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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54) 发明名称 一种多功能 LED 装置及多功能音箱系统

(57) Abstract: A multi-functional wireless LED
device (1) and multi-functional wireless loud
speaker box system, the multi-functional wire

. 1
less LED device (1) comprising an LED drive

智鹏 纖 发模块 音謹 码单元 and power supply unit (10), a controller unit

1 ( 11), an audio power amplification unit (13), a
loudspeaker unit (14), a wireless transceiver

鮮 元 module (15), and an LED light source assembly
(17); the wireless transceiver module (15) can

乂 / communicate with both an intelligent terminal
(2) and other LED devices (1); the multi-func
tional loudspeaker box system comprises a plur
ality of multi-functional LED devices (1) and an
intelligent terminal (2); the intelligent terminal图 1 I FIG.1 (2)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multi-functional
LED device (1); the multi-functional LED

2 Intelligent terminal devices (1) can also communicate with each
10 LED drive and power supply unit other; two multi-functional LED devices (1)
11 Controller unit form a 2.0 sound channel; and increasing the
12 Audio encoding/decoding unit number of the multi-functional LED devices (1)
13 Audio power amplification unit can form a 2 .1, 5 .1 or 7 .1 sound channel as r e
14 Loudspeaker unit quired. The present invention i s simple to install
15 Wireless transceiver module and use without changing the present wiring or
17 LED light source set adding any wireless audio transmitter, remote

control or peripheral dimming switch, and sup
ports wireless dimming to provide daily illu-

mination.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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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细则 4.17 的声明： 本国际公布：
- 发明人资格(细则 4.17(b)) -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3))。

一种多功能无线 LED 装置 （1) 及多功能无线音箱系统，多功能无线 LED 装置 （1) 包括 LED 驱动及供电单元
( 10 ) 、控制器单元 （11) 、音频功放单元 （13 ) 、扬声器单元 （14 ) 、无线收发模块 （15 ) 、LED 光源组

件 （17 ) 。无线收发模块 （15 ) 既能与智能终端 （2 ) 保持通信，又能与其它 LED 装置 （1) 进行通信。多功
能音箱系统包括多个多功能 LED 装置 （1) 与智能终端 （2 ) ，智能终端 （2 ) 可以与每个多功能 LED 装置
( 1) 进行通讯，多功能 LED 装置 （1) 之间也可以相互通讯，2个多功能 LED 装置 （1) 组成 2.0 声道，还可
以根据需要增加多功能 LED 装置 （1) 数量来配置成 2.1 声道、5.1声道或 7.1 声道等。本发明安装使用方便，
无需改变当前布线，不需附加任何无线音频发射座机、遥控器或外围调光开关等设备，支持无线调光，提供
曰常照明。



说明书

发明名称：一种多功能LED 装置及多功能音箱系统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涉及 LED 照明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多功能 LED 装置及多功能音箱

系统 。

背景技术

[2] 无线技术的出现使人们从繁琐的布线及安装中解脱出来，无线技术已经应用到

各个电子类产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日益提高，这种产品也得以普及。LED 由于

具有节能、环保、可光控、固体化、长寿命等很多优点，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城

市的公共照明、办公及室内照明等各个领域。灯光可调不仅可以实现节能，而

且还为人们在生活中的不同场所带来更多的体验，无线调光作为一种新的调光

方式受到大众的喜爱。

[3] 同吋目前市面大部分音箱是有线的，这种音箱布线繁琐，体积较大，当然也有

部分无线音箱和照明灯的结合，但是需要另加一个专用无线发射座机进行专门

控制和发射音频，通常体积也较大，价格也相对昂贵，对于 日益发展的手机终

端等智能设备基本不太适用，匹配度也较差。

对发明的公开

问题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4] 本发明克服了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了 一种无需改变当前布线、安

装简便、不需附加任何无线音频发射座机、遥控器或外围调光开关等设备的 多

功能LED 装置及多功能音箱系统 。

[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6] —种 多功能LED 装置 ，包括：

[7] 至少一个 LED 驱动及供电单元，用以为 LED 光源组件提供驱动及为整个 LED

装置提供电源；

[8] 至少一个无线收发模块，用以接收智能终端发来的音频信号或控制信号并发送



给控制器单元进行处理，同吋将上述音频信号及控制信号转发给其它的 LED 装

置；

至少一个控制器单元，用以对音频信号或其它控制信号进行数据处理和相应控

制；

至少一个音频功放单元，用以接收控制器单元处理过的音频信号并驱动扬声器

单元进行发声；

至少一个扬声器单元，与音频功放单元相连，用以发声；

至少一个 LED 光源组件，用以照明及接收控制器单元转发的控制信号并进行

相应的调整 。

作为优选，还包括至少一个音频编解码单元，所述的音频编解码单元与控制器

单元、音频功放单元相连，音频编解码单元用以将控制器单元处理的数字音频

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并传递给音频功放单元。

作为优选，所述控制器单元为微控制器、数字信号处理器或数字集成电路控制

器的一种或多种组合，对输入的音频信号进行算法处理 。

作为优选，所述的无线收发模块支持2.4GHz 、 5.2GHz 及5.8GHz 频段中任一种

频段或多种频段的组合，支持双向传输 。

一种多功能音箱系统，包括至少两个包含有无线收发模块的 多功能LED 装置

与至少一个对该系统中多功能 LED 装置的状态读取和远程控制的智能终端 ，所

述的智能终端控制每一个多功能LED 装置；或者至少一个多功能LED 装置接收智

能终端传递的音频信号或控制信号，并将接收到的上述信号传递给其无线信号

覆盖范围内的其它多功能LED 装置 。

作为优选，所述的智能终端为 智能手机、智能电视、平板电脑、台式电脑或

无线Dongle 。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釆用了上述技术方案的本发明的原理及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首先提供了一种带音频播放功能的多功能LED 装置，即包含有无线收发

模块的LED 装置，此无线收发模块既可以与智能终端进行通信，又可以与其它L



ED装置保持通信，此种设置是为了降低成本，节约体积 。

[20] 此外，再根据实际需要在 LED 装置内设置音频编解码单元，可以对数字音频

信号进行解码，使其能够正常播放。

[21] 再者，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功能音箱系统，是将智能终端与多个上述 LED 装

置组合，组成网状网络或星形网络，由智能终端任意控制。

[22] 工作过程为：LED 驱动及供电单元驱动LED 光源组件，并给整个多功能LED 装

置供电，智能终端传送无线音频及控制信号至无线收发模块，无线收发模块把

接收到的无线音频及控制信号送至控制器单元，控制器单元把接收到的音频信

号做算法处理后送至无线收发模块及音频功放单元，无线收发模块将音频信号

及控制信号再转发给其它的LED 装置，控制器单元通过无线收发模块发送控制回

馈信号给智能终端。

[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安装使用方便，无需改变当前布线，

不需附加任何无线音频发射座机、遥控器或外围调光开关等设备，支持无线调

光，提供 日常照明，可直接替代传统灯和现有大部分LED 灯；整体结构简单，成

本低，极具通用性；支持无线音频，具有很好的视听享受，可在大范围内安装

本系统，并且LED 装置的位置可任意调整，任意配置，可应用在各种场合，极具

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

对附图的简要说 明

附图说明

[2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 1中多功能LED 装置的框架示意图；

[25] 图2为实施例 1中多功能音箱系统的框架结构示意图；

[26] 图3为实施例 1中另一种形式的多功能音箱系统的框架结构示意图 ；

[27] 图 4 为 实施例2中多功能LED 装置的框架示意图。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28] 实施例 1: 如图1所示，本发明多功能LED 装置 1包括LED 驱动及供电单元 10、

控制器单元 11、音频编解码单元 12、音频功放单元 13、扬声器单元 14、无线收

发模块 15、 LED 光源组件 17。无线收发模块 15既能与智能终端2保持通信，又能



与其它LED 装置进行通信。

[29] LED 驱动及供电单元 10驱动LED 光源组件 17，并给整个多功能LED 装置 1供电

[30] 在与智能终端2进行通讯吋，智能终端2传送无线数字音频及控制信号至无线收

发模块 15，无线收发模块 15把接收到的无线数字音频及控制信号送至控制器单

元 11，然后控制器单元 11把接收到的数字音频信号做算法处理后送至音频功放

单元 13，或者无线收发模块 15把接收到的无线数字音频信号送至音频编解码单

元 12，音频编解码单元 12将无线数字音频解码后送至音频功放单元 13及无线收

发模块 15，控制器单元 11通过无线收发模块 15发送控制回馈信号给用户智能终

端2。无线收发模块 15将信号处理后转发给其它LED 装置。

[31] 所述控制器单元 11为微控制器或数字信号处理器或数字集成电路控制器的一种

或多种组合，可以对输入的音视频信号进行算法处理。控制器单元 11连接无线

收发模块 15，获取无线收发模块 15接收到的智能终端2的无线数字音频及控制信

号，控制器单元 11把无线数字音频及控制信号进行本地相应控制和数据处理，

并把处理后的信号输出至音频功放单元 13，音频功放单元 13与扬声器单元 14连

接。控制器单元 11与无线收发模块 15进行通讯，把控制信息通过无线收发模块 1

5发送给其他多功能LED 装置 1的无线收发模块 15。

[32] 在本实施例中，无线收发模块 15可支持2.4GHz, 5.2GHz, 及5.8GHz 频段以及

上述一种频段或多种频段的组合，支持双向传输。另外，无线收发模块 15还可

以接入互联网，可以进行远程控制。

[33] LED 驱动及供电单元 10驱动LED 光源组件 17，控制器单元 11产生PWM 信号进

行调光，控制器单元 11直接连接LED 驱动及供电单元 10，控制器单元 11可设定输

出PWM 信号，并可设定频率恒定、占空比可调或者占空比恒定、频率可调的PW

M信号。

[34] 另外，本发明中的智能终端2可以是手机、智能电视、平板电脑、台式电脑以

及无线Dongle 等终端。

[35] 图2为本发明多功能音箱系统的结构示意图。本发明多功能音箱系统包括多个

上述多功能LED 装置 1与智能终端2，智能终端2可以与每个多功能LED 装置 1进行



通讯，多功能LED 装置之间也可以相互通讯，在本实施例中包括2个多功能LED

装置 1组成2.0声道，还可以根据需要增加多功能LED 装置数量来配置成2.1声道、

5.1声道或7.1声道等无线音箱系统，或者 自由选择配置成任意声道无线音箱系统

[36] 如图3所示，每个多功能LED 装置 1均配置有无线收发模块 15，所述多功能音箱

系统可以由智能终端2通过应用程序任意设定一个多功能LED 装置 1为中心装置，

设定其为中心装置后，可根据智能终端2的应用程序配置剩余多功能LED 装置为

接收装置，中心装置接到智能终端2的无线音频及控制信号，并转发至其它所有

接收装置。

[37] 在本实施例中，还可釆用智能终端作为中心装置，所有多功能LED 装置可以组

成网状网络或星形网络，由中心装置任意控制。

[38] 实施例2 : 图4为本实施例中多功能LED 装置的框架示意图，图4所示的多功能L

ED装置与图1所示的多功能LED 装置结构类似，区别在于：图4所示的多功能L E

D装置 1中没有设置音频编解码单元，智能终端2传送无线音频及控制信号至无线

收发模块 15，无线收发模块 15把接收到的无线音频及控制信号送至控制器单元 1

1，控制器单元 11把接收到的音频信号做算法处理后送至无线收发模块 15及音频

功放单元 13，无线收发模块 15可以与音频功放单元 13连接，音频功放单元 13与

扬声器单元 14连接。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1、 一种 多功能LED 装置 ，其特征是包括：

至少一个 LED 驱动及供电单元，用以为 LED 光源组件提供驱动

及为整个 LED 装置提供电源；

至少一个无线收发模块，用以接收智能终端发来的音频信号或控

制信号并发送给控制器单元进行处理，同吋将上述音频信号及控

制信号转发给其它的 LED 装置；

至少一个控制器单元，用以对音频信号或其它控制信号进行数据

处理和相应控制；

至少一个音频功放单元，用以接收控制器单元处理过的音频信号

并驱动扬声器单元进行发声；

至少一个扬声器单元，与音频功放单元相连，用以发声；

至少一个 LED 光源组件，用以照明及接收控制器单元转发的控制

信号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2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 多功能LED 装置 ，其特征是：还

包括至少一个音频编解码单元，所述的音频编解码单元与控制器

单元、音频功放单元相连，音频编解码单元用以将控制器单元处

理的数字音频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并传递给音频功放单元。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 LED 装置，其特征是： 所

述控制器单元为微控制器、数字信号处理器或数字集成电路控制

器的一种或多种组合，对输入的音频信号进行算法处理 。

4、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 LED 装置，其特征是： 所

述的无线收发模块支持2.4GHz 、5.2GHz 及5.8GHz 频段中任一种频

段或多种频段的组合，支持双向传输 。

5、 一种多功能音箱系统，其特征是：包括至少两个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 多功能LED 装置 与至少一个对该系统中多功能 LED 装置

的状态读取和远程控制的智能终端 ，所述的智能终端控制每一个

多功能LED 装置；或者至少一个多功能LED 装置接收智能终端传



递的音频信号或控制信号，并将接收到的上述信号传递给其无线

信号覆盖范围内的其它多功能LED 装置 。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一种多功能音箱系统，其特征是：所述

的智能终端为

智能手机、智能电视、平板电脑、台式电脑或无线Dong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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