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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编辑灯光效果的输入

设备，包括键盘，所述键盘的电路板上设置有可

变色的LED灯，若干个LED灯并联构成灯具模组，

所述灯具模组与控制电路电性连接；所述控制电

路包括主控芯片、蓝牙模组、变色控制模组，主控

芯片的信号输入端与蓝牙模组的信号输出端电

性连接以通过蓝牙模块实现无线控制主控芯片，

主控芯片的信号输出端分别与变色控制模组、灯

具模组的信号输入端电性连接，变色控制模组的

信号输出端与灯具模组的信号输入端电性连接

以对LED灯的发光颜色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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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编辑灯光效果的输入设备，包括键盘，其特征在于：所述键盘的电路板上设置

有可变色的LED灯，若干个LED灯并联构成灯具模组，所述灯具模组与控制电路电性连接；所

述控制电路包括主控芯片、蓝牙模组、变色控制模组，主控芯片的信号输入端与蓝牙模组的

信号输出端电性连接以通过蓝牙模块实现无线控制主控芯片，主控芯片的信号输出端分别

与变色控制模组、灯具模组的信号输入端电性连接，变色控制模组的信号输出端与灯具模

组的信号输入端电性连接以对LED灯的发光颜色进行控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编辑灯光效果的输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具模组包括若

干个LED灯以及若干个控制开关，控制开关与LED灯相对应设置，若干个控制开关的一端分

别与主控芯片的CD系列引脚电性连接，控制开关的另一端DR  DG  DB系列针脚与相对应的

LED灯的一端电性连接，LED灯的另一端与变色控制模组的信号输出端电性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编辑灯光效果的输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变色控制模组包

括若干个第一三极管、若干个变色芯片、若干个第二三极管、若干个第三三极管、若干个第

四三极管；所述第一三极管的基极与LED灯的一端电性连接，第一三极管的发射极与电源电

性连接，第一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变色芯片的VCC引脚电性连接，变色芯片的R引脚与第二三

极管的集电极电性连接，第二三极管的基极与主控芯片的DR系列引脚电性连接；变色芯片

的G引脚与第三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性连接，第三三极管的基极与主控芯片的DG系列引脚电

性连接；变色芯片的B引脚与第四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性连接，第四三极管的基极与主控芯片

的DB系列引脚电性连接；所述第二三极管、第三三极管、第四三极管的发射极均接地。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编辑灯光效果的输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蓝牙模组包括射

频芯片，射频芯片的P01引脚与主控芯片的UTXD2引脚电性连接，射频芯片的P00引脚与主控

芯片的URXD2引脚电性连接，射频芯片的P12引脚与主控芯片的MIS00引脚电性连接；射频芯

片的ANT引脚与天线电性连接，射频芯片的XTAL0引脚与晶振芯片的一端电性连接，晶振芯

片的另一端与射频芯片的XTAL1引脚电性连接；所述射频芯片的BAT3V引脚与蓝牙供电电路

电性连接；射频芯片的GND引脚、VSS3V引脚、VCCIF引脚、BAT1V引脚、VCCMCU引脚均接地。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编辑灯光效果的输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蓝牙供电电路包

括供电芯片，供电芯片的VIN引脚与电源、电容C7、电容C8的一端电性连接，供电芯片的VOUT

引脚分别与电容C9、电容C10、射频芯片的BAT3V引脚电性连接，电容C7的另一端、电容C8的

另一端、电容C9的另一端、电容C10的另一端、供电芯片的GND引脚均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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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编辑灯光效果的输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键盘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编辑灯光效果的输入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键盘为人们经常用到的输入设备，现有键盘样式繁多，例如灯光键盘等，而现有的

灯光键盘只有单一的灯光颜色、固定的灯光动态效果其只能按照出厂设定来执行灯光的发

光颜色、动态效果极容易引起审美疲劳，严重影响了键盘的使用效果，因此，有必要研究一

种可以对键盘上灯光颜色、动态效果进行改变的输入设备来提高键盘的使用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操作便利的可编辑灯光效果的输

入设备。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可编辑灯光效果的输入设备，包括键盘，所述键盘的电路板上设置有可变色

的LED灯，若干个LED灯并联构成灯具模组，所述灯具模组与控制电路电性连接；所述控制电

路包括主控芯片、蓝牙模组、变色控制模组，主控芯片的信号输入端与蓝牙模组的信号输出

端电性连接以通过蓝牙模块实现无线控制主控芯片，主控芯片的信号输出端分别与变色控

制模组、灯具模组的信号输入端电性连接，变色控制模组的信号输出端与灯具模组的信号

输入端电性连接以对LED灯的发光颜色进行控制。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灯具模组包括若干个LED灯以及若干个控制开关，控制开关与LED

灯相对应设置，若干个控制开关的一端分别与主控芯片的CD系列引脚电性连接，控制开关

的另一端DR  DG  DB系列针脚与相对应的LED灯的一端电性连接，LED灯的另一端与变色控制

模组的信号输出端电性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变色控制模组包括若干个第一三极管、若干个变色芯片、若干个第

二三极管、若干个第三三极管、若干个第四三极管；所述第一三极管的基极与LED灯的一端

电性连接，第一三极管的发射极与电源电性连接，第一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变色芯片的VCC引

脚电性连接，变色芯片的R引脚与第二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性连接，第二三极管的基极与主控

芯片的DR系列引脚电性连接；变色芯片的G引脚与第三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性连接，第三三极

管的基极与主控芯片的DG系列引脚电性连接；变色芯片的B引脚与第四三极管的集电极电

性连接，第四三极管的基极与主控芯片的DB系列引脚电性连接；所述第二三极管、第三三极

管、第四三极管的发射极均接地。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蓝牙模组包括射频芯片，射频芯片的P01引脚与主控芯片的UTXD2

引脚电性连接，射频芯片的P00引脚与主控芯片的URXD2引脚电性连接，射频芯片的P12引脚

与主控芯片的MIS00引脚电性连接；射频芯片的ANT引脚与天线电性连接，射频芯片的XTAL0

引脚与晶振芯片的一端电性连接，晶振芯片的另一端与射频芯片的XTAL1引脚电性连接；所

述射频芯片的BAT3V引脚与蓝牙供电电路电性连接；射频芯片的GND引脚、VSS3V引脚、VCC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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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脚、BAT1V引脚、VCCMCU引脚均接地。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蓝牙供电电路包括供电芯片，供电芯片的VIN引脚与电源、电容C7、

电容C8的一端电性连接，供电芯片的VOUT引脚分别与电容C9、电容C10、射频芯片的BAT3V引

脚电性连接，电容C7的另一端、电容C8的另一端、电容C9的另一端、电容C10的另一端、供电

芯片的GND引脚均接地。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11] 本发明通过采用控制电路对设置在电路板上的LED灯的灯光颜色进行控制，用户

通过电脑上的客户端、网页、上位机等操作界面，设置编辑led灯光颜色后，控制信息传输到

主控上，主控控制键盘显示用户需要的图形图案动态特效等，有效增加了键盘的使用趣味

性，提高了键盘的使用效果；同时控制电路内设置蓝牙模组的设计，使得用户可以通过蓝牙

模组对主控芯片内的程序进行无线控制，更加方便了人们的使用，进一步提高了本发明的

使用效果。

附图说明

[001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3] 图1为主控芯片的电路结构图；

[0014] 图2为灯具模组的电路结构图；

[0015] 图3为灯具模组的局部放大图；

[0016] 图4为变色控制模组的电路结构图；

[0017] 图5为变色控制模组的局部放大图；

[0018] 图6为蓝牙模组的电路结构图；

[0019] 图7为蓝牙供电电路的电路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1] 如图1至图7所示，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可编辑灯光效果的输入设备，包括键盘，所

述键盘的电路板上设置有可变色的LED灯，若干个LED灯并联构成灯具模组，所述灯具模组

与控制电路电性连接；所述控制电路包括主控芯片、蓝牙模组、变色控制模组，主控芯片的

信号输入端与蓝牙模组的信号输出端电性连接以通过蓝牙模块实现无线控制主控芯片，主

控芯片的信号输出端分别与变色控制模组、灯具模组的信号输入端电性连接，变色控制模

组的信号输出端与灯具模组的信号输入端电性连接以对LED灯的发光颜色进行控制。

[0022] 主控芯片的核心作用就是扫描驱动rgbled、扫描检测按键状态、与电脑通信和与

无线模块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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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该主控芯片有若干引脚，可以通过编程使之成为led阵列控制信号的行信号、列信

号，当主控芯片控制某一行引脚和某一列引脚工作时，对应led被点亮；当行、列引脚高速切

换时，就完成了扫描驱动rbgled阵列的目的，使得人眼看起来是一个屏幕持续工作，显示图

像。

[0024] 所述灯具模组包括若干个LED灯以及若干个控制开关，控制开关与LED灯相对应设

置，若干个控制开关的一端分别与主控芯片的CD系列引脚电性连接，控制开关的另一端DR 

DG  DB系列针脚与相对应的LED灯的一端电性连接，LED灯的另一端与变色控制模组的信号

输出端电性连接。

[0025] 所述变色控制模组包括若干个第一三极管、若干个变色芯片、若干个第二三极管、

若干个第三三极管、若干个第四三极管；所述第一三极管的基极与LED灯的一端电性连接，

第一三极管的发射极与电源电性连接，第一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变色芯片的VCC引脚电性连

接，变色芯片的R引脚与第二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性连接，第二三极管的基极与主控芯片的DR

系列引脚电性连接；变色芯片的G引脚与第三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性连接，第三三极管的基极

与主控芯片的DG系列引脚电性连接；变色芯片的B引脚与第四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性连接，第

四三极管的基极与主控芯片的DB系列引脚电性连接；所述第二三极管、第三三极管、第四三

极管的发射极均接地。

[0026] 所述蓝牙模组包括射频芯片，射频芯片的P01引脚与主控芯片的UTXD2引脚电性连

接，射频芯片的P00引脚与主控芯片的URXD2引脚电性连接，射频芯片的P12引脚与主控芯片

的MIS00引脚电性连接；射频芯片的ANT引脚与天线电性连接，射频芯片的XTAL0引脚与晶振

芯片的一端电性连接，晶振芯片的另一端与射频芯片的XTAL1引脚电性连接；所述射频芯片

的BAT3V引脚与蓝牙供电电路电性连接；射频芯片的GND引脚、VSS3V引脚、VCCIF引脚、BAT1V

引脚、VCCMCU引脚均接地。

[0027] 所述蓝牙供电电路包括供电芯片，供电芯片的VIN引脚与电源、电容C7、电容C8的

一端电性连接，供电芯片的VOUT引脚分别与电容C9、电容C10、射频芯片的BAT3V引脚电性连

接，电容C7的另一端、电容C8的另一端、电容C9的另一端、电容C10的另一端、供电芯片的GND

引脚均接地。

[0028] 本发明通过采用控制电路对设置在电路板上的LED灯的灯光颜色进行控制，用户

通过电脑上的客户端、网页、上位机等操作界面，设置编辑led灯光颜色后，控制信息传输到

主控上，主控控制键盘显示用户需要的图形图案动态特效等，有效增加了键盘的使用趣味

性，提高了键盘的使用效果；同时控制电路内设置蓝牙模组的设计，使得用户可以通过蓝牙

模组对主控芯片内的程序进行无线控制，更加方便了人们的使用，进一步提高了本发明的

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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