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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笔记本技术领域，公开了一

种智能日记本，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智能日记本

包括：日记本本体、具有显示屏的电子钟、柔性薄

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及储能电池，所述日记本本体

包括封面和与所述封面相连的底面，所述柔性薄

膜太阳能电池组件、所述储能电池及所述电子钟

均嵌设在所述封面内，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

组件及所述电子钟均与所述储能电池电连接，所

述储能电池存储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

产生的电能。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智能日记本可查

看时间及自动储存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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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日记本，其特征在于，包括：日记本本体、具有显示屏的电子钟、柔性薄膜太

阳能电池组件及储能电池，所述日记本本体包括封面和与所述封面相连的底面，所述柔性

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所述储能电池及所述电子钟均嵌设在所述封面内，所述柔性薄膜太

阳能电池组件及所述电子钟均与所述储能电池电连接，所述储能电池存储所述柔性薄膜太

阳能电池组件产生的电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智能日记本，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电池的输出端连接有可伸

缩、且具有USB接口的数据线，所述USB接口从封面的内表面伸出，所述封面的内表面扣合在

所述底面的内表面上后，所述USB接口夹持在所述封面与所述底面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日记本，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移动终端无线连接并传输

数据的具有摄像头和麦克风的可摄录设备，所述可摄录设备嵌设在所述封面的内表面，所

述摄像头及所述麦克风均嵌设在与所述内表面相对设置的外表面，所述可摄录设备与所述

储能电池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日记本，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电路控制装置，所述电路控

制装置嵌设在所述内表面、并与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相连，所述可摄录设备与所

述电子钟均与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电连接，所述电路控制装置在所述柔性薄膜太

阳能电池组件的发电功率满足预设条件时控制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给所述可摄

录设备及所述电子钟供电，所述电路控制装置在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发电功率

不满足预设条件时控制所述储能电池给所述可摄录设备及所述电子钟供电。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日记本，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还包

括设置于靠近所述外表面上边缘的第一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设置于靠近所述外表面

下边缘的第二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所述电子钟的显示屏设在所述第一柔性薄膜太阳

能电池组件及所述第二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之间，所述摄像头设置在所述第二柔性薄

膜太阳能电池组件远离所述电子钟的显示屏的一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日记本，其特征在于，所述封面的内表面上设有卡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日记本，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拉链，所述拉链设置于所述

封面的内表面，所述封面的内表面设置有可拆卸的卡袋设置部，所述卡袋设于所述卡袋设

置部上，所述封面的内表面与所述卡袋设置部经由所述拉链固定，所述卡袋设置部覆盖所

述电子钟、所述可摄录设备、所述储能电池及所述电路控制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日记本，其特征在于，所述日记本本体还包括日记本活

页，且所述日记本活页通过弹扣固定在所述封面与所述底面相连的位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日记本，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指纹锁，所述指纹锁设置在

所述日记本本体的侧边，所述封面经由所述指纹锁与所述底面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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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日记本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笔记本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智能日记本。

背景技术

[0002] 我们在逐渐走入智能时代，智能也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应接不暇的也产

出了很多智能产品，其中智能记事本就给人们带来很多方便。智能记事本可以智能上锁，提

高了对记事本内容的保护，保障了个人的隐私。

[0003] 发明人发现现有技术中至少存在如下问题：日记本的功能单一，很多功能还未加

入日记本中，严重影响了日记本的日常使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智能日记本，其可查看时间及自动获取并存储电

量。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包括：日记本本体、具

有显示屏的电子钟、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及储能电池，所述日记本本体包括封面和与

所述封面相连的底面，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所述储能电池及所述电子钟均嵌设

在所述封面内，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及所述电子钟均与所述储能电池电连接，所

述储能电池存储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产生的电能。

[0006] 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相对于现有技术而言，通过在智能日记本的封面内设置电子

钟，使得用户可以通过电子钟查看时间及日期，使日记本具备更多的实用功能；通过在封面

内设置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且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与储能电池电连接，储

能电池存储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产生的电能，由于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在光照下

能够自动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并自动给储能电池充电，使得储能电池能够自动存储电量，并

且可以边充电(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吸收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边使用智能日记本，也避

免了“在电池的电量不足时还需人工为其充电以存储电量”的情况的发生，只需通过柔性薄

膜太阳能电池组件自动充电即可。

[0007] 另外，所述储能电池的输出端连接有可伸缩、且具有USB接口的数据线，所述USB接

口从封面的内表面伸出，所述封面的内表面扣合在所述底面的内表面上后，所述USB接口夹

持在所述封面与所述底面之间。通过在智能日记本的封面内设置储能电池，储能电池的输

出端连接有可伸缩、且具有USB接口的数据线，USB接口从封面的正面伸出，从而可以将储能

电池作为移动电源，通过USB接口便可随时为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充电。

[0008] 另外，还包括与移动终端无线连接并传输数据的具有摄像头和麦克风的可摄录设

备，所述可摄录设备嵌设在所述封面的内表面，所述摄像头及所述麦克风均嵌设在与所述

内表面相对设置的外表面，所述可摄录设备与所述储能电池电连接。麦克风可以用于会议

过程中的录音，使用者在交流的时候可以在记录重点的同时进行录音，这样日记本既能记

录重点，又不会遗漏细节，有效提升商务人士的工作效率；摄像头用于对会议过程中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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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摄像。

[0009] 另外，还包括电路控制装置，所述电路控制装置嵌设在所述封面的内表面内、并与

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相连，所述可摄录设备与所述电子钟均与所述柔性薄膜太阳

能电池组件电连接，所述电路控制装置在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发电功率满足预

设条件时控制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给所述可摄录设备及所述电子钟供电，所述发

电控制装置在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发电功率不满足预设条件时控制所述储能

电池给所述可摄录设备及所述电子钟供电。通过此种结构，使得在光照充足的环境(即柔性

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发电功率能够满足预设条件)中无需通过储能电池发电，只需通过

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发电即可，从而使储能电池内的电量尽可能的保持在充足状态

下，延长了智能日记本中各功能模块的使用时间，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验。

[0010] 另外，所述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包括设置于靠近所述外表面上边缘的第一柔

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设置于靠近所述外表面下边缘的第二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

所述电子钟的显示屏设在所述第一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及所述第二柔性薄膜太阳能

电池组件之间，所述摄像头设置在所述第二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远离所述电子钟的显

示屏的一边。通过增加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数量使得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在相

同时间内能够转化的电能更多，缩短了储能电池的充电时间。

[0011] 另外，所述封面上设有卡袋。卡袋可放置一些名片或其他小物件，避免使用过程中

小物件、名片或其他会议辅助物件遗忘。

[0012] 另外，还包括拉链，所述拉链设置于所述封面的内表面，所述封面的内表面设置有

可拆卸的卡袋设置部，所述卡袋设于所述卡袋设置部上，所述封面的内表面与所述卡袋设

置部经由所述拉链固定，所述卡袋设置部覆盖所述电子钟、所述可摄录设备、所述储能电池

及所述发电控制装置。

[0013] 另外，所述日记本本体还包括日记本活页，且所述日记本活页通过弹扣固定在所

述封面与所述底面相连的位置。

[0014] 另外，还包括指纹锁，所述指纹锁设置在所述日记本本体的侧边，所述封面经由所

述指纹锁与所述底面锁合。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方式提供的智能日记本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方式提供的智能日记本拉链打开后内部的结构示

意图；

[0017] 图3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方式提供的智能日记本的正视图；

[0018] 图4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方式提供的智能日记本的右视图；

[0019] 图5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方式提供的智能日记本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

型的各实施方式进行详细的阐述。然而，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在本实用新型各

实施方式中，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而提出了许多技术细节。但是，即使没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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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技术细节和基于以下各实施方式的种种变化和修改，也可以实现本实用新型各权利要求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0021] 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实施方式涉及一种智能日记本100，如图1、图2及图3所示，包

括：

[0022] 日记本本体1、具有显示屏21的电子钟2、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及储能电池4，

日记本本体1包括封面11和与封面11相连的底面12，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储能电池4

及电子钟2均嵌设在封面11内，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及电子钟2均与储能电池4电连

接，储能电池4存储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产生的电能。

[0023] 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相对于现有技术而言，通过在智能日记本100的封面11内设

置电子钟2，使得可以通过电子钟2查看时间及日期，避免了“日记本的功能单一，很多功能

还未加入日记本中”的情况的发生；通过在封面11内设置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且柔

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与储能电池4电连接，储能电池4存储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产

生的电能，由于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在光照下能够自动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并自动给

储能电池4充电，使得储能电池4能够自动存储电量，并且可以边充电(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

组件吸收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边使用智能日记本100，也避免了“在电池的电量不足时还需

人工为其充电以存储电量”的情况的发生，只需通过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自动充电即

可。

[0024] 下面对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智能日记本100的实现细节进行具体的说明，以下内容

仅为方便理解提供的实现细节，并非实施本方案的必须。

[0025] 本实施方式中，储能电池4的输出端连接有可伸缩、且具有USB接口5的数据线6，

USB接口5从封面11的内表面111伸出，封面11的内表面111扣合在底面12的内表面121上后，

USB接口5夹持在封面11与底面12之间。通过在智能日记本100的封面11内设置储能电池4，

储能电池4的输出端连接有可伸缩、且具有USB接口5的数据线6，USB接口5从封面11的内表

面111伸出，从而可以将储能电池4作为移动电源，通过USB接口5便可随时为手机、平板等电

子产品充电。

[0026] 具体的说，智能日记本100还包括与移动终端无线连接并传输数据的具有摄像头

71和麦克风的可摄录设备7，可摄录设备7嵌设在封面11的内表面111内，摄像头71及麦克风

均嵌设在与内表面111相对设置的外表面112内，可摄录设备7与储能电池4电连接。麦克风

可以用于会议过程中的录音，使用者在交流的时候可以在记录重点的同时进行录音，这样

日记本既能记录重点，又不会遗漏细节，有效提升商务人士的工作效率；摄像头71用于对会

议过程中的会议内容摄像，此摄录功能均通过手机等电子产品操控。

[0027] 值得一提的是，智能日记本100还包括电路控制装置8，电路控制装置8嵌设在封面

11的内表面111内、并与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相连，可摄录设备7与电子钟2均与柔性

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电连接，电路控制装置8在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的发电功率满

足预设条件时控制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给可摄录设备7及电子钟2供电，电路控制装

置8在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的发电功率不满足预设条件时控制储能电池4给可摄录设

备7及电子钟2供电。需要说明的是，电路控制装置8由最大功率跟踪电路和充电管理电路构

成。电压根据发电芯片组的电压12V/24V自适应，典型功率是15W。最大功率跟踪电路通过功

率反馈原理自动调节发电芯片组发电时的工作点(电压和电流的动态关系)，达到以最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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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发电。充电管理电路，通过对电池的电压、电流、容量的动态监测，调整充电电压的大小，

实现最快速的安全充电；同时在电流过大、电压过大、储能水平较低时，对电池进行保护。通

过此种结构，使得在光照充足的环境(即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的发电功率能够满足预

设条件)中无需通过储能电池4发电，只需通过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发电即可，从而使

储能电池4内的电量尽可能的保持在充足状态下，延长了智能日记本中各功能模块的使用

时间，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验。

[0028]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实施方式中，如图3所示，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包括设置

于靠近外表面112上边缘的第一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1、设置于靠近外表面112下边缘

的第二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2，电子钟显示屏21设在第一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1

及第二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2之间，摄像头71设置在第二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2

远离电子钟显示屏21的一边。通过增加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的数量使得柔性薄膜太

阳能电池组件3在相同时间内能够转化的电能更多，缩短了储能电池4的充电时间，进一步

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验。

[0029] 可以理解的是，封面11上设有卡袋9，卡袋9可放置一些名片或其他小物件，避免使

用过程中小物件、名片或其他会议辅助物件遗忘。

[0030] 值得一提的是，智能日记本100还包括拉链101，拉链101设置于封面11的内表面

111，封面11的内表面111设置有可拆卸的卡袋设置部102，卡袋9设于卡袋设置部102上，封

面11的内表面111与卡袋设置部102经由拉链101固定，卡袋设置部102覆盖电子钟2、可摄录

设备7、储能电池4及发电控制装置8。通过打开拉链101可以看到电子钟2、可摄录设备7、储

能电池4及发电控制装置8，从而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对这些电子设备进行功能调节，进一步

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验。

[0031] 具体的说，日记本本体1还包括日记本活页(图未示出)，且日记本活页通过弹扣

103固定在封面11与底面12相连的位置。日记本活页用于每次会议记录或其他事项的书写，

弹扣103可拆开，可将日记本活页中的某页取出。

[0032] 优选的，如图4，智能日记本100还包括指纹锁104，指纹锁104设置在日记本本体1

的侧边122，封面11经由指纹锁104与底面12锁合。选取尺寸适合日记本尺寸的指纹锁104，

安装在日记本的打开处，通过指纹解锁后，可向下划开开关，即打开智能日记本100。线路在

智能日记本100左侧内部，连接储能电池4。如图5所示，充电管理电路(即电路控制装置8)分

别与储能电池4、指纹锁104、电子钟2、可摄录设备7、USB接口5电连接，以控制这些装置。

[0033] 为了便于理解，下面对本实施方式中智能日记本100的部分结构进行具体说明：

[0034] 日记本本体1包括本体左部分、本体侧面及本体中间，本体左部分包括：封皮，日记

本本体左部分封皮由常规行李箱材料制成，并设有凹槽，供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粘贴

安装和固定，同时在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中间设有电子钟显示屏，显示实时日期及时

间；内部，电子设备及储能模块设置在此处，并用与封皮相同材质包裹起来，设有拉链，可打

开以便调节内部设备。内部可见处设有放卡口袋及USB接线口，线路从本体左部分内部缠

绕，连接储能电池。供手机等小设备充电使用。本体侧面：设有指纹解锁设备。本体中间：在

本体中间设有可开合的金属圈，供纸张的更换。

[0035] 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使用柔性薄膜发电材料，经阻水膜密封而成，具有耐腐

蚀、抗冲击、抗挤压的特点，具有弱光发电、耐湿热、耐低温的性能，根据日记本大小设置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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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大小，安装在本体左侧表面。

[0036] 储能电池4是储能的载体，在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发电不足时为系统持续供电、柔

性薄膜太阳能电池发电充足时存储盈余能量。典型设计为扁平状长方体型锂电池，

8000mAh。

[0037] 电子钟2的电子钟显示屏21位于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3中部，其余部分置于本

体左部分，可打开拉链进行调节。

[0038] 可摄录设备7位于本体左部分，线路连接储能电池，摄像头和收音部分透过本体置

于本体左侧封面下部，可录像可录音，通过打开拉链进行功能切换及调节。

[0039]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上述各实施方式是实现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

例，而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在形式上和细节上对其作各种改变，而不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

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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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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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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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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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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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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