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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REMOTE CONTROL AND TELEVISION SYSTEM

(54) 发明名称：遥控器及电视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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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Provided i s a remote control ，the remote control comprising a housing, a keyboard (20) mounted on the housing, a
processor (106)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keyboard (20), an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103) and a high-frequency wireless trans -
mission unit (108)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processor (106), a sampling circuit (102)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 o the analog-to-di
gital converter (103), and a microphone interface (30)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 o the sampling circuit (102). Also disclosed i s a televi
sion system. The remote control and television system in the present solution are simple to operate and can satisfy user's multi-func -
tion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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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提供了一种遥控器，该遥控器包括机壳、安装于机壳上的键盘 （20 ) 、与键盘(20) 电性相连的处理器 （106 ) 、与

处理器 （106 ) 电性相连的模数转换器 （103 ) ¾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 、与模数转换器 （103 ) 电性相连的采样

电路 （102 ) 及与采样电路 （102 ) 电性相连的 克风接口 （30 ) 。还提供了一种电视机系统。本方案中的遥柠器及

电视机系统操作简便并能满足用户的多功能需求。



说明书

发明名称：遥控器及 电视机系统

技术领域

[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视机遥控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遥控器及电视机系统。

背景技术

[2]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

及，人们经常使用电视机来了解外面的信息以及进行学习，电视机已经成为人

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了方便用户不需要走到电视机旁边就可以对

电视机进行各种操作，电视遥控器应运而生。

[3] 传统的电视遥控器通常包括机壳、安装于机壳上的键盘、安装在机壳内的处理

器。此遥控器仅具有操作键盘按键而产生的电源开关、收看电视节目、多样化

菜单设置、音量和频道增减等功能，其功能较为简单，已远远不能满足用户的

多方面需求。但在 日常生活中，当用户需要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其它事情吋，经

常会使得用户的手无法解放出来对遥控器的键盘按键进行相应操作。另外，在

亮度较暗的环境下或者用户视力不太好的情况下，用户寻找遥控器上的相应键

盘按键就比较困难，往往容易按错按键，操作非常不方便。

对发明的公开

技术解决方案

[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操作简便及多功能的遥控器及电视机系统。

[5] 因此，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出的一种遥控器，包括机壳、安装于机壳上的键盘

、与键盘电性相连的处理器、与处理器电性相连的模数转换器及高频无线传输

单元、与模数转换器电性相连的釆样电路及与釆样电路电性相连的麦克风接口

[6]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前述的遥控器还包括与处理器电性相连的存储器

[7]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前述的遥控器包括与处理器电性相连的无线网络

处理芯片。



[8]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前述的遥控器还包括与处理器电性相连的模式切

换电路。

[9]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前述的模式切换电路包括上拉电阻及开关，上拉

电阻的两端分别与电源及处理器的输入端电性相连，开关的一端与处理器的输

入端电性相连，开关的另一端接地。

[10]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前述的遥控器还包括与处理器电性相连的指示装

置。

[11]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前述的指示装置包括指示灯。

[12]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前述的键盘上还设置位于开关上方的模式切换按

键。

[13]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前述的高频无线传输单元为2.4G无线传输单元。

[1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还提出的一种电视机系统，包括前述的遥控器及电视机，电

视机内设置高频无线传输单元、存储器及处理器，处理器分别与高频无线传输

单元及存储器电性相连。

[15] 本实用新型的遥控器上集成麦克风接口、存储器、釆样电路、模数转换器及高

频无线传输单元。电视机上集成高频无线传输单元、存储器及处理器，使得用

户只需要对着麦克风接口讲话就可实现对电视机的控制。遥控器还集成无线网

络处理芯片，可使得用户讲话的内容显示于电视机的屏幕上。遥控器还集成指

示装置、模式切换按键及模式切换电路，可指示遥控器所处的工作模式。本实

用新型将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功能和模式切换功能集成到此遥控器及使用

此遥控器的相应的电视上，更能满足用户的需求、方便用户使用。

附图说明

[16]

本发明的最佳实施方式

[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电视机系统的示意图。

[18] 图2是图1的遥控器的结构框图。

[19] 图3是图1的模式切换电路、处理器与指示装置依次相连的框图。

[20] 图4是图1的电视机的结构框图。



[21]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22] 2： 遥控器 5 : 电视机

[23] 10 : 机壳 20 : 键盘

[24] 30 ：麦克风接 口 40 : 指示装置

[25] 102: 釆样电路 103: 模数转换器

[26] 106 、 505 ：处理器 108 、 502 ：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27] 110 、 503 ：存储器 112 : 模式切换电路

[28] 113 ：无线网络处理芯片 202 : 模式切换按键

[29] 401 ：绿灯 403 ：红灯

[30] I/O ：输入端 R : 上拉电阻

[31] Vcc: 电源 K : 开关

本 发 明的实施 方式

[32]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为达成预定实用新型 目的所釆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

，以下结合附图及较佳实施例 ，对依据本实用新型提 出的遥控器及 电视机系统

其具体实施方式、结构、特征及功效 ，详细说明如后。

[33] 有关本实用新型的前述及其他技术内容、特点及功效 ，在 以下配合参考图式的

较佳实施例详细说明中将可清楚的呈现。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的说明，当可对本

实用新型为达成预定 目的所釆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得 以更加深入且具体的了解

，然而所附图式仅是提供参考与说明之用 ，并非用来对本实用新型加 以限制。

[34] 图 1 是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电视机系统的示意 图。图 2 是本实用新型一实施

例的遥控器的结构框图。图 3 是图 1 的模式切换电路、处理器与指示装置依次

相连的框图。图 4 是图 1 的电视机的结构框图。

[35] 请一同参考图 1 至图 4，本实用新型电视机系统包括遥控器 2 及 电视机 5。遥

控器 2 包括机壳 10、安装于机壳 10 上的键盘 20、麦克风接 口 30、安装在机壳

10 内的釆样电路 102、模数转换器 103、处理器 106及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

遥控器 2 还包括设置于机壳 10 上的指示装置 40 以及安装在机壳 10 内的存储器

110、模式切换电路 112 及无线网络处理芯片 113。

[36] 遥控器 2 与电视机 5 之间通过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 连接而相互通信 ，从而用



户对着遥控器 2 的麦克风接口 30 讲话吋，遥控器 2 将用户讲话内容所对应的语

音命令处理为电视机控制指令通过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 传输给电视机 5。

[37] 键盘 20 与处理器 106 电性相连，其上设置有多个按键，包括传统电视机遥控

器键盘上的所有按键如音量调节、选台、菜单设置等按键。键盘 20 上还设置模

式切换按键 202 ，其用于控制遥控器 2 在不同的模式下工作。在本实施方式中，

遥控器 2 的工作模式包括语音控制模式以及语音识别模式。当遥控器 2 处于语

音控制模式吋，如果用户对着麦克风接口 30 讲话，例如讲话的内容为"频道加一

"。釆样电路 102、模数转换器 103 及处理器 106 依次会将用户讲话内容所对应的

语音命令进行相应处理后通过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 发送给电视机 5 以使电视

机 5 进行相应的操作，例如使电视机 5 的当前频道增加一个频道。当遥控器 2

处于语音识别模式吋，语音识别模式的设置主要是用于满足用户对网络通信功

能或其它需要进行语音与文字转化功能的需求。例如用户进行文档编辑、上网

聊天等操作吋可选择使用此模式，此模式可将用户讲话内容所对应的语音命令

转化为文字信息显示于电视机 5 的屏幕上。即如果用户对着麦克风接口 30 讲话

，例如讲话的内容为"你好"。釆样电路 102 及模数转换器 103 依次会将用户讲话

内容所对应的语音命令进行相应处理后转化为数字信号发送给处理器 106。处理

器 106 接收模数转换器 103 输出的数字信号，控制无线网络处理芯片 113 上网

搜索与此数字信号对应的文字信号，将此文字信号转换为对应的电视机控制指

令通过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 发送给电视机 5 以使电视机 5 进行相应的操作，

例如使电视机 5 的屏幕上显示 "你好"。在其它实施方式中，也可以根据实际需

要而相应设置遥控器 2的不同工作模式。

[38] 指示装置 40 与处理器 106 电性相连，其用于指示遥控器 2 所处的工作模式，

例如指示遥控器 2 工作在语音控制模式或语音识别模式下。在本实施方式中，

指示装置 40 包括指示灯，例如绿灯 401、红灯403。例如绿灯 401 发光表示遥控

器 2 工作在语音控制模式下。红灯403 发光表示遥控器 2 工作在语音识别模式下

。在其它实施方式中，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其它类型的指示装置 40 及其相

应的指示方式。

[39] 麦克风接口 30 与釆样电路 102 电性相连，其用于接收用户讲话内容所对应的



语音命令，并将此语音命令对应的音频信号发送给釆样电路 102。

[40] 釆样电路 102 分别与麦克风接口 30 及模数转换器 103 电性相连，其用于接收

麦克风接口 30 输入的音频信号并将此音频信号进行釆样、放大、量化处理后转

换为量化的音频模拟信号后发送给模数转换器 103。

[41] 模数转换器 103 分别与釆样电路 102 及处理器 106 电性相连，其用于接收釆样

电路 102 传送的量化的音频模拟信号，并将此量化的音频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

信号传送给处理器 106。

[42] 存储器 110 与处理器 106 电性相连，其内预先存储控制信息，例如控制信息为

发送给高频无线收发单元 108 的电视机控制指令与模数转换器 103 输出的数字

信号的比对表。此比对表可以为某一电视机控制指令对应多个数字信号，例如

用户讲话内容为"频道一 " 、 "一频道"" 第一频道"所对应的数字信号等均可设定为

对应使电视机的当前频道变换为第一频道的控制指令。并且不同用户之间也存

在着语音差别，因此表达意思相同的普通话、地方方言、各国语言等所对应的

数字信号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对应设置为相同的电视机控制指令。另外，用户也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事先进行设定比对表的内容。在其它实施方

[43] 式中，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不设置存储器 110，而通过处理器 106 直接将模数

转换器 103 输出的数字信号进行解析。

[44] 处理器 106 与键盘 20、指示装置 40、模数转换器 103、模式切换电路 112、高

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无线网络处理芯片 113 及存储器 110 电性相连，其用于接

收键盘 20 输出的相应信号并对其进行编码处理为电视机控制指令，然后传送给

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处理器 106还用于接收模式切换电路 112 输出的控制信

号并进行处理后发送给指示装置 40 以使指示装置 40 指示遥控器 2 的工作模式

。处理器 106 还用于在遥控器 2 的语音识别模式下接收模数转换器 103 输出的

数字信号，控制无线网络处理芯片 113 上网搜索与此数字信号对应的文字信号

，将此文字信号转换为对应的电视机控制指令传送给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还

用于在遥控器 2 的语音控制模式下接收模数转换器 103输出的数字信号，读取存

储器 110 中的存储的控制信息，将此控制信息与模数转换器 103 输出的数字信

号进行比对后，在控制信息中选取与此数字信号对应的电视机控制指令，然后



将 电视机控制指令传送给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在本实施方式中，处理器 106

可釆用微控制器 （Micro Controller Unit, MCU) ，也称单片机。

[45] 无线 网络处理芯片 113 与处理器 106 电性相连 ，其用于在遥控器 2 的语音识别

模式下接收处理器 106 输 出的数字信号 ，在处理器 106的控制下无线上 网，并在

网络语音库 中搜索到与此数字信号所对应 的文字信号 ，然后将文字信号发送给

处理器 106 。

[46] 模式切换 电路 112 与处理器 106 电性相连 ， 其包括上拉 电阻 R 及开关 K 。 上

拉 电阻 R 的两端分别与电源 Vcc 及处理器 106 的输入端 I/O 电性相连。开关 K

的一端与处理器 106 的输入端 I/O 电性相连 ，另一端接地。开关 K 的上方设置

模式切换按键 202 。常态下开关 K 打开 ，处理器 106 的输入端 I/O 接收到模式切

换 电路 112 输 出的控制信号 ，使得处理器 106 输 出指示信号 ，例如输 出高电平

的指示信号给指示装置 40 的绿灯 401 ，使得指示装置 40 的绿灯 401 发光 ，表示

遥控器 2工作在语音控制模式下。当用户按下键盘 20上 的模式切换按键 202 吋 ，

开关 K 瞬间闭合 ，处理器 106 的输入端 I/O 接收到模式切换 电路 112输 出的控制

信号 ，使得处理器 106 输 出指示信号 ，例如输 出高电平 的指示信号给指示装置

40 的红灯 403 ，使得指示装置 40 的红灯 403 发光 ，表示遥控器 2 工作在语音识

别模式下。在其它实施方式中，根据指示装置 40 的不 同也可相应设置处理器

106 输 出的不 同指示信号。

[47] 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 与处理器 106 电性相连 ，其用于接收处理器 106 传送 的

电视机控制指令后传输给电视机 5。电视机控制指令包括遥控器 2 发出控制指令

的具体器件 、指令类型等 ，例如用户对着麦克风接 口 30 讲话 的内容为"频道加一

"或 "你好"所对应 的控制指令等。在本实施方式中，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 为

2.4G 无线传输单元 以确保信号的较高传输速度和效率。在其它实施方式中，高

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 也可 以为其它类型 的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48] 电视机 5 包括位于电视机 5 中的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502 、存储器 503 及处理器

505 。

[49] 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502 与处理器 505 电性相连 ，其用于实吋接收遥控器 2 的高

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 所传送 的电视机控制指令 ，并将其传送给处理器 505 。在本



实施方式中，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502 为 2.4G无线传输单元。在其它实施方式中

，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502 也可以为其它类型的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50] 存储器 503 与处理器 505 电性相连，其内预先存储电视机控制指令与字库的比

对表。例如此比对表可以为某电视机控制指令对应字库的文字信息。例如用户

讲话内容为"你好"所对应的电视机控制指令可设定为对应字库的"你好"。另外，

用户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事先进行设定比对表的内容。

[51] 处理器505分别与高频无线传输单元502及存储器503电性相连，其用于在遥控

器 2 的语音控制模式下将接收到的高频无线传输单元502 传输的电视机控制指令

进行解码，并根据解码后的电视机控制指令控制电视机 5 执行相应的操作。还

用于在遥控器 2 的语音识别模式下将接收到的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502 传输的电

视机控制指令进行解码，读取存储器 503 中存储的比对表，将此比对表与解码

后的电视机控制指令进行比对后，在比对表中选取与此解码后的电视机控制指

令对应的文字信息显示在电视机 5 的屏幕上。

[52] 下面通过一个实例来具体说明遥控器 2 如何与电视机 5 进行交互。

[53] 常态下开关 K 打开，模式切换电路 112 控制处理器 106 输出高电平的指示信

号给指示装置 40 的绿灯 401 ，指示装置 40 的绿灯 401 发光，表示遥控器 2 工作

在语音控制模式下。用户对着麦克风接口 30 讲话，例如讲话的内容为"频道十二

" ，釆样电路 102 会将用户讲话内容所对应的语音命令进行釆样、放大、量化处

理后转换为量化的音频模拟信号，然后模数转换器 103 将量化后的音频信号转

换成数字信号后传送到处理器 106。处理器 106 将此数字信号与存储器 110 预存

的控制信息进行比对筛选，找出相似度最高的比对信息，在相似度最高的比对

信息中选取与此数字信号相对应的电视机控制指令，例如电视机 5 的当前频道

变换为第十二频道的控制指令，通过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 发送给电视机 5。电

视机 5 的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502 接收遥控器 2 的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 所传送

的电视机控制指令，通过处理器505 进行解码，并根据解码后的电视机控制指令

控制电视机 5 执行相应的操作，例如电视机 5 的当前频道变换为第十二频道。

[54] 当用户按下键盘 20 上的模式切换按键 202 吋，开关 K 瞬间闭合，模式切换电

路 112 控制处理器 106 输出高电平的指示信号给指示装置40 的红灯 403 ，使得



指示装置 40 的红灯 403 发光，表示遥控器 2 工作在语音识别模式下。此模式用

户一般在进行文档编辑、上网聊天等操作吋使用。此吋如果用户对着麦克风接

口 30 讲话，例如讲话的内容为"您是哪位"。釆样电路 102 会将用户讲话内容所

对应的语音命令进行釆样、放大、量化处理后转换为量化的音频模拟信号，然

后模数转换器 103 将量化后的音频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后传送到处理器 106 。

[55] 处理器 106 接收模数转换器 103 输出的数字信号，控制无线网络处理芯片 113

上网搜索与此数字信号对应的文字信号，例如"您是哪位"的数字信号对应的"您

是哪位" 的文字信号，然后将文字信号转换为电视机的控制指令通过高频无线传

输单元 108 传送给电视机 5。电视机 5 的处理器 505 将接收到的高频无线传输单

元 502 传输的电视机控制指令进行解码，读取存储器 503 中存储的比对表，将

此比对表与解码后的电视机控制指令进行比对后，在比对表中选取与此解码后

的电视机控制指令对应的文字信息显示在电视机 5 的屏幕上，例如在电视机 5

的屏幕上显示"您是哪位"。此显示的文字信息可进行修改，对于希望修改的文字

，可以利用遥控器 2 上的传统按键，例如上下左右按键使光标放置于需修改的

字后，需修改的字的相应近似字也会显示在电视机 5 的屏幕上，可以利用遥控

器 2 选择其它近似字以替换掉当前字。最后用户确认语句无误后，可以选择发

送或确认，这样就可以实现网络聊天功能、文档编辑或在一些搜索引擎的输入

窗口或其它输入窗口内显示文字的功能。

[56]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遥控器 2 上集成麦克风接口30、存储控制信

息的存储器 110 、釆样电路 102 、模数转换器 103 及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电

视机 5 上集成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502 、存储器503 及处理器 505 ，使得此遥控器

2 既可以兼容普通电视遥控功能，又可以通过釆样电路 102 ，再经模数转换器

103 将用户讲话内容所对应的语音命令进行处理后转换为数字信号后传送到处理

器 106。处理器 106 将此数字信号与存储器 110 预存的控制信息进行比对筛选，

找出与此数字信号相对应的电视机控制指令后将其通过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 发

送给电视机 5。再通过电视机 5 的处理器 505 进行解码，并根据解码后的电视机

控制指令控制电视机 5 执行相应的操作，从而实现电视机 5 的语音控制功能。

使得用户需要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其它事情吋可以将用户的手解放出来做其它事



情，在亮度较暗的环境下或者用户视力不太好的情况下，用户同样也只需要对

着麦克风接口 30 讲话就可实现对电视机 5 的控制。如需要换到第五频道，用户

可以直接对着麦克风接口 30 讲出 "五频道"、"频道五"或"第五频道"等，电视机

5 即可切换到第五频道，操作非常方便。

[57] 遥控器 2 还集成无线网络处理芯片 113 ，处理器 106 接收模数转换器 103 输出

的数字信号后，可控制无线网络处理芯片 113 上网搜索与此数字信号对应的文

字信号，然后将文字信号转换为电视机的控制指令通过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108

传送给电视机 5。再通过电视机 5 的处理器 505 将接收到的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502 传输的电视机控制指令进行解码，读取存储器 503 中存储的比对表，将此比

对表与解码后的电视机控制指令进行比对后，在比对表中选取与此解码后的电

视机控制指令对应的文字信息显示在电视机 5 的屏幕上。从而实现电视机 5的语

音识别功能。例如，在用户进行文档编辑、上网聊天等操作吋用户说出想査询

的内容，遥控器 2 就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找到需要的文字信息显示在电视机 5 的

屏幕上。

[58] 遥控器 2 上还设置指示装置 40、模式切换按键 202 及模式切换电路 112 ，通过

用户是否按下键盘 20 上的模式切换按键 202 ，可使得处理器 106 输出指示信号

给指示装置 40，指示装置 40 指示遥控器 2 工作在语音控制模式或语音识别模式

[59] 总之，本实用新型将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功能和模式切换功能集成到此遥

控器 2 及使用此遥控器 2 的相应的电视机 5 上，更能满足用户对遥控器 2 及电

视机 5 的多功能需求、方便用户使用。

[60]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

上的限制，虽然本实用新型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实

用新型，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范围内，

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

总之，但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

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

方案的范围内。



权利要求书

一种遥控器 ，包括机壳、安装于所述机壳上 的键盘及与所述键盘

电性相连 的处理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遥控器还包括与所述处理

器 电性相连 的模数转换器及高频无线传输单元、与所述模数转换

器 电性相连 的釆样 电路及与所述釆样 电路 电性相连 的麦克风 ；

所述麦克风接收的语音经所述釆样 电路 、模数转换器处理后生成

数字信号 ；

所述处理器用于分别在语音控制模式或语音识别模式下 ，识别所

述数字信号为控制指令或文字信号 ，并通过所述高频无线传输单

元传输 出去。

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遥控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遥控器还包括与所

述处理器 电性相连 的存储器 ，用于存储数字信号与控制指令 的对

应关系 ；

所述处理器根据所述对应关系进行数字信号到控制指令 的识别。

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遥控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遥控器还包括与所

述处理器 电性相连 的无线 网络处理芯片 ；

所述处理器通过所述无线 网络处理芯片访 问网络进行数字信号到

文字信号的识别。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遥控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遥控器还包括与

所述处理器 电性相连 的模式切换 电路 ，用于控制处理器处于语音

控制模式或语音识别模式。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 的遥控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模式切换 电路包

括上拉 电阻及开关 ，所述上拉 电阻的两端分别与电源及所述处理

器 的输入端 电性相连 ，所述开关的一端与所述处理器 的输入端 电

性相连 ，所述开关的另一端接地。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 的遥控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遥控器还包括与

所述处理器 电性相连 的指示装置。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 的遥控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指示装置包括指



示灯。

[权利要求 8]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遥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键盘上还设置位

于所述开关上方的模式切换按键。

[权利要求 9]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遥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高频无线传输单

元为2.4G无线传输单元。

[权利要求 10] 一种电视机系统，包括遥控器及电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遥控

器为权利要求 1所述的遥控器，所述电视机内设置高频无线传输单

元、存储器及处理器，所述处理器分别与所述高频无线传输单元

及所述存储器电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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