧急呼叫装置，紧急呼叫装置根据接收

信号发出第二光线。紧急呼叫装置的通讯模块透过路由器或是蓝牙(Bluetooth)方式接收

电子装置所传送的设定信号，设定信号用以设定当紧急呼叫装置的测距模块侦测到定位装

置在默认距离以内时，紧急呼叫装置发出光线。电子装置具有处理模块与通讯模块，电子装

置的处理模块电连接电子装置的通讯模块。

[0005] 更进一步地，紧急呼叫装置的通讯模块透过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无线联机定位装

置，定位装置设置于用户的身上，当紧急呼叫装置的测距模块透过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侦

测到定位装置距离紧急呼叫装置在默认距离以內时，发光模块根据默认距离相对调整光

线。

[0006] 更进一步地，紧急呼叫装置的发光模块更包括色温控制器，当紧急呼叫装置的通

讯模块接收到电子装置的通讯模块所传送的色温调整信号时，色温控制器根据色温调整信

号来调整发光模块的色温。

[0007] 更进一步地，紧急呼叫装置透过路由器或蓝牙方式无线联机感测床，感测床用以

侦测用户的身体活动信号，当紧急呼叫装置的通讯模块接收到感测床所传送的身体活动信

号后，紧急呼叫装置的处理模块控制发光模块相对调整光线。

[0008] 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所提出一种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系统，发光系统包括多个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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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呼叫装置、定位装置以及电子装置。紧急呼叫装置设置于室内环境的至少一处。紧急呼叫

装置具有通讯模块、测距模块、处理模块、触压模块以及发光模块，处理模块分别电连接测

距模块、通讯模块、触压模块以及发光模块。紧急呼叫装置的通讯模块以无线方式接收到指

示信号，紧急呼叫装置的处理模块根据指示信号而相对应产生发光信号并传送至紧急呼叫

装置的发光模块，紧急呼叫装置的发光模块根据发光信号而相对调整光线。电子装置具有

处理模块与通讯模块，电子装置的处理模块电连接电子装置的通讯模块，电子装置的通讯

模块用以透过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发送设定信号至紧急呼叫装置的通讯模块，设定信号用

以设定当紧急呼叫装置的测距模块侦测到定位装置在默认距离以内时，至少一紧急呼叫装

置发出光线。当触压模块接收触压信号后，紧急呼叫装置的处理模块控制发光模块发出第

一光线并控制紧急呼叫装置的通讯模块发出通知信号至电子装置的通讯模块，当电子装置

接收到通知信息后，电子装置的处理模块产生接收信号并透过通讯模块传送至紧急呼叫装

置，紧急呼叫装置根据接收信号发出第二光线。

[0009] 更进一步地，发光系统包括定位装置，设置于用户的身上，定位装置透过路由器或

是蓝牙方式无线联机紧急呼叫装置的通讯模块，当紧急呼叫装置的测距模块透过路由器或

是蓝牙方式侦测到定位装置距离紧急呼叫装置在默认距离以内时，紧急呼叫装置的发光模

块根据默认距离相对调整光线。

[0010] 更进一步地，紧急呼叫装置的发光模块更包括色温控制器，当紧急呼叫装置的通

讯模块接收到电子装置的通讯模块所传送的色温调整信号时，色温控制器根据色温调整信

号来调整发光模块的色温。

[0011] 更进一步地，紧急呼叫装置透过路由器或蓝牙方式无线联机感测床，感测床用以

侦测用户的身体活动信号，当紧急呼叫装置的通讯模块接收到感测床所传送的身体活动信

号后，紧急呼叫装置的处理模块控制发光模块相对调整光线。

[0012] 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出一种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方法，包括:当紧急呼叫装置

的通讯模块透过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接收到指示信号时，紧急呼叫装置的处理模块根据指

示信号而相对应产生发光信号并传送至紧急呼叫装置的发光模块，紧急呼叫装置的发光模

块根据发光信号而相对应调整发光模块的光线；当紧急呼叫装置的触压模块接收到触压信

号后，紧急呼叫装置的处理模块控制紧急呼叫装置的发光模块发出第一光线并控制紧急呼

叫装置的通讯模块发出通知信号至电子装置的通讯模块，当电子装置接收到通知信息后，

电子装置的处理模块产生接收信号并透过电子装置的通讯模块传送至紧急呼叫装置，紧急

呼叫装置根据接收信号发出第二光线。当电子装置的通讯模块透过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发

送设定信号至紧急呼叫装置的通讯模块，设定信号用以设定当紧急呼叫装置的测距模块侦

测到定位装置在默认距离以内时，紧急呼叫装置相对调整光线。

[0013] 更进一步地，当紧急呼叫装置的测距模块透过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侦测到定位装

置距离紧急呼叫装置在默认距离以内时，紧急呼叫装置的发光模块根据默认距离相对调整

光线；当紧急呼叫装置的通讯模块接收到电子装置的通讯模块所传送的色温调整信号时，

电子装置的发光模块的色温控制器根据色温调整信号来调整发光模块的色温；以及紧急呼

叫装置透过路由器或蓝牙方式无线联机感测床，感测床用以侦测用户的身体活动信号，当

紧急呼叫装置的通讯模块接收到感测床所传送的身体活动信号后，紧急呼叫装置的处理模

块控制发光模块相对应调整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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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技术方案所提供的应用于室内环境的紧急呼叫装

置、发光系统及其发光方法“当穿戴定位装置的用户接近紧急呼叫装置在默认距离以內时，

紧急呼叫装置即自动亮灯，以增加室内照明光线。紧急呼叫装置的触压模块用以通知持有

电子装置的监控端用户的状态是否良好，可以增加紧急呼叫装置实时性与应用性。设置在

感测床的紧急呼叫装置透过调整光亮度以提升用户的睡眠质量”。

[0015] 为使能更进一步了解本发明的特征及技术内容，请参阅以下有关本发明的详细说

明与附图，然而所提供的附图仅提供参考与说明用，并非用来对本发明加以限制。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一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系统的系统架构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另一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系统的系统架构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又一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系统的系统架构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一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方法的方法流程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另一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方法的方法流程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又一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方法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请参阅图1所示，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一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系统的系统架构

图。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系统100包括紧急呼叫装置110、定位装置120、电子装置130以及

云端服务器140。紧急呼叫装置110、定位装置120以及电子装置130可以透过云端服务器140

来无线传送或接收信号。紧急呼叫装置110进一步包括通讯模块111、测距模块113、处理模

块115以及发光模块117。处理模块115电连接通讯模块111、测距模块113以及发光模块117。

紧急呼叫装置110设置于室内环境的至少一处。举例来说，紧急呼叫装置110可以设置于房

间、客厅、书房、厨房、厕所、阳台等等，用以辅助灯光照明，紧急呼叫装置110并具有自动调

整亮度的功能，免去人为手动控制灯光的麻烦。

[0023] 通讯模块111可以无线方式接收云端服务器140所传送的指示信号。处理模块115

根据指示信号而相对应产生发光信号并传送至发光模块117，发光模块117根据发光信号而

相对调整光线。处理模块115可以为中央处理器(center  processing  unit,CPU)或是微电

脑控制器(microprocessor)，具有适当的运算能力。发光模块117可以包括发光二极管

(light  emitting  diode,LED)，发光模块117根据发光信号来调整光的强度或是颜色。举例

来说，当指示信号表示用户进到厨房内，发光模块117根据处理模块115所发出的发光信号

来发出明亮的白光。当指示信号表示用户进到房间，发光模块117根据处理模块115所发出

的发光信号来发出柔和的黄光。

[0024] 定位装置120设置于用户的身上，例如设置于使用者的手腕上。举例来说，定位装

置120可以为具有全球定位功能(global  system  position,GPS)的手表。定位装置120也可

以是开启全球定位功能的智能手机。定位装置120透过路由器(图未示)或是蓝牙方式无线

联机紧急呼叫装置110的通讯模块111。一般来说，蓝牙方式的通讯范围在10～100公尺，因

此，在一般的室内环境来说，蓝牙方式可以适用于紧急呼叫装置110以及定位装置120之间

的通讯模式。举例来说，路由器可以为家用宽带路由器，路由器可以联机至云端服务器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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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服务器140具有找查表(图未示)，找查表用以纪录相对应大小的室内空间所需要发出

的光亮度，或是相对应用户的性别、年龄或个性而需要改变光的颜色。测距模块113可以具

有全球定位功能。当紧急呼叫装置110的测距模块113透过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侦测到定位

装置120距离紧急呼叫装置110在默认距离以内时，紧急呼叫装置110的发光模块117根据默

认距离或特定时间范围相对调整光线。测距模块113也可以发射定位信号至定位装置120，

并根据反射定位信号的强弱来计算出紧急呼叫装置110与定位装置120的距离。举例来说，

手持定位装置120的用户在距离紧急呼叫装置110在2～5公尺的预设距离时，紧急呼叫装置

110自动发出光线以利室内照明。再者，紧急呼叫装置110也可以设置于室外的花园草丛中，

当深夜月光黯淡时，手持定位装置120的用户可以距离紧急呼叫装置110在5～10公尺的预

设距离时，紧急呼叫装置110自动发出光线以利室外照明。

[0025] 电子装置130进一步包括通讯模块131以及处理模块135。通讯模块131电连接处理

模块135。电子装置130可以为具有输入功能的笔记本电脑、桌面计算机、平板计算机或是智

能型手机，本发明不以此为限。电子装置130的通讯模块131透过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发送

设定信号至紧急呼叫装置110的通讯模块111，设定信号用于设定当紧急呼叫装置110的测

距模块113侦测到定位装置120在默认距离以內或特定时间范围时，紧急呼叫装置110发出

光线。举例来说，使用者可以透过智能手机中的用户接口的默认距离框以及特定时间范围

框来设定紧急呼叫装置110以及定位装置120距离在3公尺以内且持续时间超过1秒时，紧急

呼叫装置110发出光线。用户也可以透过智能手机中的用户接口来设定紧急呼叫装置110在

白天时候发出较微弱的光线。相对的，紧急呼叫装置110在晚上时候发出较强的光线。另外，

云端服务器140也可以根据天色状况而相对调整指示信号来控制紧急呼叫装置110所发出

的光。

[0026] 紧急呼叫装置110的发光模块117更包括色温控制器(图未示)，当紧急呼叫装置

110的通讯模块111接收到电子装置130的通讯模块131所传送的色温调整信号时，色温控制

器根据色温调整信号来调整发光模块117的色温。举例来说，当使用者正在书房阅读书籍

时，即可调整色温控制器发出高色温光。当使用者正在寝室睡觉时，即可调整色温控制器发

出低色温光。

[0027] 请参阅图2。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另一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系统的系统架构

图。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系统200包括紧急呼叫装置110a、定位装置120、电子装置130以

及云端服务器140。紧急呼叫装置110a、定位装置120以及电子装置130可以透过云端服务器

140来无线传送或接收信号。电子装置130包括通讯模块131以及处理模块133。紧急呼叫装

置110a进一步包括通讯模块111、测距模块113、处理模块115、发光模块117以及触压模块

219。处理模块115电连接通讯模块111、测距模块113、发光模块117以及触压模块219。其中

通讯模块111、测距模块113、处理模块115、发光模块117、通讯模块131以及处理模块133请

参考图1的实施例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0028] 进一步来说，当触压模块219接收到触压信号后，紧急呼叫装置110a的处理模块

115控制发光模块117发出第一光线并控制紧急呼叫装置110a的通讯模块111发出通知信号

至电子装置130的通讯模块131。当电子装置130接收到通知信号后，电子装置130的处理模

块135产生接收信号并透过通讯模块131传送至紧急呼叫装置110a，紧急呼叫装置110a根据

接收信号发出第二光线。举例来说，当用户按压触压模块219而产生触压信号后，发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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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发出红光并同时将通知信号透过通讯模块111传送至电子装置130。电子装置130接收到

通知信号后即回传接收信号至紧急呼叫装置110a时，紧急呼叫装置110a发出绿光以表示电

子装置130已接收到通知信号。举例来说，当老人在短时间内连续按压紧急呼叫装置110a

时，使用电子装置130的监控端则判断老人在屋内身体不适，并尽速派医疗人员进行救援。

另外，紧急呼叫装置110a也可以包括蜂鸣器(图未示)和震动装置(图未示)，蜂鸣器和震动

装置分别电连接处理模块115，当紧急呼叫装置110a接收到电子装置130所传送的接收信号

时，处理模块115即启动蜂鸣器以及震动装置发出声响以及震动，以利视力不良的老人知晓

通知信号确实发出。

[0029] 请参阅图3。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又一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系统的系统架构

图。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系统300包括紧急呼叫装置110a、定位装置120、电子装置130云

端服务器140以及感测床350。紧急呼叫装置110a、定位装置120、电子装置130以及感测床

350可以透过云端服务器140来无线传送或接收信号。电子装置130包括通讯模块131以及处

理模块133。紧急呼叫装置110a进一步包括通讯模块111、测距模块113、处理模块115、发光

模块117以及触压模块219。处理模块115电连接通讯模块111、测距模块113、发光模块117以

及触压模块219。其中通讯模块111、测距模块113、处理模块115、发光模块117、触压模块

219、通讯模块131以及处理模块133请参考图2的实施例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0030] 紧急呼叫装置110a透过路由器或蓝牙方式无线联机感测床350。感测床350具有感

测装置(图未示)以及通讯模块(图未示)。感测床350的感测装置用以侦测用户的身体活动

信号，当紧急呼叫装置110a的通讯模块111接收到感测床350所传送的身体活动信号后，紧

急呼叫装置110a的处理模块115控制发光模块117相对调整光线。举例来说，当感测床350的

感测装置侦测到用户已进入睡眠状态，感测床350所产生的身体活动信号控制紧急呼叫装

置110a渐渐降低发光亮度。当感测床350的感测装置侦测到用户已经要起身离开床边，感测

床350所产生的身体活动信号控制紧急呼叫装置110a渐渐加强发光亮度，以利室内照明。

[0031] 请同时参阅图3与图4。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一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方法的方

法流程图。在步骤S405中，紧急呼叫装置110a的通讯模块111透过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接收

到指示信号时，紧急呼叫装置110a的处理模块115根据指示信号而相对应产生发光信号并

传送至发光模块117。在步骤S410中，当紧急呼叫装置110a的测距模块113透过路由器或是

蓝牙方式侦测到定位装置120距离紧急呼叫装置110a在默认距离以内时。在步骤S415中，电

子装置130的通讯模块131透过路由器或是蓝牙方式发送设定信号至紧急呼叫装置110a的

通讯模块111，设定信号用以设定当紧急呼叫装置110a的测距模块113侦测到定位装置120

在默认距离以内时。在步骤S417中，紧急呼叫装置110a透过路由器或蓝牙方式无线联机感

测床350，感测床350用以侦测用户的身体活动信号，当紧急呼叫装置110a的通讯模块111接

收到感测床350所传送的身体活动信号后。在步骤S420中，由紧急呼叫装置110a相对调整光

线。

[0032] 请同时参阅图2与图5。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另一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方法的

方法流程图。在步骤S500中，紧急呼叫装置110a的触压模块219接收到触压信号。在步骤中

S505，紧急呼叫装置110a的处理模块115控制紧急呼叫装置110的发光模块117发出第一光

线并控制紧急呼叫装置110a的通讯模块111发出通知信号至电子装置130的通讯模块131。

在步骤S510中，电子装置130的处理模块135产生接收信号并透过电子装置130的通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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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传送至紧急呼叫装置110a。在步骤S515中，紧急呼叫装置110a根据接收信号发出第二光

线。

[0033] 请同时参阅图1与图6。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又一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方法的

方法流程图。在步骤S600中，紧急呼叫装置110的通讯模块111接收到电子装置130的通讯模

块131所传送的色温调整信号。在步骤S605中，电子装置110的发光模块117的色温控制器根

据色温调整信号来调整发光模块117的色温。

[0034]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提出一种应用于室内环境的发光系统。当穿戴定位装置的用

户接近紧急呼叫装置默认距离时，紧急呼叫装置即可以自动亮灯，以增加室内照明光线。紧

急呼叫装置的触压模块用以通知持有电子装置的监控端用户的状态是否良好，可以增加紧

急呼叫装置实时性与应用性。设置在感测床的紧急呼叫装置透过调整光亮度以提升用户的

睡眠质量。

[0035] 以上所公开的内容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可行实施例，并非因此局限本发明的权利要

求书的保护范围，所以凡是运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做的等效技术变化，均包含于

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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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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