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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体式蓝牙耳机套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分体式蓝牙耳机套

件，包括有两个蓝牙耳机单元；还包括蓄电装置；

蓄电装置内设有蓄电池；蓄电装置内安装有与蓄

电池电连接的用于为蓝牙耳机单元充电的充电

线；充电线能够与蓝牙耳机单元可拆卸连接并形

成电连接。用户可通过蓄电装置为蓝牙耳机单元

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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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体式蓝牙耳机套件，包括有两个蓝牙耳机单元；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蓄电装

置；所述蓄电装置内设有蓄电池；所述蓄电装置内安装有与蓄电池电连接的用于为蓝牙耳

机单元充电的充电线；所述充电线能够与蓝牙耳机单元可拆卸连接并形成电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体式蓝牙耳机套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电装置包括壳

体，转动连接在所述壳体内的绕线盘，位于绕线盘外侧的纵向滑动连接在所述壳体内的驱

动套，以及驱动绕线盘复位的卷簧；

所述绕线盘包括两个同轴设置的定位盘，以及同轴设置在两个定位盘之间的用于卷绕

充电线的卷筒；

一个所述定位盘为外周均匀设置有棘齿的棘轮；所述驱动套内壁沿周向成型有多个能

够阻挡棘轮反向转动的棘爪；

初始状态下，驱动套上端高于壳体上端，此时驱动套处于上方极限位置，棘轮与棘爪正

对，使得绕线盘仅能够相对驱动套正向转动；

当驱动套处于下方极限位置时，棘轮与棘爪完全错开，使得卷簧能够驱动绕线盘反向

转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分体式蓝牙耳机套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卷簧安装在绕线盘

与驱动套之间；

所述驱动套侧壁成型有沿周向倾斜向下设置的滑动槽；所述卷簧靠近驱动套的一端固

定连接有与所述滑动槽滑动连接的滑动头；

初始状态下，驱动套处于上方极限位置，卷簧存在扭矩，滑动头与滑动槽最低点的端部

相抵。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分体式蓝牙耳机套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内壁成型有纵

向设置的限位槽；所述驱动套外壁成型有与限位槽滑动连接的限位块。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分体式蓝牙耳机套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侧壁成型有两

个呈中心对称分布的供充电线穿过的接头插槽；

所述充电线端部设有能够与蓝牙耳机单元电连接的充电接头；所述充电接头远离充电

线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永磁铁；两个所述永磁铁远离充电接头一端的极性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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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体式蓝牙耳机套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蓝牙耳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分体式蓝牙耳机套件。

背景技术

[0002] 文献号为CN206922998U的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蓝牙耳机结构，包括蓝牙耳机

本体、耳塞孔和充电口，所述蓝牙耳机本体的外部设置有保护壳，且蓝牙耳机本体的侧壁嵌

入设置有减音键，且蓝牙耳机本体侧壁靠近减音键的上端位置处嵌入设置有加音键，所述

蓝牙耳机本体的顶端嵌入设置有充电口，所述转动座安装在蓝牙耳机本体的内侧壁。本实

用新型结构科学合理，使用安全方便，将转动座固定在蓝牙耳机的内侧，耳塞嵌入安装在转

动座的内部，进而使蓝牙耳机的耳塞具有270°旋转的特征，增加蓝牙耳机使用的灵活性，让

使用者使用时更加方便，不需要借助耳钩就可使蓝牙耳机卡在使用者的耳孔处，本设计不

仅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而且更方便使用者使用。

[0003] 上述专利中，蓝牙耳机内置的电池容量较小，用户无法长时间佩戴蓝牙耳机，且没

有一个便携的装置为蓝牙耳机充电。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能够为蓝牙

耳机充电的一种分体式蓝牙耳机套件。

[0005] 为实现本实用新型之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分体式蓝牙耳机套

件，包括有两个蓝牙耳机单元；还包括蓄电装置；所述蓄电装置内设有蓄电池；所述蓄电装

置内安装有与蓄电池电连接的用于为蓝牙耳机单元充电的充电线；所述充电线能够与蓝牙

耳机单元可拆卸连接并形成电连接。

[0006] 作为优化方案：所述蓄电装置包括壳体，转动连接在所述壳体内的绕线盘，位于绕

线盘外侧的纵向滑动连接在所述壳体内的驱动套，以及驱动绕线盘复位的卷簧。

[0007] 所述绕线盘包括两个同轴设置的定位盘，以及同轴设置在两个定位盘之间的用于

卷绕充电线的卷筒。

[0008] 一个所述定位盘为外周均匀设置有棘齿的棘轮；所述驱动套内壁沿周向成型有多

个能够阻挡棘轮反向转动的棘爪。

[0009] 初始状态下，驱动套上端高于壳体上端，此时驱动套处于上方极限位置，棘轮与棘

爪正对，使得绕线盘仅能够相对驱动套正向转动。

[0010] 当驱动套处于下方极限位置时，棘轮与棘爪完全错开，使得卷簧能够驱动绕线盘

反向转动。

[0011] 作为优化方案：所述卷簧安装在绕线盘与驱动套之间。

[0012] 所述驱动套侧壁成型有沿周向倾斜向下设置的滑动槽；所述卷簧靠近驱动套的一

端固定连接有与所述滑动槽滑动连接的滑动头。

[0013] 初始状态下，驱动套处于上方极限位置，卷簧存在扭矩，滑动头与滑动槽最低点的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8987154 U

3



端部相抵。

[0014] 作为优化方案：所述壳体内壁成型有纵向设置的限位槽；所述驱动套外壁成型有

与限位槽滑动连接的限位块。

[0015] 作为优化方案：所述壳体侧壁成型有两个呈中心对称分布的供充电线穿过的接头

插槽。

[0016] 所述充电线端部设有能够与蓝牙耳机单元电连接的充电接头；所述充电接头远离

充电线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永磁铁；两个所述永磁铁远离充电接头一端的极性相反。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用户需要为蓝牙耳机单元充电时，

用户拉动两侧的充电接头，将充电线抽出，当充电线达到合适的长度后，停止拉动充电接

头，此时由于棘轮与棘爪相抵，充电线不会卷绕回绕线盘上。

[0018] 接着，用户将充电接头与蓝牙耳机单元插接，蓄电装置内的蓄电池为蓝牙耳机单

元充电。

[0019] 用户将充电线收回时，用手向下按压驱动套，使得驱动套位于下方极限位置，棘轮

与棘爪脱离，绕线盘在卷簧的扭矩力下反向转动，使得充电线重新卷绕回绕线盘上，当充电

线完全卷绕回绕线盘上后，将手脱离驱动套，滑动头在卷簧的作用下对滑动槽产生倾斜向

上的推力，使得驱动套能够自动向上移动至极限位置，使得蓄电装置自动恢复到初始状态。

[0020] 蓄电装置还可以作为手表佩戴在手腕上，具体操作为：

[0021] 用户将充电接头抽出，并将两个充电接头相互接触，永磁铁相互吸紧固定，接着用

户将充电线套在手腕上，并按下驱动套，使得充电线卷绕回绕线盘上，当充电线恰好套在手

腕上时，松开驱动套，此时蓄电装置套在手腕上，便于用户携带蓄电装置。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蓝牙耳机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实用新型驱动套处于上方极限位置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是本实用新型驱动套处于下方极限位置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是本实用新型驱动套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是本实用新型绕线盘结构示意图。

[0029] 图8是本实用新型充电接头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9是本实用新型壳体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0是本实用新型两个充电接头相互吸紧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1、蓝牙耳机单元；11、接电槽；2、充电线；21、充电接头；211、永磁铁；212、插接槽；

2121、接电头；A、蓄电装置；3、电子屏；4、蓄电池；5、驱动套；51、外凸圈；52、定位圈；53、棘

爪；54、滑动槽；55、限位块；6、绕线盘；61、棘轮；62、定位柱；63、转动槽；7、卷簧；71、定位板；

72、滑动头；8、壳体；81、限位槽；82、转动柱；83、接头插槽；831、把手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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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根据图1至图10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  一种分体式蓝牙耳机套件，包括有两个蓝

牙耳机单元1，以及蓄电装置A；所述蓄电装置内设有蓄电池4；所述蓄电装置内安装有与蓄

电池电连接的用于为蓝牙耳机单元充电的充电线2；所述充电线能够与蓝牙耳机单元可拆

卸连接并形成电连接。

[0035] 所述蓄电装置包括壳体8，转动连接在所述壳体内的绕线盘6，位于绕线盘外侧的

纵向滑动连接在所述壳体内的驱动套5，以及驱动绕线盘复位的卷簧7。

[0036] 所述绕线盘包括两个同轴设置的定位盘，以及同轴设置在两个定位盘之间的用于

卷绕充电线的卷筒。

[0037] 一个所述定位盘为外周均匀设置有棘齿的棘轮61；所述驱动套内壁沿周向成型有

多个能够阻挡棘轮反向转动的棘爪53；所述棘爪由弹性材质构成，例如橡胶。

[0038] 初始状态下，驱动套上端高于壳体上端，此时驱动套处于上方极限位置，棘轮与棘

爪正对，使得绕线盘仅能够相对驱动套正向转动。

[0039] 拉动充电线时，棘轮与棘爪相对转动，绕线盘转动，卷簧蓄积扭矩；停止拉动充电

线时，棘轮与棘爪相抵，使得绕线盘无法反向转动，充电线不会卷绕回绕线盘上。

[0040] 向下按动驱动套，棘爪向下移动，棘轮与棘爪逐渐错开。

[0041] 当驱动套处于下方极限位置时，棘轮与棘爪完全错开，使得卷簧能够驱动绕线盘

反向转动，使得充电线卷绕回绕线盘上。

[0042] 所述卷簧安装在绕线盘与驱动套之间。

[0043] 所述绕线盘下端中心成型有定位柱62；所述卷簧安装在定位柱外周；所述壳体内

底部中心成型有转动柱83；所述绕线盘中心成型有与转动柱转动连接的转动槽63。

[0044] 所述驱动套侧壁成型有沿周向倾斜向下设置的滑动槽54；所述卷簧靠近驱动套的

一端固定连接有与所述滑动槽滑动连接的滑动头72；所述卷簧靠近驱动套的端部固定连接

与定位板71；所述滑动头设置在所述定位板上。

[0045] 所述滑动槽沿顺时针向下倾斜设置，同时卷簧自内向外逆时针卷绕（如图2所示）。

[0046] 所述驱动套外周上端成型有外凸圈51；当驱动套位于下方极限位置时，外凸圈下

端与壳体上端相抵。

[0047] 初始状态下，驱动套处于上方极限位置，卷簧存在扭矩，滑动头与滑动槽最低点的

端部相抵。

[0048] 将驱动套按压至下方位置的过程中，滑动槽倾斜的侧壁对滑动头产生推力，使得

滑动头沿滑动槽向卷簧产生的扭矩相反方向滑动，卷簧的扭矩增加，直至驱动套位于下方

极限位置。

[0049] 当停止对驱动套按压时，滑动头对滑动槽的侧壁产生倾斜向上的推力，使得驱动

套向上移动，直至滑动头与滑动槽最低点的端部相抵，此时驱动套位于上方极限位置，棘轮

与棘爪正对。

[0050] 所述驱动套内壁位于棘爪上方成型有定位圈52；所述蓄电池安装在所述定位圈上

端。

[0051] 所述壳体内壁成型有纵向设置的限位槽81；所述驱动套外壁成型有与限位槽滑动

连接的限位块55，使得驱动套能够纵向滑动，不会周向转动。

[0052] 所述壳体侧壁成型有两个呈中心对称分布的供充电线穿过的接头插槽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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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所述充电线端部设有能够与蓝牙耳机单元电连接的充电接头21；所述充电接头远

离充电线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永磁铁211；两个所述永磁铁远离充电接头一端的极性相反。

[0054] 用户将充电线抽出，并将两个充电接头相对接触，使得两个永磁铁相互吸紧，此时

蓄电装置呈一个封闭的环形，用户可将蓄电装置悬挂在某处或佩戴在身上，便于蓄电装置

的存放。

[0055] 所述蓝牙耳机单元包括主体部，以及位于主体部下端的通电杆；所述通电杆侧壁

下端设有接电槽11；所述充电接头上成型有能够与通电杆套接的插接槽212；所述插接槽内

设有能够与接电槽电连接的接电头2121。

[0056] 当蓝牙耳机单元插入插接槽内，并使接电槽与接电头电连接，蓄电装置内的蓄电

池能够为蓝牙耳机单元充电。

[0057] 所述壳体外壁位于所述接电插槽外侧成型有把手槽831。

[0058] 所述永磁铁的直径大于充电接头的直径，当充电线完全卷绕回绕线盘上时，充电

接头插入接头插槽内，永磁铁抵在壳体外壁，用户将手指放入把手槽内即可接触到永磁铁

侧壁，便于用户将充电接头取出。

[0059] 所述壳体外侧设有能够通过充电器为蓄电池充电的充电口。

[0060] 所述蓄电池下端设有与绕线盘中心转动插接的接电柱，所述充电线通过绕线盘与

接电柱电连接。

[0061] 所述蓄电池包含锂电池以及对应的升压电路模块，所述锂电池与升压电路模块的

输入端电连接，所述充电接头与升压电路模块的输出端电连接。

[0062] 用户需要为蓝牙耳机单元充电时，用户拉动两侧的充电接头，将充电线抽出，当充

电线达到合适的长度后，停止拉动充电接头，此时由于棘轮与棘爪相抵，充电线不会卷绕回

绕线盘上。

[0063] 接着，用户将充电接头与蓝牙耳机单元插接，蓄电装置内的蓄电池为蓝牙耳机单

元充电。

[0064] 用户将充电线收回时，用手向下按压驱动套，使得驱动套位于下方极限位置，棘轮

与棘爪脱离，绕线盘在卷簧的扭矩力下反向转动，使得充电线重新卷绕回绕线盘上，当充电

线完全卷绕回绕线盘上后，将手脱离驱动套，滑动头在卷簧的作用下对滑动槽产生倾斜向

上的推力，使得驱动套能够自动向上移动至极限位置，使得蓄电装置自动恢复到初始状态。

[0065] 蓄电装置还可以作为手表佩戴在手腕上，具体操作为：

[0066] 用户将充电接头抽出，并将两个充电接头相互接触，永磁铁相互吸紧固定，接着用

户将充电线套在手腕上，并按下驱动套，使得充电线卷绕回绕线盘上，当充电线恰好套在手

腕上时，松开驱动套，此时蓄电装置套在手腕上，便于用户携带蓄电装置。

[0067] 实施例2

[0068]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作出以下改进：所述驱动套内壁上部位于蓄电池上

端安装有电子屏3；所述电子屏可用于显示时间、蓄电池电量等信息；所述电子屏也可为电

容式触摸屏，用户可通过电子屏对移动终端或蓝牙耳机单元进行操作，例如切歌、调节音

量、接挂电话等功能。

[0069] 所述蓄电装置内安装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通过蓝牙信号与移动终端或蓝牙耳机

单元通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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