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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双向镜结构的

发光无线充电宝，包括壳体，壳体设置有用于设

备充电的充电面，壳体的内腔靠近充电面设置有

充电线圈，充电线圈与壳体内的电源电连接；壳

体的另一面设置有发光面，发光面设置有一块双

向镜，双向镜的边沿与壳体连接，壳体的内腔靠

近发光面的侧壁设置有发光体；通过设置双向镜

和发光体，使得在不使用发光体时，双向镜能够

作为镜子使用，当使用发光体时，发光体结合双

向镜的聚光效果能够形成绚烂的显示效果，为用

户带来不同的视觉享受，同时能够作为无线充电

宝使用，方便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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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包括壳体，壳体设置有用于设备充电的充

电面，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的内腔靠近所述充电面设置有充电线圈，所述充电线圈与壳体

内的电源电连接；所述壳体的另一面设置有发光面，所述发光面设置有一块双向镜，所述双

向镜的边沿与所述壳体连接，所述壳体的内腔靠近所述发光面的侧壁设置有发光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体

设置有多个，沿所述壳体的内腔的侧壁一周间隔分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连

接有控制板，所述发光体与所述控制板电连接，所述控制板设置有切换模块，所述切换模块

控制所述发光体切换显示的颜色。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板

包括用于检测电源充电状态的检测模块，所述检测模块接收所述电源的充电状态信息，转

化为控制信号发送至切换模块，通过所述切换模块控制所述发光体切换显示的颜色。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开

设有按键孔，所述按键孔内设置有控制按钮，所述控制按钮与所述控制板电连接，所述控制

按钮将控制信号发送至所述切换模块，通过所述切换模块控制所述发光体切换显示的颜

色。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向镜

位于所述壳体内腔的一面向外凸出，形成凸面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向镜

远离所述壳体内腔的一面向内凹陷，形成凹面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的

侧壁开设有接线孔，所述接线孔内设置有接线端子，所述接线端子与所述控制板电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接线端

子为USB接线端子、Type‑c接线端子和micro接线端子中的一种或多种。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光

体为LED灯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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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充电宝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

背景技术

[0002] 充电宝，是一种个人可随身携带，自身能储备电能，主要为手持式移动设备等消费

电子产品（例如无线电话、笔记本电脑）充电的便携充电器，特别应用在没有外部电源供应

的场合；其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用作电能存储的电池，稳定输出电压的电路（直流‑直流转换

器），绝大部分的行动电源带有充电器，用作为内置电池充电；行动电源的原理简单，在能找

到外部电源供应的场合预先为内置的电池充电，即输入电能，并以化学能形式预先存储起

来，当需要时，即由电池提供能量及产生电能，以电压转换器（直流‑直流转换器）达至所需

电压，由输出端子（一般是USB接口）输出供给所需设备提供电源作充电或其他用途。

[0003] 现有技术中，随着充电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无线充电技术逐渐成熟并且被广

泛的使用，时至今日，无线充电技术已被应用至充电宝领域，使得充电宝的便携性更上一

层，但是现有充电宝的功能较为局限，大部分仅能提供充电功能，故如何针对充电宝的便携

性令其增添更多的实用性功能，以保证其更为吸引用户，是当下充电宝亟需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

线充电宝，通过设置双向镜和发光体，使得在不使用发光体时，双向镜能够作为镜子使用，

当使用发光体时，发光体结合双向镜的聚光效果能够形成绚烂的显示效果，为用户带来不

同的视觉享受，同时能够作为无线充电宝使用，方便实用。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具有双向镜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包括

壳体，壳体设置有用于设备充电的充电面，所述壳体的内腔靠近所述充电面设置有充电线

圈，所述充电线圈与壳体内的电源电连接；所述壳体的另一面设置有发光面，所述发光面设

置有一块双向镜，所述双向镜的边沿与所述壳体连接，所述壳体的内腔靠近所述发光面的

侧壁设置有发光体。

[0006] 具体的：所述发光体设置有多个，沿所述壳体的内腔的侧壁一周间隔分布。

[0007] 具体的：所述电源连接有控制板，所述发光体与所述控制板电连接，所述控制板设

置有切换模块，所述切换模块控制所述发光体切换显示的颜色。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板包括用于检测电源充电状态的检测模块，所述检测模块接

收所述电源的充电状态信息，转化为控制信号发送至切换模块，通过所述切换模块控制所

述发光体切换显示的颜色。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壳体开设有按键孔，所述按键孔内设置有控制按钮，所述控制按钮

与所述控制板电连接，所述控制按钮将控制信号发送至所述切换模块，通过所述切换模块

控制所述发光体切换显示的颜色。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双向镜位于所述壳体内腔的一面向外凸出，形成凸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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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优选：所述双向镜远离所述壳体内腔的一面向内凹陷，形成凹面结构。

[0012] 具体的：所述壳体的侧壁开设有接线孔，所述接线孔内设置有接线端子，所述接线

端子与所述控制板电连接。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接线端子为USB接线端子、Type‑c接线端子和micro接线端子中的

一种或多种。

[0014] 具体的：所述发光体为LED灯珠。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双向镜

结构的发光无线充电宝，包括壳体，壳体设置有用于设备充电的充电面，壳体的内腔靠近充

电面设置有充电线圈，充电线圈与壳体内的电源电连接；壳体的另一面设置有发光面，发光

面设置有一块双向镜，双向镜的边沿与壳体连接，壳体的内腔靠近发光面的侧壁设置有发

光体；通过设置双向镜和发光体，使得在不使用发光体时，双向镜能够作为镜子使用，当使

用发光体时，发光体结合双向镜的聚光效果能够形成绚烂的显示效果，为用户带来不同的

视觉享受，同时能够作为无线充电宝使用，方便实用。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视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正视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局部剖面视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发光体控制流程示意图。

[0020]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如下：

[0021] 1、充电面；2、接线端子；3、发光面；31、双向镜；4、电源；5、控制板；51、检测模块；

52、切换模块；6、充电线圈；7、控制按钮；8、发光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更清楚地表述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地描述。

[0023] 现有技术中，充电宝的功能较为局限，大部分仅能提供充电功能，故如何针对充电

宝的便携性令其增添更多的实用性功能，以保证其更为吸引用户，是当下充电宝亟需解决

的问题。

[002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缺陷和不足，本实用新型具体的提供一种具有双向镜结构的

发光无线充电宝，请参阅图3，包括：壳体，壳体设置有用于设备充电的充电面1，壳体的内腔

靠近充电面1设置有充电线圈6，充电线圈6与壳体内的电源4电连接；壳体的另一面设置有

发光面3，发光面3设置有一块双向镜31，双向镜31的边沿与壳体连接，壳体的内腔靠近发光

面3的侧壁设置有发光体8；设置双向镜31的目的在于，双向镜31内部无灯光射出时，双向镜

31能够作为镜子使用，供用户做整理妆容之类的杂事；当双向镜31的内部发光体8发出光线

时，双向镜31就作为透镜使用，灯光能从双向镜31射出为用户带来绚烂的视觉享受，同时另

外一面设有支持无线充电功能的充电面1，使用户无线接线，即可实现手机的无线充电功

能，在增添充电宝的便携性的同时，增添其功能性。

[0025] 在本实施例中提及：请参阅图1‑3，发光体8设置有多个，沿壳体的内腔的侧壁一周

间隔分布；设置环绕边沿的发光体8，能够保证发出光线的均匀和绚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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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在本实施例中提及：请参阅图4，电源4连接有控制板5，发光体8与控制板5电连接，

控制板5设置有切换模块52，切换模块52控制发光体8切换显示的颜色；将发光体8与切换模

块52进行连接，从而实现发光体8的切换功能，在已经实施的实例中，反光体通过切换模块

52能够实现显示模式的切换以及灯光延伸的变换。

[0027]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提及：请参阅图4，控制板5包括用于检测电源4充电状态的

检测模块51，检测模块51接收电源4的充电状态信息，转化为控制信号发送至切换模块52，

通过切换模块52控制发光体8切换显示的颜色；检测模块51主要用于识别充电宝是否在进

行设备的充电，在一个已经实施的实例中，当检测模块51检测到充电宝在为设备输出电能

时，检测模块51发出的控制信号会控制切换模块52切换发光体8的颜色为绿色；当检测模块

51检测到充电宝并未为设备输出电能时，检测模块51发出的控制信号会控制切换模块52切

换发光体8的颜色为红色；绿色和红色只是本申请用于区分充电状态的选择，任何相同结构

且只存在不同的其它颜色变化，均纳入本申请欲保护的范围。

[0028]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提及：请参阅图1‑4，壳体开设有按键孔，按键孔内设置有

控制按钮7，控制按钮7与控制板5电连接，控制按钮7将控制信号发送至切换模块52，通过切

换模块52控制发光体8切换显示的颜色；设置控制按钮7能够人为的对发光体8发光的颜色

和模式进行选择变换，在一个已经实施的实例中，通过按动控制按钮7，发光体8会实现颜色

的更换以及发光频闪模式的变化以及动态灯光显示效果的变化。

[0029]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提及：请参阅图3，双向镜31位于壳体内腔的一面向外凸

出，形成凸面结构；向内凸出的透镜，能够在发光体8发光时，形成聚光结构，将灯光焦聚，同

时配合双向镜31本身的特点，能够形成绚丽的视觉效果，以达到引起用户购买欲，从而增加

销售量的效果。

[0030]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提及：双向镜31远离壳体内腔的一面向内凹陷，形成凹面

结构；外侧向内凹陷的透镜，同样能够在发光体8发光时，形成聚光结构，将灯光焦聚，同时

配合双向镜31本身的特点，能够形成绚丽的视觉效果，以达到引起用户购买欲，从而增加销

售量的效果。

[0031] 在本实施例中提及：请参阅图1，壳体的侧壁开设有接线孔，接线孔内设置有接线

端子2，接线端子2与控制板5电连接；接线端子2用于与外部连接，从而实现通过有线对外充

电以及有线对充电宝进行充电的效果。

[0032]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提及：请参阅图1，接线端子2为USB接线端子2、Type‑c接线

端子2和micro接线端子2中的一种或多种；USB接线端子2能够用于通过有线对外充电；

Type‑c接线端子2和micro接线端子2用于有线对充电宝进行充电。

[0033] 在本实施例中提及：请参阅图1‑4，发光体8为LED灯珠；LED灯珠具有体积小、低耗

电以及显示效果艳丽的特点，能够增添显示效果的绚烂程度。

[0034] 在本实施例中提及：壳体的形状可以为方、椭圆形、五边形、三角形等多边形。

[0035] 在本实施例中提及：本实用新型通过将发光体和双向镜结合至无线充电宝上以增

加产品的绚烂视觉以达到提升销量的效果，同样的，可以应用于普通充电宝、空气净化器或

者音响等家电设备中，在载体上做的简单替换均落入本申请欲保护的范围内。

[0036] 本实用新型的优势在于：

[0037] 1、通过设置双向镜和发光体，使得在不使用发光体时，双向镜能够作为镜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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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发光体时，发光体结合双向镜的聚光效果能够形成绚烂的显示效果，为用户带来不

同的视觉享受。

[0038] 2、能够作为无线充电宝使用，方便实用。

[0039]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几个具体实施例，但是本实用新型并非局限于此，

任何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思之的变化都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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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214674459 U

7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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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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