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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床头灯控制装置，包

括控制系统、LED灯、智能控制终端和电源模块，

控制系统包括MCU控制单元、语音模块、4个恒流

驱动模块、防护模块、触控模块和无线模块，电源

模块为整个控制系统供电，恒流驱动模块、触控

模块、防护模块和无线传输模块均与MCU控制单

元相连，语音模块和智能控制终端均与无线传输

模块相连，恒流驱动模块与LED灯相连。本发明采

用多种控制方式来控制床头灯的开启、关闭以及

亮度和色温的调节，扩大了床头灯的适用范围，

实用性高；且当眼睛无意间靠近强光时，床头灯

自动控制LED灯的关闭以及亮度和色温的调节，

以保护使用者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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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床头灯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控制系统、LED灯和电源模块，所述控制

系统包括MCU控制单元、音控模块、恒流驱动模块、触控模块、防护模块和无线模块，所述恒

流驱动模块、触控模块、防护模块和无线模块均与MCU控制单元相连，所述音控模块与无线

模块相连，所述恒流驱动模块与LED灯相连，所述电源模块为MCU控制单元、音控模块、恒流

驱动模块、触控模块、防护模块和无线模块供电，所述防护模块包括电阻RS31、电阻RS32、电

阻RS33、电阻RS34、电容CS31、三级管QS1、红外发射二极管LED1和红外接收解码芯片US4，所

述电阻RS31的第一端与所述MCU控制单元的IO口相连，所述电阻RS31的第二端与三级管QS1

的基极相连，所述三级管QS1的集电极与红外发射二极管LED1的阳极相连，所述红外发射二

极管LED1的阴极与所述MCU控制单元的IO口相连，所述三级管QS1的发射极与电阻RS32的第

一端相连，所述电阻RS32的第二端、电容CS31的第一端、电阻RS33的第一端和电阻RS34的第

二端均接入VCC3.3V电源，所述电容CS31的第二端和红外接收解码芯片US4的接地端均接

地，所述电阻RS33的第二端与红外接收解码芯片US4的输入端相连，所述电阻RS34的第二端

和红外接收解码芯片US4的输出端均与所述MCU控制单元的IO口相连，所述LED灯外侧设有

可放置投影片的投影罩，所述投影罩与安装底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床头灯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恒流驱动模块包

括电阻RS41、电阻RS42、电阻RS43、电阻RS44、电阻RS45、电阻RS46、电阻RS47、电阻RS48、电

容CS41、电容CS42、电容CS43、电解电容CD61、降压电感LS41、续流二级管DS3、磁环L21和恒

流芯片US51，所述恒流芯片US51的TFB端接地，所述电阻RS42的第一端、电容CS41的第一端

和电阻RS45的第一端均与恒流芯片US51的PWM端相连，所述电阻RS42的第二端和电阻RS41

的第一端均与所述MCU控制单元的IO口相连，所述电容CS41的第二端和电阻RS41的第二端

均接地，所述电阻RS45的第二端和电容CS42的第一端均与恒流芯片US51的CF端相连，所述

电容CS42的第二端和恒流芯片US51的DIMR端均接地，所述降压电感LS41的第一端和续流二

极管DS3的阳极均与恒流芯片US51的LX端相连，所述电阻RS48的第一端、电解电容CD61的负

极和磁环L21的第四端均与降压电感LS41的第二端相连，所述电阻RS48的第二端、电阻RS47

的第一端、电阻RS46的第一端、电解电容CD61的正极和磁环L21的第三端均与恒流芯片US51

的SEN端相连，所述电阻RS46的第二端、电阻RS47的第二端、电容CS43的第一端、恒流芯片

US51的IN端和续流二极管DS3的阴极均接入DC15V电源，所述电容CS43的第二端和恒流芯片

的GND端均接地，所述电阻RS43和电阻RS44分别并联在磁环L21的两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床头灯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触控模块包括金

属按键K1～K5和电阻RS104～RS108，所述金属按键K1与电阻RS108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阻

RS108的第二端与所述的MCU控制单元的IO口相连，所述金属按键K2与电阻RS107的第一端

连接，所述电阻RS107的第二端与所述的MCU控制单元的IO口相连，所述金属按键K3与电阻

RS106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阻RS106的第二端与所述的MCU控制单元的IO口相连，所述金属

按键K4与电阻RS105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阻RS105的第二端与所述的MCU控制单元的IO口

相连，所述金属按键K5与电阻RS104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阻RS104的第二端与所述的MCU控

制单元的IO口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床头灯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系统还包括

音频播放模块，所述音频播放模块与无线模块相连，所述电源模块为音频播放模块供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床头灯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模块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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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为3.6‑12VDC。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床头灯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LED灯为RGBW灯。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智能床头灯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智能

控制终端，所述智能控制终端与所述无线模块相连并双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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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床头灯控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用照明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能床头灯控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床头灯作为人们每天晚上休息睡觉的一个重要工具，其智能化可以极大的方便人

们的生活。现在的市场中推出了部分智能化的床头灯，但是这些产品功能过于简单单一，缺

乏针对性设计，适用范围小，而普通卧室床头灯又未能满足人们对产品智能化的需求。

[0003] 例如，中国专利文献CN201810557238.2  公开了“一种床头灯控制系统及床头灯”，

包括主控板、电源适配电路、触摸感应控制电路和LED光源；电源适配电路和触摸感应控制

电路分别与主控板电连接；触摸感应控制电路包括触摸感应控制芯片、线性稳压电路、恒流

驱动电路、触控按钮和手势触摸开关；线性稳压电路的输入端与主控板电连接，线性稳压电

路的输出端与触摸感应控制芯片电连接，触控按钮和手势触摸开关分别通过触摸感应控制

芯片与恒流驱动电路电连接，恒流驱动电路与LED光源电连接。该专利文献中通过触摸感应

和手势控制的方式来对床头灯进行开启关闭以及亮度和色温的调节，然而在夜间黑暗的环

境中，触控按钮不容易寻找到，手势触摸开关则不容易捕捉到手势，降低了其实用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主要解决原有的床头灯控制方式单一以及无法护眼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

智能床头灯控制装置，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对床头灯进行开启关闭以及亮度和色温的调

节，适用范围广，实用性高，在人眼进入到床头灯强光范围内时，可以通过防护模块，减弱光

照或关闭床头灯，达到护眼的目的。

[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问题主要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的：本发明包括控制系

统、LED灯和电源模块，所述控制系统包括MCU控制单元、音控模块、恒流驱动模块、触控模

块、防护模块和无线模块，所述恒流驱动模块、触控模块、防护模块和无线模块均与MCU控制

单元相连，所述音控模块与无线模块相连，所述恒流驱动模块与LED灯相连，所述电源模块

为MCU控制单元、音控模块、恒流驱动模块、触控模块、防护模块和无线模块供电。

[0006] 音控模块收集语音指令音频，将语音指令音频传输到无线模块，无线模块对语音

指令音频进行解码，再将解码后的音频信息传递到MCU控制单元，MCU控制单元根据解码后

的音频信息发送PWM信号到恒流驱动模块，恒流驱动模块根据PWM信号控制LED灯的开启、关

闭以及亮度和色温的调节，操作简便，语音控制尤其适合夜间黑暗的环境，同时用户无需起

身关闭床头灯，不影响睡意；MCU控制单元根据触控模块传递的触控信息发送PWM信号到恒

流驱动模块，恒流驱动模块根据PWM信号控制LED灯的开启、关闭以及亮度和色温的调节。本

发明采用上述三种控制方式来控制床头灯的开启、关闭以及亮度和色温的调节，扩大了床

头灯的适用范围，实用性高；在人眼进入到床头灯强光范围内时，通过防护模块，减弱光照

或关闭床头灯，达到护眼的目的。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防护模块包括电阻RS31、电阻RS32、电阻RS33、电阻RS34、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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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31、三级管QS1、红外发射二极管LED1和红外接收解码芯片US4，所述电阻RS31的第一端与

所述MCU控制单元的IO口相连，所述电阻RS31的第二端与三级管QS1的基极相连，所述三级

管QS1的集电极与红外发射二极管LED1的阳极相连，所述红外发射二极管LED1的阴极与所

述MCU控制单元的IO口相连，所述三级管QS1的发射极与电阻RS32的第一端相连，所述电阻

RS32的第二端、电容CS31的第一端、电阻RS33的第一端和电阻RS34的第二端均接入VCC3.3V

电源，所述电容CS31的第二端和红外接收解码芯片US4的接地端均接地，所述电阻RS33的第

二端与红外接收解码芯片US4的输入端相连，所述电阻RS34的第二端和红外接收解码芯片

US4的输出端均与所述MCU控制单元的IO口相连。

[0008] 防护模块可以实现红外线的发射和接收，红外发射二极管LED1向外发射含有调制

信号的38K红外线；红外线遇到障碍物反射回来，芯片US4接收反射回来的红外线，并对接收

的红外线进行解码，并将解码后的信息传递到MCU控制单元，MCU控制单元根据解码后的信

息发送PWM信号到恒流驱动模块，恒流驱动模块根据PWM信号控制LED灯的关闭以及亮度和

色温的调节，达到护眼的目的。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的恒流驱动模块包括电阻RS41、电阻RS42、电阻RS43、电阻RS44、电

阻RS45、电阻RS46、电阻RS47、电阻RS48、电容CS41、电容CS42、电容CS43、电解电容CD61、降

压电感LS41、续流二级管DS3、磁环L21和恒流芯片US51，所述恒流芯片US51的TFB端接地，所

述电阻RS42的第一端、电容CS41的第一端和电阻RS45的第一端均与恒流芯片US51的PWM端

相连，所述电阻RS42的第二端和电阻RS41的第一端均与所述MCU控制单元的IO口相连，所述

电容的第二端和电阻RS41的第二端均接地，所述电阻RS45的第二端和电容CS42的第一端均

与恒流芯片US51的CF端相连，所述电容CS42的第二端和恒流芯片US51的DIMR端均接地，所

述降压电感LS41的第一端和续流二极管DS3的阳极均与恒流芯片US51的LX端相连，所述电

阻RS48的第一端、电解电容CD61的负极和磁环L21的第四端均与降压电感LS41的第二端相

连，所述电阻RS48的第二端、电阻RS47的第一端、电阻RS46的第一端、电解电容CD61的正极

和磁环L21的第三端均与恒流芯片US51的SEN端相连，所述电阻RS46的第二端、电阻RS47的

第二端、电容CS43的第一端、恒流芯片US51的IN端和续流二极管DS3的阴极均接入DC15V电

源，所述电容CS43的第二端和恒流芯片的GND端均接地，所述电阻RS43和电阻RS44分别并联

在磁环L21的两侧。

[0010] 恒流驱动模块通过PWM3信号控制输入到LED灯中的电流大小，以此控制LED灯的开

启、关闭以及亮度和色温的调节。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触控模块包括金属按键K1～K5和电阻RS104～RS108，所述金属

按键K1与电阻RS108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阻RS108的第二端与所述的MCU控制单元的IO口

相连，所述金属按键K2与电阻RS107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阻RS107的第二端与所述的MCU控

制单元的IO口相连，所述金属按键K3与电阻RS106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阻RS106的第二端

与所述的MCU控制单元的IO口相连，所述金属按键K4与电阻RS105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阻

RS105的第二端与所述的MCU控制单元的IO口相连，所述金属按键K5与电阻RS104的第一端

连接，所述电阻RS104的第二端与所述的MCU控制单元的IO口相连。

[0012] MCU控制单元根据金属按键和人的手指之间形成的电容大小发送相关PWM信号到

恒流驱动模块，恒流驱动模块根据PWM信号控制LED灯的开启、关闭以及亮度和色温的调节，

实现触控控制床头灯的目的，以金属按键和人的手指之间形成的电容大小为判断依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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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于普通的床头灯按键，可以有效的防止因误碰按键导致床头灯的开启和关闭这类情况的

出现。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的控制系统还包括音频播放模块，所述音频播放模块与无线模块

相连，所述电源模块为音频播放模块供电。

[0014] 无线模块可以接受云端上的音频信息并对音频信息进行解码转换，并将解码转换

后的信息传送到音频播放模块，音频播放模块播放音频，播放的音频可以是音乐也可以是

故事，增加了床头灯的娱乐功能。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的电源模块的输入电压为3.6‑12VDC。

[0016] 电源模块的输入电压为3.6‑12V直流电压，可以采用电池供电，也可以采用充电宝

供电，兼容性好。

[0017] 作为优选，所述的LED灯为RGBW灯。

[0018] RGBW灯表示红色、绿色、蓝色、白色四种颜色的LED灯，其发出的白光会比白光会比

红色、绿色、蓝色混色产生的白光更加纯粹，红色、绿色、蓝色、白色的混色效果更加丰富好

看，层次感更强，透光性更好，更亮。

[0019] 作为优选，所述的智能床头灯控制装置还包括智能控制终端，所述智能控制终端

与所述无线模块相连并双向通信。

[0020] 智能控制终端通过无线模块直接发送操作指令至MCU控制单元，MCU控制单元根据

操作指令发送PWM信号到恒流驱动模块，恒流驱动模块根据PWM信号控制LED灯的开启、关闭

以及亮度和色温的调节，实现远程控制床头灯的目的，无需靠近床头灯便可以对床头灯进

行控制，方便实用。

[0021] 作为优选，所述的LED灯外侧设有可放置投影片的投影罩，所述投影罩与安装底座

连接。

[0022] 当用户有需求的时候，可以在投影罩中放置投影片，开启LED灯后，LED灯发出的光

照会将投影片中的图片投射到墙壁上，起到了点缀装饰的作用，同时可以结合音频播放模

块，将床头灯转换成备受儿童青睐的故事机，使床头灯的功能多样化，投影片可以根据需求

进行更换，或者在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将投影片取出，不影响使用。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采用多种控制方式来控制床头灯的开启、关闭以及亮度

和色温的调节，扩大了床头灯的适用范围，实用性高；2）语音控制尤其适合夜间黑暗的环

境，用户只需发出指令就可控制床头灯的开启，无需摸索，操作简便，同时用户无需起身关

闭床头灯，不影响睡意；3）触控控制以金属按键和人的手指之间形成的电容大小为判断依

据，相比于普通的床头灯按键，可以有效的防止因误碰按键导致床头灯的开启和关闭这类

情况的出现；4）智能控制终端实现远程控制床头灯，无需靠近床头灯便可以对床头灯进行

控制，方便实用；5）当眼睛无意间靠近强光时，床头灯自动控制LED灯的关闭以及亮度和色

温的调节，以保护使用者的眼睛；6）具有音频播放和投影的功能，使床头灯的功能多样化；

7）可用电池供电，也可用充电宝供电，兼容性好。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结构框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MCU控制单元和触控模块的一种电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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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3是本发明电源模块的一种电路原理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防护模块的一种电路原理图。

[0028] 图5是本发明恒流驱动模块A的一种电路原理图。

[0029] 图6是本发明恒流驱动模块B的一种电路原理图。

[0030] 图7是本发明恒流驱动模块C的一种电路原理图。

[0031] 图8是本发明恒流驱动模块D的一种电路原理图。

[0032] 图9是本发明无线模块的一种电路原理图。

[0033] 图10是本发明音控模块和音频播放模块的一种电路原理图。

[0034] 图11是本发明投影罩的一种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2是本发明投影罩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36] 图中1、控制系统，101、MCU控制单元，102、防护模块，103、音控模块，104、音频播放

模块，105、恒流驱动模块A  ，106、恒流驱动模块B  ，107、恒流驱动模块C  ，108、恒流驱动模

块D  ，109、触控模块，110、无线模块，2、  LED灯，  201、红色LED灯，202、绿色LED灯，203、蓝色

LED灯，204、白色LED灯，3、智能控制终端，4、电源模块，5、安装底座，6、上固定座，7、下固定

座，8、连接杆，9、放置槽，10、通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38] 实施例：本实施例的一种智能床头灯控制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控制系统1、LED灯

2、智能控制终端3和电源模块4，LED灯包括红色LED灯201、绿色LED灯202、蓝色LED灯203和

白色LED灯204，控制系统包括MCU控制单元101、防护模块102、音控模块103、音频播放模块

104、恒流驱动模块A105、恒流驱动模块B106、恒流驱动模块C107、恒流驱动模块D108、触控

模块109和无线模块110，电源模块为MCU控制单元、音控模块、音频播放模块、恒流驱动模

块、触控模块和无线模块供电，防护模块和无线模块与MCU控制单元相连且双向通信，MCU控

制单元的输入端与触控模块的输出端相连，智能控制终端与无线模块相连且双向通信，音

控模块的输出端与无线模块的输入端相连，音频播放模块的输入端与无线模块的输出端相

连，MCU控制单元的输出端与恒流驱动模块A、恒流驱动模块B、恒流驱动模块C和恒流驱动模

块D的输入端相连，恒流驱动模块A的输出端与红色LED灯相连，恒流驱动模块B的输出端与

绿色LED灯相连，恒流驱动模块C的输出端与蓝色LED灯相连，恒流驱动模块D的输出端与白

色LED灯相连。

[0039] MCU控制单元和触控模块如图2所示，包括单片机US8、电阻RS101～RS108、电容

CS101、金属按键K1～K5，金属按键K1通过电阻RS108与单片机US8的PB2端口相连，金属按键

K2通过电阻RS107与单片机US8的PB3端口相连，金属按键K3通过电阻RS106与单片机US8的

PB4端口相连，金属按键K4通过电阻RS105与单片机US8的PB5端口相连，金属按键K5通过电

阻RS104与单片机US8的PB6端口相连，单片机US8的PC2、PC3、PC4和PC5端口分别与恒流驱动

模块A、恒流驱动模块B、恒流驱动模块C和恒流驱动模块D相连，单片机US8的PC0端口通过电

阻RS103与无线模块相连，单片机US8的PC4端口通过电阻RS102与无线模块相连，单片机US8

的PB0、PB1端口与防护模块相连，单片机US8的PC0  端口通过电阻RS101与防护模块相连。

[0040] 电源模块如图3所示，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升压电路，包括磁环L1、电阻RS11、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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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RS12、电阻RS13、电阻RS14、电阻RS15、电容CS11、电容CS12、电容CS13、电感LS1、电感LS6、

续流二级管DS1、升压芯片US1、电解电容CD1、电解电容CD2、电解电容CD3和稳压二级管ZS1。

磁环L1的第三端和第四端接入输入电压3.6‑12VDC，电容CS11的第一端、电解电容CD1的正

极、电阻RS11的第一端、电容CS12的第一端、升压芯片US1的IN端和电感LS1的第一端均与磁

环L1的第一端相连，电阻RS11的第二端和升压芯片US1的EN端与RS12的第一端相连，电感

LS1的第二端和升压芯片US1的LX端与电感LS6的第一端相连，电感LS6的第二端与续流二极

管DS1的阳极相连，续流二极管DS1的阴极、电阻RS13的第一端、电容CS13的第一端、电解电

容CD2的正极和电解电容CD3的正极均与稳压二极管ZS1的阴极相连，电阻RS13的第二端和

升压芯片US1的FB端与电阻RS14的第一端相连，稳压二极管ZS1的阳极与电阻RS15的第一端

相连，磁环L1的第二端、电容CS11的第二端、电解电容CD1的负极、电阻RS12的第二端、电容

CS12的第二端、升压芯片US1的GND端、电阻RS14的第二端、电容CS13的第二端、电解电容CD2

的负极和电解电容CD3的负极和电阻RS15的第二端均接地。升压芯片US1将3.6‑12VDC输入

电压升压到DC15V，为恒流驱动模块A、恒流驱动模块B、恒流驱动模块C和恒流驱动模块D供

电。

[0041] 另一部分为辅助电路，包括电容CS21、电容CS22、电容CS23、电容CS24、电容CS25、

降压芯片US2、续流二极管DS2、电感LS2、电阻RS21、电阻RS22、电阻RS23、线性稳压电源US3、

二极管DS5、二极管DS6、二极管DS7、电池BAT1、电解电容CD4和电解电容CD5。电容CS21的第

一端、电容CS22的第一端和降压芯片US2的VIN端均接入DC15V，电容CS21的第二端和降压芯

片US2的GND端均接地，电容CS22的第二端和降压芯片US2的VCC端相连，续流二极管DS2的阴

极和电感LS2的第一端与降压芯片US2的SW端相连，电容CS23的第一端、电容CS24的第一端、

电阻RS21的第一端、电解电容CD4的正极和电容CS25的第一端均与线性稳压电源US3的IN端

相连并输出5VDC，电阻RS21的第二端、电容CS24的第二端和电阻RS22的第一端与降压芯片

US2的FB端相连，二极管DS5的阳极、二极管DS7的阳极和电解电容CD5的正极均与线性稳压

电源US3的OUT端相连，二极管DS7的阴极和二极管DS6的阴极相连并输出VCC3.3V，二极管

DS5的阴极与电阻RS23的第一端相连，电阻RS23的第二端和二极管DS6的阳极与电池BAT1正

极相连，续流二极管DS2的阳极、电容CS23的第二端、电阻RS22的第二端、电解电容CD4的负

极、电容CS25的第二端、线性稳压电源US3的GND端、电解电容CD5的负极和电池BAT1负极均

接地。降压芯片US2将15VDC转换成5VDC，为音控模块和音频播放模块供电，线性稳压电源

US1将5VDC稳压到VCC3.3V并输出，VCC3.3V为防护模块、MCU控制单元、触控模块供电。

[0042] 防护模块如图4所示，包括电阻RS31、电阻RS32、电阻RS33、电阻RS34、电容CS31、三

级管QS1、红外发射二极管LED1和红外接收解码芯片US4，电阻RS31的第一端与单片机US8的

PB0端口相连，电阻RS31的第二端与三级管QS1的基极相连，三级管QS1的集电极与红外发射

二极管LED1的阳极相连，红外发射二极管LED1的阴极与单片机US8的PB1端口相连，三级管

QS1的发射极与电阻RS32的第一端相连，电阻RS32的第二端、电容CS31的第一端、电阻RS33

的第一端和电阻RS34的第二端均接入VCC3.3V电源，电容CS31的第二端和红外接收解码芯

片US4的接地端均接地，电阻RS33的第二端与红外接收解码芯片US4的输入端相连，电阻

RS34的第二端和红外接收解码芯片US4的输出端通过电阻RS101与单片机US8的PC0端口相

连。

[0043] 恒流驱动模块A如图5所示，包括电阻RS41、电阻RS42、电阻RS43、电阻RS44、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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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5、电阻RS46、电阻RS47、电阻RS48、电容CS41、电容CS42、电容CS43、电解电容CD61、降压

电感LS41、续流二级管DS3、磁环L21和恒流芯片US51，恒流芯片US51的TFB端接地，电阻RS42

的第一端、电容CS41的第一端和电阻RS45的第一端均与恒流芯片US51的PWM端相连，电阻

RS42的第二端和电阻RS41的第一端均与单片机US8的PC2端口相连，电容的第二端和电阻

RS41的第二端均接地，电阻RS45的第二端和电容CS42的第一端均与恒流芯片US51的CF端相

连，电容CS42的第二端和恒流芯片US51的DIMR端均接地，降压电感LS41的第一端和续流二

极管DS3的阳极均与恒流芯片US51的LX端相连，电阻RS48的第一端、电解电容CD61的负极和

磁环L21的第四端均与降压电感LS41的第二端相连，电阻RS48的第二端、电阻RS47的第一

端、电阻RS46的第一端、电解电容CD61的正极和磁环L21的第三端均与恒流芯片US51的SEN

端相连，电阻RS46的第二端、电阻RS47的第二端、电容CS43的第一端、恒流芯片US51的IN端

和续流二极管DS3的阴极均接入DC15V电源，电容CS43的第二端和恒流芯片的GND端均接地，

电阻RS43和电阻RS44分别并联在磁环L21的两侧。

[0044] 同理，恒流驱动模块B如图6所示，恒流驱动模块C如图7所示，恒流驱动模块D如图8

所示，恒流驱动模块B、恒流驱动模块C和恒流驱动模块D所包含的电气元器件种类、数量以

及连接关系均与恒流驱动模块A相同。

[0045] 无线模块如图9所示，包括芯片US7、电阻RS91、电阻RS92和电容CS9；音频播放模块

和音控模块如图10所示，包括电阻RS81、电阻RS82、电容CS81、电容CS82、电容CS83、电容

CS84、电容CS825、电容CS86、电解电容CD7、电感LS3、扬声器XS3和芯片US6。

[0046] 无线模块的电阻RS91的第一端和电阻RS92的第一端与芯片US6的SDB端相连，电阻

RS91的第二端与芯片US7的MUTE端相连，电阻RS92的第二端、芯片US7的GND端、电容CS91的

第一端均接地，电容CS91的第二端和芯片US7的VCC端均接入VCC3 .3V电源，芯片US7的

AOUTP_L端与电容CS82的第二端相连，芯片US7的AOUTP_R端与电容CS83的第二端相连，芯片

US7的RXD1端通过电阻RS102与单片机US8的PC4端口相连，芯片US7的TXD1端通过电阻RS103

与单片机US8的PC7端口相连，芯片US6的NC端经电容CS84接地，芯片US6的IN+端依次经电阻

RS81、电容CS81接地，芯片US6的IN‑端与电阻RS82的第一端相连，电阻RS82的第二端与电容

CS82的第一端和电容CS83的第一端相连，芯片US6的VO‑端和VO+端均与扬声器XS相连，电解

电容CD7的正极、电容CS85的第一端、电容CS86的第一端和电感LS3的第一端均与芯片US6的

VDD端相连，电解电容CD7的负极、电容CS85的第二端和电容CS86的第二端均接地，电感LS3

的第二端接入5VDC电源，芯片US6的GND端接地。

[0047] 如图11～12所示，投影罩整体呈圆柱形，由上固定座6、下固定座7和连接杆8组成，

上固定座和下固定座之间通过连接杆固定连接，投影罩螺纹连接在床头灯的安装底座5上，

上固定座和下固定座内开有放置槽9，用于安放投影片，连接杆内开有通道10，通过该通道

将投影片放入投影罩中或将投影片从投影罩中取出。

[0048] 音控模块收集语音指令音频，将语音指令音频传输到无线模块，无线模块对语音

指令音频进行解码，再将解码后的音频信息传递到单片机，单片机根据解码后的音频信息

发送PWM信号到恒流驱动模块，恒流驱动模块A通过PWM1信号控制输入到红色LED灯中的电

流大小，恒流驱动模块B通过PWM2信号控制输入到绿色LED灯中的电流大小，恒流驱动模块C

通过PWM3信号控制输入到蓝色LED灯中的电流大小，恒流驱动模块D通过PWM3信号控制输入

到白色LED灯中的电流大小，以此控制四种颜色的LED灯的开启、关闭以及亮度和色温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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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实现语音控制床头灯的目的，操作简便，语音控制尤其适合夜间黑暗的环境，同时用户

无需起身关闭床头灯，不影响睡意；单片机根据金属按键和人的手指之间形成的电容大小

发送相关PWM信号到恒流驱动模块，恒流驱动模块A通过PWM1信号控制输入到红色LED灯中

的电流大小，恒流驱动模块B通过PWM2信号控制输入到绿色LED灯中的电流大小，恒流驱动

模块C通过PWM3信号控制输入到蓝色LED灯中的电流大小，恒流驱动模块D通过PWM3信号控

制输入到白色LED灯中的电流大小，以此控制四种颜色的LED灯的开启、关闭以及亮度和色

温的调节，实现触控控制床头灯的目的，以金属按键和人的手指之间形成的电容大小为判

断依据，相比于普通的床头灯按键，可以有效的防止因误碰按键导致床头灯的开启和关闭

这类情况的出现；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控制终端上的APP发送操作指令，无线模块接受操作指

令后将操作指令发送至单片机，单片机根据操作指令发送PWM信号到恒流驱动模块，恒流驱

动模块A通过PWM1信号控制输入到红色LED灯中的电流大小，恒流驱动模块B通过PWM2信号

控制输入到绿色LED灯中的电流大小，恒流驱动模块C通过PWM3信号控制输入到蓝色LED灯

中的电流大小，恒流驱动模块D通过PWM3信号控制输入到白色LED灯中的电流大小，以此控

制四种颜色的LED灯的开启、关闭以及亮度和色温的调节，实现远程控制床头灯的目的，无

需靠近床头灯便可以对床头灯进行控制，方便实用。

[0049] 防护模块可以实现红外线的发射和接收，PWM5是频率为38K，占空比为25%的PWM信

号，作为红外线的载频，PWM6是一个低频的PWM信号通过三极管QS1调制到38K的载波上，红

外发射二极管LED1向外发射含有调制信号的38K红外线；红外线遇到障碍物反射回来，芯片

US4接收反射回来的红外线，并对接收的红外线进行解码，并将解码后的信息传递到单片机

US8，单片机US8根据解码后的信息发送PWM信号到恒流驱动模块A～D，恒流驱动模块A～D根

据PWM信号控制四种颜色的LED灯的关闭以及亮度和色温的调节，达到护眼的目的。

[0050] 无线模块可以接受云端上的音频信息并对音频信息进行解码转换，并将解码转换

后的信息传送到音频播放模块，音频播放模块播放音频，播放的音频可以是音乐也可以是

儿童故事。使床头灯增加了娱乐功能。

[0051] 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的，在投影罩中放置投影片，投影片可以通过连接杆中

的通道并沿放置槽进入到投影罩中，投影片放置完成后，呈圆柱形，能够完全覆盖LED灯。放

置完投影片后开启LED灯，LED灯发出的光照会将投影片中的图片投射到墙壁上，若投影片

是用于点缀装饰房间的投影片，则起到了点缀装饰的作用；若投影片是与儿童故事相对应

的投影片，再结合音频播放模块，可以将床头灯转换成备受儿童青睐的故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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