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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支持数据交换的移动

电源电路，属于移动电源电路领域。本实用新型

包括电源管理模块、对移动电源充电的第一接

口，一个以上的与智能设备相连的第二接口，还

包括HUB扩展模块、充电/数据切换模块，其中，所

述HUB扩展模块分别与第二接口输入端、充电/数

据切换模块的一端相连，所述充电/数据切换模

块的另一端与第一接口相连，所述电源管理模块

的一端分别与HUB扩展模块、第一接口电性连接，

所述电源管理模块另一端与电池相连。本实用新

型的有益效果为：电路集充电和数据交换功能与

一体，解决了现有移动电源上两个接口不能扩展

及通信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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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支持数据交换的移动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源管理模块、对移动电源充

电的第一接口，一个以上的与智能设备相连的第二接口，还包括HUB扩展模块、充电/数据切

换模块，其中，所述HUB扩展模块分别与第二接口输入端、充电/数据切换模块的一端相连，

所述充电/数据切换模块的另一端与第一接口相连，所述电源管理模块的一端分别与HUB扩

展模块、第一接口电性连接，所述电源管理模块另一端与电池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支持数据交换的移动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1个以上

的第三接口，所述充电/数据切换模块设有与第三接口数量相同的切换单元，所述第三接口

通过其中一个切换单元与HUB扩展模块的一组数据引脚相连，所述第三接口的电源引脚与

电源管理模块的一端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支持数据交换的移动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接口为

USB数字信号接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支持数据交换的移动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四接

口，所述第四接口与HUB扩展模块的数据传输I/O引脚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支持数据交换的移动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接口包

括音频模拟信号接口和/或存储卡接口，所述存储卡接口包括但不限于TF卡接口或SD卡接

口。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支持数据交换的移动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第四接口

为音频模拟信号接口时，还包括音频解码模块，所述第四接口通过音频解码模块与HUB扩展

模块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支持数据交换的移动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音频模拟信

号接口包括耳机接口CON5和麦克风接口CON6，其中，

所述耳机接口CON5的引脚3接地，引脚1与解码芯片U7的引脚9HP‑OUTL引脚相连，耳机

接口CON5的引脚2与解码芯片U7的引脚8HP‑OUTR引脚相连，引脚4与麦克风接口CON6的引脚

5相连，所述耳机接口CON5的引脚5和6悬置，

所述麦克风接口CON6的引脚3接地，引脚1与解码芯片U7的引脚7MIC‑IN引脚相连,所述

麦克风接口CON6的引脚2和6悬置，所述麦克风接口CON6的引脚4与引脚1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支持数据交换的移动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接口为5pin焊接口或5pin的USB接口，其中，所述第二接口的引脚1接地，引脚2和3分别与

HUB扩展模块的一组数据传输引脚相连，引脚4与电源管理模块的电源输出引脚相连，所述

第二接口的引脚5与HUB扩展模块的用于侦测第二接口的侦测单元相连。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支持数据交换的移动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侦测单元包

括三极管Q2和逻辑电平门Q1，其中，所述三极管Q2的G极与第二接口的引脚5相连，所述三极

管Q2的S极接地，D极分别与一电阻的一端和逻辑电平门Q1的G极相连，所述逻辑电平门Q1的

S极分别与电阻另一端和该电阻另一端及电源管理模块的电源输出引脚相连，所述逻辑电

平门Q1的D极与HUB扩展模块的扩展芯片U1的引脚17相连。

10.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支持数据交换的移动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源管理模块包括分别与电池相连的充电升压管理单元和锂电保护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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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支持数据交换的移动电源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移动电源电路，尤其涉及一种支持数据交换的移动电源电

路。

背景技术

[0002] 移动电源，也叫充电宝、旅行充电器等，是一种集供电和充电功能于一体的便携式

充电器，可以给手机、平板电脑等数码设备随时随地充电。一般由锂电芯作为储电单元，使

用方便快捷。

[0003] 但是，目前的移动电源仅仅支持充放电，不具有数据交换传输功能，导致现有接口

浪费，如果手机在充电时，接口被占用，就无法实现与其他设备之间的数据交互，因此，急需

要一种同时支持充电和数据交换的移动电源。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支持数据交换的移动电源电路。

[0005] 本实用新型包括电源管理模块、对移动电源充电的第一接口，一个以上的与智能

设备相连的第二接口，还包括HUB扩展模块、充电/数据切换模块，其中，所述HUB扩展模块分

别与第二接口输入端、充电/数据切换模块的一端相连，所述充电/数据切换模块的另一端

与第一接口相连，所述电源管理模块的一端分别与HUB扩展模块、第一接口电性连接，所述

电源管理模块另一端与电池相连。

[0006]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改进，还包括1个以上的第三接口，所述充电/数据切换模块

设有与第三接口数量相同的切换单元，所述第三接口通过其中一个切换单元与HUB扩展模

块的一组数据引脚相连，所述第三接口的电源引脚与电源管理模块的一端相连。

[0007]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三接口为USB数字信号接口。

[0008]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改进，还包括第四接口，所述第四接口与HUB扩展模块的数据

传输I/O引脚相连。

[0009]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改进，所述第四接口包括音频模拟信号接口和/或存储卡接

口，所述存储卡接口包括但不限于TF卡接口或SD卡接口。

[0010]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改进，当所述第四接口为音频模拟信号接口时，还包括音频

解码模块，所述第四接口通过音频解码模块与HUB扩展模块相连。

[0011]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改进，所述音频模拟信号接口包括耳机接口CON5和麦克风接

口CON6，其中，

[0012] 所述耳机接口CON5的引脚3接地，引脚1与解码芯片U7的引脚9HP‑OUTL引脚相连，

耳机接口CON5的引脚2与解码芯片U7的引脚8HP‑OUTR引脚相连，引脚4与麦克风接口CON6的

引脚5相连，所述耳机接口CON5的引脚5和6悬置，

[0013] 所述麦克风接口CON6的引脚3接地，引脚1与与解码芯片U7的引脚7MIC‑IN引脚相

连,所述麦克风接口CON6的引脚2和6悬置，所述麦克风接口CON6的引脚4与引脚1相连。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2751843 U

3



[0014]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二接口为5pin焊接口或5pin的USB接口，其中，

所述第二接口的引脚1接地，引脚2和3分别与HUB扩展模块的一组数据传输引脚相连，引脚4

与电源管理模块的电源输出引脚相连，所述第二接口的引脚5与HUB扩展模块的用于侦测第

二接口的侦测单元相连。

[0015]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改进，所述侦测单元包括三极管Q2和逻辑电平门Q1，其中，所

述三极管Q2的G极与第二接口的引脚5相连，所述三极管Q2的S极接地，D极分别与一电阻的

一端和逻辑电平门Q1的G极相连，所述逻辑电平门Q1的S极分别与电阻另一端和该电阻另一

端及电源管理模块的电源输出引脚相连，所述逻辑电平门Q1的D极与HUB扩展模块的扩展芯

片U1的引脚17相连。

[0016]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改进，所述电源管理模块包括分别与电池相连的充电升压管

理单元和锂电保护单元。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电路的接口不仅支持给设备充电，还

能够支持的数据交换，补充了产品上所有接口原本标准的缺失，解决了现有移动电源产品

所有接口只能供电不能扩展及通信的缺陷及通信功能的缺失；使用方便，便于携带。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框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数据切换模块和HUB扩展模块电路原理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第一接口、第二接口、第三接口和电源管理模块电路原理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第四接口一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3] 如图1‑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电源管理模块、对移动电源充电的第一接口

CON1，一个以上的与智能设备相连的第二接口CON4，还包括HUB扩展模块、充电/数据切换模

块，其中，所述HUB扩展模块分别与第二接口输入端、充电/数据切换模块的一端相连，所述

充电/数据切换模块的另一端与第一接口相连，所述电源管理模块的一端分别与HUB扩展模

块、第一接口电性连接，所述电源管理模块另一端与电池相连。本例的智能设备可以为手

机、平板等。

[0024] 本例在移动电源的基础上，增加HUB扩展模块、充电/数据切换模块，使其具有数据

传输功能，从而能够有效利用移动电源接口。在移动电源给手机充电过程中，第二接口可以

用于数据交换，从而拓展了智能设备接口，克服了现有智能设备只有一个接口，无法同时实

现充电和数据交换的缺陷。

[0025] 如图2和3所示，本例还包括2个USB接口CON2和CON3，当然，本例的第三接口还可以

为Type‑C接口等其他USB数字信号接口。本例的充电/数据切换模块设有与第三接口数量相

同的切换单元，所述USB接口CON2通过切换芯片U2与HUB扩展模块的扩展芯片U1的引脚5和

引脚6相连，所述USB接口CON3通过切换芯片U3与HUB扩展模块的扩展芯片U1的引脚9和引脚

10相连，所述第三接口的供电则是由电源管理模块的电源输出端提供。第三接口的设置，可

以外接键盘、鼠标等USB设备，从而实现对手机的操控。在直播等场合，智能设备离使用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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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远的情况下，可以方便的实现对智能设备的操作，使用非常方便。

[0026] 如图4所示，本例还可以包括第四接口，所述第四接口与HUB扩展模块的数据传输

I/O引脚相连。本例的第四接口可以为音频模拟信号接口，还可以为存储卡接口等，所述存

储卡接口包括但不限于TF卡接口或SD卡接口。

[002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本例的第四接口为两个并列设置的音频模拟信号

接口，本例还包括音频解码模块，所述第四接口通过音频解码模块与HUB扩展模块相连。

[0028] 具体的，所述音频模拟信号接口包括耳机接口CON5和麦克风接口CON6，其中，

[0029] 所述耳机接口CON5的引脚3接地，引脚1与解码芯片U7的引脚9HP‑OUTL引脚相连，

耳机接口CON5的引脚2与解码芯片U7的引脚8HP‑OUTR引脚相连，引脚4与麦克风接口CON6的

引脚5相连，所述耳机接口CON5的引脚5和6悬置，

[0030] 所述麦克风接口CON6的引脚3接地，引脚1与与解码芯片U7的引脚7MIC‑IN引脚相

连,所述麦克风接口CON6的引脚2和6悬置，所述麦克风接口CON6的引脚4与引脚1相连。

[0031] 本例的麦克风接口CON6为普通的耳机接口，其中，内部设有连通引脚4和5的弹片，

当麦克风插头插入时，弹片断开，音频信号通过麦克风接口CON6传递到解码芯片U7的引脚

7，而耳机模拟信号通过解码芯片U7的引脚8和9输出到耳机接口CON5。

[0032] 当麦克风接口CON6没有麦克风插头插入时，耳机接口CON5的引脚4通过麦克风接

口CON6的引脚5与引脚4相连，进而通过引脚1与解码芯片U7相连，所述音频信号通过耳机接

口CON5和麦克风接口CON6传递到解码芯片U7的引脚7，而耳机模拟信号通过解码芯片U7的

引脚8和9输出到耳机接口CON5，从而耳机接口CON5同时支持音频信号的输入和输出，不影

响电路整体的性能和音质。

[0033] 音频模拟信号接口的设置，一方便克服现有手机无耳机接口，不支持传统耳机接

口的缺陷，另一方面，拓展多接口，电路简单，并且不会影响整体电路性能；支持智能设备同

时外接麦克风和耳机，麦克风能够独立设置，使其收音效果更好。

[0034] 优选的，如图3所示，本例的第二接口CON4为5pin焊接口或5pin的USB接口，本例可

以通过数据线与手机相连，其中，所述数据线一端可以与所述5pin焊接口焊接，也可以与

USB接口插接，所述数据线另一端设有与手机匹配的连接头。本例第二接口CON4的引脚1接

地，引脚2和3分别与HUB扩展模块的一组数据传输引脚相连，引脚4与电源管理模块的电源

输出引脚相连，所述第二接口CON4的引脚5与HUB扩展模块的用于侦测第二接口CON4的侦测

单元相连。

[0035] 如图2所示，本例侦测单元包括三极管Q2和逻辑电平门Q1，其中，所述三极管Q2的G

极与第二接口的引脚5相连，所述三极管Q2的S极接地，D极分别与一电阻的一端和逻辑电平

门Q1的G极相连，所述逻辑电平门Q1的S极分别与电阻另一端和该电阻另一端及电源管理模

块的电源输出引脚相连，所述逻辑电平门Q1的D极与HUB扩展模块的扩展芯片U1的引脚17相

连。

[0036] 当本例移动电源电路与手机建立数据通信后，引脚5CCO引脚会有一个特定的电平

信号，扩展芯片U1识别到此电平信号后，才会切换到USB扩展模式，打开数据传输通道，通过

充电/数据切换模块实现数据传输。

[0037] 如图3所示，所述电源管理模块包括分别与电池相连的充电升压管理单元和锂电

保护单元。其中，所述电池电源经过升压管理芯片U6输出适合主板的电压，在升压管理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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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6的输出端还设有三个指示灯LED1‑3用于指示电池的工作状态。本例在电池负极和正极之

间，还设有锂电保护芯片U5，从而保护电池。

[003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电路的接口不仅支持给设备充电，还能够支持的数

据交换，补充了产品上所有接口原本标准的缺失，解决了现有移动电源产品所有接口只能

供电不能扩展及通信的缺陷及通信功能的缺失；使用方便，便于携带。

[0039] 以上所述之具体实施方式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并非以此限定本实用新

型的具体实施范围，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包括并不限于本具体实施方式，凡依照本实用新型

所作的等效变化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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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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