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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method and a device for power supply switching, and a hand-held terminal. The device comprises: a detection cir
cuit (28) electrically connected between a main power source and a bidirectional switching circuit (26); the bidirectional switching
circuit i s connected between a back-up power source and a load; the detection circuit i s configured to detect the working state of the
power supply circuit o f the main power source and to produce a first control signal when said working state i s normal; the bidirec -
tional switching circuit receives the first signal and opens a first circui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ower supply circuit (22) o f the main
power source and the power supply circuit (24) o f the back-up power source, and closes a second circui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ower supply circuit o f the back-up power source and the load.

(57) 摘要 : 一种 电源切换方法及装置、手持终端 。该装置包括 ：检测 电路 （2 8 ) 电连接于主 电源和双 向开关 电路
(26 ) 之 间；双 向开关 电路连接于备用 电源与负载之 间；检测 电路设置为检测主 电源供 电电路 的工作状态 ，在

工作状态正常时 ，产生第一控制信号；双 向开关 电路接收第一控制信号，导通主 电源供 电电路 （22 ) 与备用 电
源供 电电路 （24 ) 之间的第一通路 ，并关 闭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与负载之间的第二通路 。



电源切换方法及装置、手持终端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分 电力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 电源切换方法及装置、手持终端 。

背景技术

现有技术 中的终端设备 ，特别是手持设备通过都是带有 内置可充 电电池 ，在外部

电源 出现异常或者掉 电时，需要切换到 由电池给设备供 电，而在切换的过程 中，应该

实现 电池 的无缝平滑供 电，而实现这一功能往往需要大量的检测器件和复杂 电路 ，这

对于成本要求很高的终端设备往往不切实际。图 1 是现有相关技术中终端设备的供 电

的结构示意 图，如 图 1 所示，通过二极管的导通特性 自动 的选择供 电回路 ，那么在外

部 电源正常时，就不能优先选择外部 电源供 电以保存 电池能量，同时电池也不能够得

到及时的充 电，这一点也不利于 电池 的循环利用 。

针对现有技术中通过二极管 自动选择供 电回路 ，在外部 电源正常时，不能优选选

择外部 电源供 电以保存 电池能量，同时电池也不能够得到及时的充 电的问题 ， 目前 尚

未提 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 的主要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 电源切换方法及装置、手持终端 ，以解决

现有技术中通过二极管 自动选择供 电回路 ，在外部 电源正常时，不能优选选择外部 电

源供 电以保存 电池能量，同时电池也不能够得到及时的充 电的问题 。

为了实现上述 目的，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 ，提供 了一种 电源切换装置，包括 :

主 电源供 电电路 、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 、双 向开关 电路、检测 电路 ；所述检测 电路 电连

接于所述主 电源供 电电路和所述双 向开关 电路之 间；所述双 向开关 电路连接于所述备

用 电源供 电电路与负载之 间；所述检测 电路 ，设置为检测所述主 电源供 电电路 的工作

状态 ，在所述工作状态正常时，产生第一控制信号；所述双 向开关 电路 ，接收所述第

一控制信号，并在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的触发下，导通所述主 电源供 电电路与所述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之 间的第一通路 ，并关 闭所述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与所述负载之 间的第二

通路 ；其 中，所述第一通路用于为所述主 电源供 电电路对所述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进行

充 电提供通路 ，所述第二通路用于为所述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对所述负载进行供 电提供

通路 。



优选地，所述检测 电路，还设置为在检测到所述工作状态异常时，产生第二控制

信号；所述双 向开关电路，接收所述第二控制信号，并在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的触发下，

导通所述第二通路，并将所述负载的供 电通路 由所述第一通路切换至所述第二通路。

优选地，还包括：调节 电路，设置于所述双 向开关电路和所述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

之间，设置为调节所述负载的供 电通路的切换速度。

优选地，所述调节 电路包括：可调 电容。

优选地，所述双 向开关 电路，包括以下之一：双三极管、双金氧半场效应晶体管

MOSFET 。

根据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手持终端，包括：电源切换装置，所述 电

源切换装置为本发明电源切换装置中任一项所述的电源切换装置。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提供了一种 电源切换方法，用于对终端中的主 电源

供 电通路和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进行切换，包括：检测所述主电源供 电电路的工作状态；

在所述工作状态正常时，采用所述主 电源供 电电路为所述终端中的负载进行供 电，并

对所述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进行充电。

优选地，还包括：在所述工作状态异常时，将所述负载的供 电电路切换至所述备

用 电源供 电电路。

优选地，将所述负载的供 电电路切换至所述备用电源供 电电路的过程中，所述方

法还包括：对所述负载的供 电电路的切换速度进行调节。

优选地，对所述负载的供 电电路的切换速度进行调节包括：通过设置在所述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和所述主电源供 电电路之间的可调 电容对所述切换速度进行调节。

通过本发明实施例，采用检测 电路 电连接于主电源和双 向开关电路之间；双 向开

关电路连接于备电源与负载之间；检测 电路，设置为检测主电源供 电电路的工作状态，

在工作状态正常时，产生第一控制信号；双 向开关电路，接收第一控制信号，并在第

一控制信号的触发下，导通主电源供 电电路与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之间的第一通路，并

关闭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与负载之间的第二通路；其中，第一通路用于为主用供 电电路

对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进行充电提供通路，第二通路用于为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对负载进

行供 电提供通路。解决了相关技术中通过二极管 自动选择供 电回路，在外部 电源正常

时，不能优选选择外部电源供 电以保存 电池能量，同时电池也不能够得到及时的充电



的问题 ，从而在无需外部控制信号下 ， 自动检测设备的供 电状态 ，实现 了主 电源和 电

池 的平滑切换 。

附图说 明

此处所说 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 明的进一步理解 ，构成本 申请 的一部分，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 明用于解释本发 明，并不构成对本发 明的不当限定 。在 附图

中：

图 1 是现有相关技术中终端设备的供 电的结构示意 图；

图 2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电源切换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

图 3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电源切换装置的优选结构示意 图；

图 4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电源切换方法 的流程示意 图；

图 5 是本发 明优选实施例 的主 电源与 电池切换 电路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6 是根据本发 明优选实施例 的主 电源与 电池切换 电路优选连接示意 图一；

图 7 是根据本发 明优选实施例 的主 电源与 电池切换 电路优选连接示意 图二 。

具体实施方式

需要说 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 申请 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 中的特征可 以相

互组合 。下面将参考 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 明本发 明。

在 附图的流程 图示出的步骤可 以在诸如一组计算机可执行指令 的计算机系统 中执

行 ，并且，虽然在流程 图中示出了逻辑顺序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 以以不 同于此处

的顺序执行所示出或描述 的步骤 。

本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 电源切换装置，图 2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电源切换装置的

结构示意 图，如 图 2 所示，该装置包括：主 电源供 电电路 22、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 24 、

双 向开关 电路 26、检测 电路 28;

所述检测 电路 28 电连接于所述主 电源供 电电路 22 和所述双 向开关 电路 26 之 间；

所述双 向开关 电路 26 连接于所述备 电源供 电电路 24 与负载之 间；



所述检测电路 28，设置为检测所述主电源供电电路 22 的工作状态，在所述工作

状态正常时，产生第一控制信号；

所述双向开关电路 26，接收所述第一控制信号，并在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的触发下，

导通所述主电源供电电路 22 与备用电源供电电路 24 之间的第一通路，并关闭所述备

用电源供电电路 24 与所述负载之间的第二通路；其中，所述第一通路用于为所述主电

源供电电路 22 对所述备用电源供电电路 24 进行充电提供通路，所述第二通路用于为

所述备用电源供电电路 24 对所述负载进行供电提供通路。

通过上述本发明实施例，采用检测电路 28 检测主电源供电电路的工作状态，在所

述工作状态正常时，发送第一控制信号给双向开关电路 26，在第一控制信号的触发下，

导通主电源供电电路 22 与备用电源供电电路 24 之间的第一通路，并关闭备用电源供

电电路 24 与负载之间的第二通路；其中，第一通路用于为主电源供电电路 22 对备用

电源供电电路 24 进行充电提供通路，第二通路用于为备用电源供电电路 24 对负载进

行供电提供通路。解决了相关技术中通过二极管自动选择供电回路，在外部电源正常

时，不能优选选择外部电源供电以保存电池能量，同时电池也不能够得到及时的充电

的问题，从而在无需外部控制信号下，自动检测设备的供电状态，实现了主电源和电

池的平滑切换。

本发明实施例中检测电路 28 作用有多种，在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检测电

路 28 在还设置为在检测到工作状态异常时，产生第二控制信号给双向开关电路 26，
在第二控制信号的触发下，导通第二通路，并将负载的供电通路由第一通路切换至第

二通路。

图 3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电源切换装置的优选结构示意图，如图 3 所示，该装

置除了包括图 2 所示的电路之外，还包括：调节电路 32，设置于双向开关电路和备用

电源供电电路之间，设置为调节负载的供电通路的切换速度。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调节电路 32 的形式有多种，其中最优选的为可调电容。

此外，针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双向开关有多种，例如双三极管、双金氧半场效应

晶体管 MOSFET 。需要说明的上述两种晶体管只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不对本发

明造成限制，只要能实现双向开关的作用的电子元器件都是包括其中的。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手持终端，该手持包括上述实施例中的电源切换装置，

以及该电源切换装置的任一种优选的方式。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 电源切换的方法，图 4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电源切

换方法的流程示意图，如图 4 所示，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 S402: 检测主电源供 电电路的工作状态；

步骤 S404: 在工作状态正常时，采用主电源供 电电路为终端中的负载进行供 电，

并对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进行充电。

通过本发明实施例的上述实施方式，采用检测主电源供 电电路的工作状态，在工

作状态正常时，采用主电源供 电电路为终端中的负载进行供 电，并对备用 电源供 电电

路进行充电。解决了相关技术中通过二极管 自动选择供 电回路，在外部电源正常时，

不能优选选择外部 电源供 电以保存 电池能量，同时电池也不能够得到及时的充电的问

题，从而在无需外部控制信号下， 自动检测设备的供电状态，实现了主电源和 电池的

平滑切换。

本发明实施中的另一种应用场景中，在工作状态异常时，将负载的供 电电路切换

至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进而实现了主电源和备用供 电电源之间的平滑切换。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在将负载的供 电电路切换至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的过程中，可

以对负载的供 电电路的切换速度进行调节，通过上述方式，设置电容大小来调节切换

速度，同时限制了电源过大的瞬时放 电电流实现了对电路的保护。需要说明的是，本

发明实施例中对切换速度实现调节方式有多种，本发明优选实施例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设置在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和主电源供 电电路之间的可调 电容对切换速度进行调节。

下面结合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举例说明。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适用于终端和手持设备的电池切换电路；本发明优

选实施例的 目的在于，通过简单分立器件，来实现主电源对负载的供 电以及对备电源

电池的充电，同时在主电源掉电时，能够平滑的切换到备电源 电池供 电。

图 5 是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主电源与电池切换电路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5 所示，

该切换电路包括：主电源 502 、检测 电路 504 、备电源 506 、双 向开关电路 508 以及隔

离电路 510 。

主电源供 电电路包括一个二极管，通过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给负载进行供 电；

主电源检测 电路，包括 电阻和双三极管，通过检测主电源的状态控制双三极管的

导通和截止 。



备 电源的充 电和放 电都是通过双 向开关 电路 （包括 P 沟道 MOS 管和 电阻、电容）

进行切换的，而双 向开关 电路是 由主 电源检测 电路控制，当主 电源正常时，备 电源通

过 PMOSFET 的体二极管处于充 电状态，当主 电源异常时，备 电源通过 PMOSFET 对

负载进行供 电。

当存在主 电源 （适配器 ）时，检测 电路 自动检测并选择双 向开关的方 向，使得主

电源给负载供 电，同时给 电池进行充 电。当主 电源 （适配器 ）供 电异常或者突然掉 电

时，检测 电路 自动检测并选择双 向开关的方 向，负载 自动切换到由电池供 电。该主 电

源检测 电路可 以是双三极管、双 MOSFET 。

下面结合实施例一和实施例二对本发明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的说明。

实施例一

下面我们 以双三极管为例介绍介绍本发明优选实施例 。图 6 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

施例的主 电源与电池切换 电路优选连接示意图一，结合 图 6 对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电

路原理进行说明。

第一步：当存在主 电源 （适配器 ）时，适配器 （ADAPTER) 通过二极管 VD2 输

出 POWERJN 给后级负载供 电；

第二步： ADAPTER 通过 R3 和 R5 分压，使得 VT1 的下三极管导通、上三极管

截止，丫 2 的 、 S之间没有 电压，VT2 截止，电池 BAT+ 不能对后级负载供 电；

第三步：ADAPTER 通过二极管 VD2 和 VT2 的体二极管给 电池 BAT+ 充 电；

第 四步：当主 电源 （适配器 ）电压过低或者突然掉 电时，VT1 的下三极管截止，

BAT+ 通过 R 1和 R 使得 VT1 的上三极管导通，VT2 的 G、 S 之间存在负压，通过调

节 C2 来调节 VT2 的开通速度，BAT+ 通过 VT2 输出 POWERJN 给后级负载供 电。

实施例二

图 7 是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主 电源与电池切换 电路优选连接示意图二，如图

7 所示，将实例一中的 VT1 双三极管改为双 MOSFET, 由于双三极管与双 MOSFET

工作原理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

通过本发 明优选实施例 ，采用简单分立器件，实现 了主 电源对负载的供 电以及对

备 电源 电池的充 电，同时在主 电源掉 电时，能够平滑的切换到备 电源 电池供 电，解 决



了相关技术中通过二极管 自动选择供 电回路 ，在外部 电源正常时，不能优选选择外部

电源供 电以保存 电池能量，同时电池也不能够得到及时的充 电的问题 。

与现有相关技术相 比较 ，本发 明优选实施例 的包括 以下效果：1、实现主 电源和 电

池 的平滑切换，器件少，成本低 ，易于实现 ；2、主 电源正常时，能够优先选择主 电源

供 电以保存 电池能量，同时通过改变参数 ，可 以设置主 电源切换到 电池时的电压值 ，

即只有在主 电源 电压在设定的阀值 以下时，才 自动切换到 电池供 电；3、电池能够在线

进行充 电和放 电；4、通过设置 电容大小来设置切换速度 ，同时限制 电池过大的瞬时放

电电流 ；5、无需外部控制信号， 自动检测设备的供 电状态 。

以上仅为本发 明的优选实施例而 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 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来说，本发 明可 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 。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作的任何

修改、等 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工业实用性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技术方案，可 以应用于 电源切换过程 中。基于本发 明实施例

提供 的技术方案，可 以解决相关技术 中通过二极管 自动选择供 电回路 ，在外部 电源正

常时，不能优选选择外部 电源供 电以保存 电池能量，同时电池也不能够得到及时的充

电的问题 ，从而在无需外部控制信号下， 自动检测设备 的供 电状态 ，实现 了主 电源和

电池 的平滑切换 。



权 利 要 求 书

1 . 一种电源切换装置，包括：主电源供电电路、备用电源供电电路、双向开关电

路、检测电路；

所述检测电路电连接于所述主电源供电电路和所述双向开关电路之间；所

述双向开关电路连接于所述备用电源供电电路与负载之间；

所述检测电路，设置为检测所述主电源供电电路的工作状态，在所述工作

状态正常时，产生第一控制信号；

所述双向开关电路，接收所述第一控制信号，并在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的触

发下，导通所述主电源供电电路与所述备用电源供电电路之间的第一通路，并

关闭所述备用电源供电电路与所述负载之间的第二通路；其中，所述第一通路

用于为所述主电源供电电路对所述备用电源供电电路进行充电提供通路，所述

第二通路用于为所述备用电源供电电路对所述负载进行供电提供通路。

2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装置，其中，

所述检测电路，还设置为在检测到所述工作状态异常时，产生第二控制信

号；

所述双向开关电路，接收所述第二控制信号，并在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的触

发下，导通所述第二通路，并将所述负载的供电通路由所述第一通路切换至所

述第二通路。

3 .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装置，其中，还包括：

调节电路，设置于所述双向开关电路和所述备用电源供电电路之间，设置

为调节所述负载的供电通路的切换速度。

4 .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调节电路，包括：可调电容。

5 . 根据权利要求 1至 4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双向开关电路，包括以

下之一：

双三极管、双金氧半场效应晶体管 MOSFET 。

6 . 一种手持终端，包括：电源切换装置，所述电源切换装置为权利要求 1至 5 中

任一项所述的电源切换装置。



一种 电源切换方法 ，用于对终端 中的主 电源供 电通路和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进行

切换，所述方法包括：

检测所述主 电源供 电电路 的工作状态 ；

在所述工作状态正常时，采用所述主 电源供 电电路为所述终端 中的负载进

行供 电，并对所述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进行充 电。

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还包括：

在所述工作状态异常时，将所述负载 的供 电电路切换至所述备用 电源供 电

电路 。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将所述负载 的供 电电路切换至所述备用 电

源供 电电路 的过程 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对所述负载 的供 电电路 的切换速度进行调节 。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对所述负载 的供 电电路 的切换速度进行调

节包括：

通过设置在所述备用 电源供 电电路和所述主 电源供 电电路之 间的可调 电容

对所述切换速度进行调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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