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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smart watch charging base integrating a clock function,
comprising a base body. A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screen, a loudspeak
er, a wireless charger and a charging interface are disposed on the surface o f
the base body. A microcontroller, a charging module, an alarm clock music
playing module, a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screen drive module and a re
chargeable battery are disposed inside the base body. A current input end o f
the charging module i s connected to the charging interface, and a current out
put end o f the charging module i s connected t o a current input end o f the
wireless charger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les of the rechargeable battery
separately. A current input end o f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screen i s
connected to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les o f the rechargeable battery by
means of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screen drive module separately.
The microcontroller i s connected to the charging module and the hu
man-computer interaction screen drive module separately. A first control sig
nal output end of the microcontroller i s connected to a control signal input
end of the alarm clock music playing module. The alarm clock music playing
module i s connected t o the loudspeaker. The charging base has clock and
alarm clock functions, thereby expanding functions o f the smart watch char
ging base.

(57) 摘要：一种集成 时钟功能的智能手表 充 电底座 ，包括底座本
体 ，底座本体表面设置有人机交互屏 、扬声器、无线充 电器和充
电接 口，底座本体 内部设置有微控制器、充 电模块 、闹钟音乐播
放模块 、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和充 电电池 ，充 电模块 的电流输入
端与充 电接 口连接 ，充 电模块 的电流输 出端分别与无线充 电器的

电流输入端和充 电电池 的正负极连接 ，人机交互屏 的电流输入端通过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与充 电电池的正负极
连接 ，微控制器分别与充 电模块和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连接 ，微控制器的第一控制信号输 出端与 闹钟音乐播放
模块 的控制信号输入端连接 ，闹钟音乐播放模块与扬声器连接 。该充 电底座具有时钟和 闹钟功能，进一步拓展
了智能手表充 电底座的功能。



发明名称：一种集成时钟功能的智能手表充电底座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充电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集成时钟功能的智能手表充电底座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智能设备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智能手机普及之后，

各大公司又幵始研制智能手表，智能手表，是将手表内置智能化系统、搭载智

能手机系统而连接于网络而实现多功能，能同步手机中的电话、短信、邮件、

照片、音乐等。但是智能手表相对于传统的机械手表或者电子手表存在一个缺

点，即智能手表需要经常充电，例如苹果公司推出的智能手表Apple Watch 充满

电后最多运作 18个小时，因此，需要每天对其充电。此外，Apple Watch 只能通

过专用无线充电器对其进行充电，然而将该专用无线充电器放于桌面并不美观

, 如能将该无线充电器设置在充电底座上，则能与周围环境更加匹配。

技术问题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集成时钟功能的智能手表充

电底座，具有时钟和闹钟功能，进一步拓展了智能手表充电底座的功能。

问题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一种集成吋钟功能的智能手表充

电底座，包括底座本体，底座本体表面设置有人机交互屏、扬声器、无线充电

器和充电接口，底座本体内部设置有微控制器、充电模块、闹钟音乐播放模块

、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和充电电池，充电模块的电流输入端与充电接口连接，

充电模块的电流输出端分别与无线充电器的电流输入端和充电电池的正负极连

接，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的电流输入端分别与充电电池的正负极连接，人机交

互屏驱动模块的电流输出端与人机交互屏的电流输入端连接，微控制器分别与

充电模块和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连接进行数据交换，微控制器的第一控制信号



输 出端与闹钟音乐播放模块 的控制信号输入端连接 ，闹钟音乐播放模块的音频

信号输 出端与扬声器的音频信号输入端连接。

[0005] 所述充电模块包括线路切换子模块和滤波整流子模块 ，滤波整流子模块的电流

输入端与充电接 口连接 ，滤波整流子模块 的电流输 出端与线路切换子模块 的电

流输入端连接 ，线路切换子模块 的电流输 出端分别与充 电电池的正负极连接。

[0006] 所述充电模块还包括侦测子模块 、电流转换子模块和数字可变电阻，侦测子模

块的检测输入端与滤波整流子模块的电流输 出端连接 ，侦测子模块 的数据输 出

端与微控制器 的数据输入端连接 ，微控制器 的第二控制信号输 出端通过数字可

变电阻与电流转换子模块 的控制信号输入端连接 ，滤波整流子模块 的电流输 出

端通过 电流转换子模块与线路切换子模块 的电流输入端连接。

[0007] 所述线路切换子模块包括第一充 电端 、第二充电端 、第一线路和第二线路 ，第

一充 电端分别与第一线路和第二线路连接 ，第二充电端分别与第一线路和第二

线路连接 ，当充电电池 的正极接第一充电端 ，负极接第二充 电端时 ，第一线路

导通 ，第二线路截止 ；当所述充电电池的正极接第二充 电端 ，负极接第一充电

端时 ，第一线路截止 ，第二线路导通。

[0008] 所述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包括列驱动子模块 、行驱动子模块 、变压子模块和整

流子模块 ，列驱动子模块 的控制信号输入端与微控制器 的第三控制信号输 出端

连接 ，列驱动子模块的控制信号输 出端与人机交互屏的列驱动信号输入端连接

, 行驱动子模块的控制信号输入端与微控制器 的第四控制信号输 出端连接 ，行

驱动子模块 的控制信号输 出端与人机交互屏 的行驱动信号输入端连接 ，变压子

模块 的电流输入端分别与充电电池的正负极连接 ，变压子模块 的电流输 出端与

整流子模块 的电流输入端连接 ，整流子模块 的电流输 出端与人机交互屏的电流

输入端连接。

[0009] 所述人机交互屏包括显示子模块 、闹钟设置子模块和时钟设置子模块 ，显示子

模块 的控制信号输入端与微控制器的第五控制信号输 出端连接 ，闹钟设置子模

块的数据输 出端与微控制器 的第一数据输入端连接 ，时钟设置子模块 的数据输

出端与微控制器的第二数据输入端连接。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 益 效 果

[0010] 本 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

[0011] (1) 本 发明具有吋钟和 闹钟功能 ，进一步拓展 了智能手表充电底座 的功能 ；

[0012] (2) 侦测子模块用于侦测变压子模块 的输 出电压 ，微控制器根据变压子模块

的输 出电压 ，对数字可变 电阻进行调节 ，从而使得充电模块能适应不 同规格 的

外部 电源 ；并且该充电模块能根据不 同规格 的外部 电源 ，而动态调节该数字可

变电阻，以使得外部 电源 的输 出电压处于最小临界值 ，此时 ，充 电电流处于最

大充 电值 ，即该充 电模块能根据不 同规格 的外部 电源而采用不 同的最大充 电电

流对充 电电池进行充电或为无线充电器供 电，从而该充 电模块 以最大功率对充

电电池进行充 电或为无线充 电器供 电；

[0013] (3) 线路切换子模块能防止充 电电池 的极性接错导致充 电模块或充 电电池损

坏 ，因此充 电电池可 以任意 的正接或反接 ，实现无极性 充电，提高了充电模块

及充 电电池 的安全性 ，使用方便 。

对附图的简要说明

附 图说 明

[0014] 图 1为本发明集成时钟功能 的智能手表充电底座的结构框 图。

发明实施例

本 发 明 的实施 方 式

[0015] 下面结合 附图进一步详细描述本 发明的技术方案 ，但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不局 限

于 以下所述。

[0016] 如 图 1所示 ，一种集成时钟功能 的智能手表充 电底座 ，包括底座本体 ，底座本

体表面设置有人机交互屏 、扬声器 、无线充 电器和充电接 口，底座本体 内部设

置有微控制器 、充 电模块 、闹钟音乐播放模块 、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和充 电电

池 ，充 电模块 的电流输入端与充 电接 口连接 ，充 电模块 的电流输 出端分别与无

线充 电器 的电流输入端和充 电电池的正负极连接 ，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 的电流

输入端分别与充电电池 的正负极连接 ，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 的电流输 出端与人

机交互屏 的电流输入端连接 ，微控制器分别与充 电模块和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

连接进行数据交换 ，微控制器 的第一控制信号输 出端与 闹钟音乐播放模块 的控



制信号输入端连接，闹钟音乐播放模块的音频信号输出端与扬声器的音频信号

输入端连接。

[0017] 所述无线充电器为MagSafe 式的无线充电器。

[001 8] 进一步的，底座本体表面还设置有麦克风，底座本体内部还设置有语音识别模

块，语音识别模块的音频输入端与麦克风的音频输出端连接，语音识别模块的

控制信号输出端与微控制器的控制信号输入端连接。麦克风接收用户发出的语

音控制命令，并将该语音控制命令转换为音频信号，然后将该音频信号输入语

音识别模块，语音识别模块识别接收到的音频信号，然后根据该音频信号发出

控制信息到微控制器，微控制器根据该控制信息进行相关操作。

[0019] 所述充电模块包括线路切换子模块和滤波整流子模块，滤波整流子模块的电流

输入端与充电接口连接，滤波整流子模块的电流输出端与线路切换子模块的电

流输入端连接，线路切换子模块的电流输出端分别与充电电池的正负极连接。

充电接口与外部电源连接，滤波整流子模块对外部电源通过充电接 口流入的电

流进行滤波和整流处理，并将处理后的电流输入线路切换子模块。

[0020] 所述滤波整流子模块与充电接口之间设置有防浪涌电路 , 防浪涌电路包括四个

电阻、比较器、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第一电阻与第二电阻串联，第二电阻的另

一端接地，第一电阻的另一端与第三电阻连接，第三电阻的另一端与三极管的

集电极连接，三极管的基极与集电极连接，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比较器的第

一输入端与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比较器的第二输入端连接在第一电阻和第二

电阻之间，比较器的输出端与场效应管的栅极连接，场效应管的漏极接地 ，场

效应管的源极与第四电阻连接，第四电阻的另一端连接在第一电阻和第三电阻

之间，且分别与充电接口和滤波整流子模块的电流输入端连接。

[0021] 所述充电模块还包括侦测子模块、电流转换子模块和数字可变电阻，侦测子模

块的检测输入端与滤波整流子模块的电流输出端连接，侦测子模块的数据输出

端与微控制器的数据输入端连接，微控制器的第二控制信号输出端通过数字可

变电阻与电流转换子模块的控制信号输入端连接，滤波整流子模块的电流输出

端通过电流转换子模块与线路切换子模块的电流输入端连接。侦测子模块用于

侦测滤波整流子模块的输出电压，电流转换子模块的输出电流随着滤波整流子



模块 的输 出电压的增大而减小 ，当滤波整流子模块 的输 出电压处于最小临界值

吋 ，电流转换子模块的输 出电流最大 ；微控制器根据侦测子模块侦测到的滤波

整流子模块 的输 出电压调节数字可变 电阻，使得滤波整流子模块 的输 出电压处

于最小临界值 ，此吋 ，电流转换子模块的输 出电流处于最大值。

[0022] 进一步 的，所述充电模块还包括至少一个用于为普通电子设备进行充 电的micr

o USB 接 口，micro USB 接 口与线路切换子模块 的电流输 出端连接 ，实现为多个

设备 同时进行充电。

[0023] 所述线路切换子模块包括第一充 电端 、第二充电端 、第一线路和第二线路 ，第

一充 电端分别与第一线路和第二线路连接 ，第二充电端分别与第一线路和第二

线路连接 ，当充电电池 的正极接第一充电端 ，负极接第二充 电端时 ，第一线路

导通 ，第二线路截止 ；当所述充电电池的正极接第二充 电端 ，负极接第一充电

端时 ，第一线路截止 ，第二线路导通。

[0024] 所述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包括列驱动子模块 、行驱动子模块 、变压子模块和整

流子模块 ，列驱动子模块 的控制信号输入端与微控制器 的第三控制信号输 出端

连接 ，列驱动子模块的控制信号输 出端与人机交互屏的列驱动信号输入端连接

, 行驱动子模块的控制信号输入端与微控制器 的第四控制信号输 出端连接 ，行

驱动子模块 的控制信号输 出端与人机交互屏 的行驱动信号输入端连接 ，变压子

模块 的电流输入端分别与充电电池的正负极连接 ，变压子模块 的电流输 出端与

整流子模块 的电流输入端连接 ，整流子模块 的电流输 出端与人机交互屏的电流

输入端连接。

[0025] 所述人机交互屏包括显示子模块 、闹钟设置子模块和时钟设置子模块 ，显示子

模块 的控制信号输入端与微控制器的第五控制信号输 出端连接 ，用于显示吋间

, 闹钟设置子模块 的数据输 出端与微控制器 的第一数据输入端连接 ，用于设置

闹钟 ，时钟设置子模块 的数据输 出端与微控制器 的第二数据输入端连接。微控

制器接收来 自闹钟设置模块 的数据 ，当到达 闹钟设定时 间时 ，微控制器控制闹

钟音乐播放模块播放音乐。



[权利要求 1] 一种集成吋钟功能的智能手表充电底座 ，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本体

，底座本体表面设置有人机交互屏 、扬声器 、无线充电器和充 电接 口

，底座本体内部设置有微控制器 、充电模块 、闹钟音乐播放模块 、人

机交互屏驱动模块和充电电池 ，充电模块的电流输入端与充电接 口连

接 ，充电模块 的电流输 出端分别与无线充电器 的电流输入端和充电电

池的正负极连接 ，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 的电流输入端分别与充 电电池

的正负极连接 ，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的电流输 出端与人机交互屏 的电

流输入端连接 ，微控制器分别与充电模块和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连接

进行数据交换 ，微控制器 的第一控制信号输 出端与闹钟音乐播放模块

的控制信号输入端连接 ，闹钟音乐播放模块 的音频信号输 出端与扬声

器 的音频信号输入端连接。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集成时钟功能的智能手表充电底座 ，其特

征在于：所述充电模块包括线路切换子模块和滤波整流子模块 ，滤波

整流子模块的电流输入端与充电接 口连接 ，滤波整流子模块的电流输

出端与线路切换子模块的电流输入端连接 ，线路切换子模块的电流输

出端分别与充电电池 的正负极连接。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 的一种集成时钟功能的智能手表充电底座 ，其特

征在于：所述充电模块还包括侦测子模块 、电流转换子模块和数字可

变电阻 ，侦测子模块 的检测输入端与滤波整流子模块的电流输 出端连

接 ，侦测子模块的数据输 出端与微控制器的数据输入端连接 ，微控制

器 的第二控制信号输 出端通过数字可变 电阻与电流转换子模块 的控制

信号输入端连接 ，滤波整流子模块的电流输 出端通过电流转换子模块

与线路切换子模块的电流输入端连接。

[权利要求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 的一种集成时钟功能的智能手表充电底座 ，其特

征在于：所述线路切换子模块包括第一充电端 、第二充电端 、第一线

路和第二线路 ，第一充电端分别与第一线路和第二线路连接 ，第二充

电端分别与第一线路和第二线路连接 ，当充 电电池的正极接第一充电



端 ，负极接第二充电端时 ，第一线路导通 ，第二线路截止 ；当所述充

电电池的正极接第二充电端 ，负极接第一充 电端时 ，第一线路截止 ，

第二线路导通。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集成时钟功能的智能手表充电底座 ，其特

征在于：所述人机交互屏驱动模块包括列驱动子模块 、行驱动子模块

、变压子模块和整流子模块 ，列驱动子模块 的控制信号输入端与微控

制器的第三控制信号输 出端连接 ，列驱动子模块的控制信号输 出端与

人机交互屏的列驱动信号输入端连接 ，行驱动子模块的控制信号输入

端与微控制器 的第四控制信号输 出端连接 ，行驱动子模块 的控制信号

输 出端与人机交互屏 的行驱动信号输入端连接 ，变压子模块的电流输

入端分别与充电电池的正负极连接 ，变压子模块的电流输 出端与整流

子模块的电流输入端连接 ，整流子模块 的电流输 出端与人机交互屏的

电流输入端连接。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集成吋钟功能的智能手表充电底座 ，其特

征在于：所述人机交互屏包括显示子模块 、闹钟设置子模块和吋钟设

置子模块 ，显示子模块的控制信号输入端与微控制器的第五控制信号

输 出端连接 ，闹钟设置子模块的数据输 出端与微控制器的第一数据输

入端连接 ，吋钟设置子模块 的数据输 出端与微控制器的第二数据输入

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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