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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电池充电提示电路以及灯具

(57)摘要

一种电池充电提示电路以及灯具，其包括：

检测模块，其用于检测电池是否已经充满，比较

器（U5A）的反相端连接电阻与电池的连接处，比

较器（U5A）的正向端连接一恒定电源；控制模块，

其用于根据检测模块的检测结果输出控制信号；

提示模块，其受控于控制模块，其用于提示电池

的状态，其连接控制模块以及控制模块；其中，检

测模块的比较器（U5A）检测到并联电阻的电压值

是否超过恒定电压所提供的电压，输出检测信

号，控制模块根据检测模块的检测信号控制提示

模块，提示模块提示电池是处于充电状态或者充

满状态。本发明均有更高的灵敏度，能够准确及

时地提示电池的充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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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池充电提示电路，其应用于开关电源，所述开关电源包括变压器T1，所述变压

器T1包括初级线圈T11、与所述初级线圈耦合的次级线圈T21以及次级线圈T22，所述次级线

圈T21的一端与次级线圈T22的一端均接地，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检测模块，其用于检测电池是否已经充满，其包括并联在所述变压器T1与电池之间的

电阻R17、电阻R16以及比较器U5A，所述比较器U5A的反相端连接所述电阻R17及电阻R16与

电池的连接处，所述比较器U5A的正相端连接一恒定电源；

控制模块，其用于根据所述检测模块的检测结果输出控制信号，其连接所述检测模块

的比较器U5A的输出端，其中，所述控制模块包括电阻R15、稳压管Z1以及开关管，所述开关

管包括控制端、输入端以及输出端；所述开关管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电池的正极，所述电阻

R15的一端连接所述检测模块以及提示模块，所述电阻R15的另一端连接稳压管Z1至所述开

关管的控制端，所述开关管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提示模块；

提示模块，其受控于所述控制模块，其用于提示所述电池的状态，其连接所述控制模

块；

其中，所述检测模块的比较器U5A检测到所述电阻R17以及电阻R16的电压值是否超过

所述恒定电源所提供的电压，并检测模块输出检测信号，所述控制模块根据所述检测模块

的检测信号控制所述提示模块，所述提示模块提示电池是处于充电状态或者充满状态，所

述开关管导通时开关管的输出端输出的电压进行电池充电状态的提示，所述开关管截止时

由比较器U5A输出的高电平进行电池充满状态的提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充电提示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模块还包括二极管

D5、电容C11、稳压管U3、电阻R14、电容C8、电阻R19、电阻R30、电阻R31以及电阻R32；

所述二极管D5的阳极连接所述次级线圈T22的另一端，所述二极管D5的阴极连接所述

比较器U5A的电源输入端，所述电容C11连接在所述二极管D5的阴极与地之间，所述稳压管

U3的阳极接地，所述稳压管U3的阴极连接所述电阻R14后连接所述二极管D5的阴极，所述电

容C8连接在所述稳压管U3的参考极与地之间，所述稳压管U3的阴极连接所述稳压管U3的参

考极，所述稳压管U3的参考极依次连接所述电阻R30以及电阻R31后接地，所述电阻R30以及

电阻R31的连接处连接所述比较器U5A的正相端，所述电阻R17以及电阻R16并联在所述稳压

管U3的阳极以及电池的负极之间，所述电阻R19连接在所述电池的负极以及比较器U5A的反

相端之间，所述比较器U5A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控制模块，所述电阻R32连接在所述电阻R30和

电阻R31的连接处以及比较器U5A的接地端之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充电提示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电阻R17以及电阻R16的阻

值均为1Ω。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充电提示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管为三极管Q2，所述

三极管Q2的发射极连接所述开关管的输入端，所述三极管Q2的基极连接所述开关管的控制

端，所述三极管Q2的集电极连接所述开关管的输出端。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充电提示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管为MOS管，所述MOS

管的源极连接所述开关管的输入端，所述MOS管的栅极连接所述开关管的控制端，所述MOS

管的漏极连接所述开关管的输出端。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充电提示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提示模块包括电阻R26、电

阻R27、用于提示所述电池正在充电的红色LED指示灯LED1以及用于提示所述电池已经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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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绿色LED指示灯LED2，所述电阻R26的一端连接控制模块，另一端串联所述绿色LED指示

灯LED2至地，所述电阻R27的一端连接控制模块，另一端串联所述红色LED指示灯LED1至地。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充电提示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充电提示电路还包括

过压保护模块，其用于在电路过压时，实施过压保护，其包括：电阻R18、电阻R25、电阻R28、

电阻R29、电容C10以及比较器U5B；

所述电阻R18连接在所述比较器U5B的反相端以及电池的正极之间，所述电阻R25以及

电容C10依次串联在所述比较器U5B的反相端以及比较器U5B的输出端之间，所述电阻R28以

及电阻R29串联在所述检测模块以及地之间，所述电阻R28以及电阻R29的连接处连接所述

比较器U5B的正相端。

8.一种灯具，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如权利要求1至7任意一项所述的电池充电提示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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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充电提示电路以及灯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提示电路，尤其涉及电池充电提示电路以及灯具。

背景技术

[0002] 开关电源的转灯功能是用在电池上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电流都是很大的，而电

池充满电后，电流几乎为零。市场上根据该特点特设计出具有转灯功能的开关电源存在技

术简单，灵敏度都不够高等问题，从而无法准确及时地提示使用者电池的充电状态，这样就

会损坏电池的寿命，甚至因为长时间充电而引发安全事故。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而提出一种电池充

电提示电路以及灯具，其能够解决现有技术的开关电源的充电电路灵敏度不高而无法准确

及时地提示电池的状态而引起的损坏电池寿命，甚至引发安全事故等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电池充电提示电路，其应用于开关电源，开

关电源包括变压器T1，变压器T1包括初级线圈T11、与初级线圈耦合的次级线圈T21以及次

级线圈T22，次级线圈T21的一端与次级线圈T22的一端均接地，其包括：检测模块，其用于检

测电池是否已经充满，其包括并联在变压器T1与电池之间的电阻R17、电阻R16以及比较器

U5A，比较器U5A的反相端连接电阻R17及电阻R16与电池的连接处，比较器U5A的正相端连接

一恒定电源；控制模块，其用于根据检测模块的检测结果输出控制信号，其连接检测模块的

比较器U5A的输出端；提示模块，其受控于控制模块，其用于提示电池的状态，其连接控制模

块；其中，检测模块的比较器U5A检测到并联电阻R17以及电阻R16的电压值是否超过恒定电

源所提供的电压，并检测模块输出检测信号，控制模块根据检测模块的检测信号控制提示

模块，提示模块提示电池是处于充电状态或者充满状态。

[0005] 优选地，检测模块还包括二极管D5、电容C11、稳压管U3、电阻R14、电容C8、电阻

R19、电阻R30、电阻R31以及电阻R32；二极管D5的阳极连接次级线圈T22的另一端，二极管D5

的阴极连接比较器U5A的管脚8，电容C11连接在二极管D5的阴极与地之间，稳压管U3的阳极

接地，稳压管U3的阴极连接电阻R14后连接二极管D5的阴极，电容C8连接在稳压管U3的参考

极与地之间，稳压管U3的阴极连接稳压管U3的参考极，稳压管U3的参考极依次连接电阻R30

以及电阻R31后接地，电阻R30以及电阻R31的连接处连接比较器U5A的正相端，电阻R17以及

电阻R16并联在稳压管U3的阳极以及电池的负极之间，电阻R19连接在电池的负极以及比较

器U5A的反相端之间，比较器U5A的输出端连接控制模块，电阻R32连接在电阻R30和电阻R31

的连接处以及比较器U5A的接地端之间。

[0006] 优选地，电阻R17以及电阻R16的阻值均为1Ω。

[0007] 优选地，控制模块包括电阻R15、稳压管Z1以及开关管，开关管包括控制端、输入端

以及输出端；开关管的输入端连接电池的正极，电阻R15的一端连接检测模块以及提示模

块，电阻R15的另一端连接稳压管Z1至开关管的控制端，开关管的输出端连接提示模块。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04935061 B

4



[0008] 优选地，开关管为三极管Q2，三极管Q2的发射极连接开关管的输入端，三极管Q2的

基极连接开关管的控制端，三极管Q2的集电极连接开关管的输出端。

[0009] 优选地，开关管为MOS管，MOS管的源极连接开关管的输入端，MOS管的栅极连接开

关管的控制端，MOS管的漏极连接开关管的输出端。

[0010] 优选地，提示模块包括电阻R26、电阻R27、用于提示电池正在充电的红色LED指示

灯LED1以及用于提示电池已经充满电的绿色LED指示灯LED2，电阻R26的一端连接控制模

块，另一端串联绿色LED指示灯LED2至地，电阻R27的一端连接控制模块，另一端串联红色

LED指示灯LED1至地。

[0011] 优选地，电池充电提示电路还包括过压保护模块，其用于在电路过压时，实施过压

保护，其包括：电阻R18、电阻R25、电阻R28、电阻R29、电容C10以及比较器U5B；电阻R18连接

在比较器U5B的反相端以及电池的正极之间，电阻R25以及电容C10依次串联在比较器U5B的

反相端以及比较器U5B的输出端之间，电阻R28以及电阻R29串联在检测模块以及地之间，电

阻R28以及电阻R29的连接处连接比较器U5B的正相端。

[0012]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灯具，其包括如上所述的电池充电提示电路。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的电池充电提示电路以及灯

具，提高了灵敏度，能够准确及时地提示使用者电池的充电状态，起到了延长电池寿命，防

止安全事故的发生等问题。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电池充电提示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其中，附图标记说明如下：检测模块1  控制模块2 提示模块3 过压保护模块4。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和结构，现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

细说明。

[0017] 电池充电提示电路实施例

[0018] 请参阅图1，一种电池充电提示电路，其应用于开关电源，其包括：一检测模块1、一

控制模块2、一提示模块3以及一过压保护模块4。开关电源包括变压器T1，变压器T1包括初

级线圈T11、与初级线圈耦合的次级线圈T21以及次级线圈T22，次级线圈T21的一端与次级

线圈T22的一端均接地。

[0019] 检测模块1用于检测电池是否已经充满，控制模块2用于根据检测模块1的检测结

果输出控制信号，提示模块3受控于控制模块2用于提示电池的状态，过压保护模块4用于在

电路过压时，实施过压保护。

[0020] 检测模块1包括两个并联在变压器T1与电池之间的电阻R17、电阻R16以及比较器

U5A。比较器U5A的反相端连接电阻与电池的连接处，比较器U5A的正相端连接一恒定电源。

控制模块2连接检测模块1的比较器U5A的输出端。提示模块3连接控制模块2以及控制模块

2。

[0021] 其中，检测模块1的比较器U5A检测到并联电阻R17以及R16的电压值是否超过恒定

电压所提供的电压，并检测模块1输出检测信号，控制模块2根据检测模块1的检测信号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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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模块3，提示模块3提示电池是处于充电状态或者充满状态。

[0022] 检测模块1还包括二极管D5、电容C11、稳压管U3、电阻R14、电容C8、电阻R19、电阻

R30、电阻R31以及电阻R32，两个并联电阻为电阻R17以及电阻R16。

[0023] 二极管D5的阳极连接次级线圈T22的另一端，二极管D5的阴极连接比较器U5A的管

脚8。电容C11连接在二极管D5的阴极与地之间。稳压管U3的阳极接地，稳压管U3的阴极连接

电阻R14后连接二极管D5的阴极，电容C8连接在稳压管U3的参考极与地之间，稳压管U3的阴

极连接稳压管U3的参考极，稳压管U3的参考极依次连接电阻R30以及电阻R31后接地。电阻

R30以及电阻R31的连接处连接比较器U5A的正相端，电阻R17以及电阻R16并联在稳压管U3

的阳极以及电池的负极之间。电阻R19连接在电池的负极以及比较器U5A的反相端之间。比

较器U5A的输出端连接控制模块2，电阻R32连接在电阻R30和电阻R31的连接处以及比较器

U5A的接地端之间。

[0024] 本实施例中，电阻R17以及电阻R16的电阻精确度必须高，这样灵敏度也会高。电阻

R17以及电阻R16的阻值均为1Ω。

[0025] 控制模块2包括电阻R15、稳压管Z1以及开关管，开关管包括控制端、输入端以及输

出端。

[0026] 开关管的输入端连接电池的正极，电阻R15的一端连接检测模块1以及提示模块3，

电阻R15的另一端连接稳压管ZD1至开关管的控制端，开关管的输出端连接提示模块3。

[0027] 本实施例中，开关管为三极管Q2，三极管Q2的发射极连接开关管的输入端，三极管

Q2的基极连接开关管的控制端，三极管Q2的集电极连接开关管的输出端。

[0028] 在其它实施例中，开关管为MOS管，MOS管的源极连接开关管的输入端，MOS管的栅

极连接开关管的控制端，MOS管的漏极连接开关管的输出端。

[0029] 提示模块3包括电阻R26、电阻R27、用于提示电池正在充电的红色LED指示灯LED1

以及用于提示电池已经充满电的绿色LED指示灯LED2。

[0030] 电阻R26的一端连接控制模块2，另一端串联绿色LED指示灯LED2至地，电阻R27的

一端连接控制模块2，另一端串联红色LED指示灯LED1至地。

[0031] 在其它实施例中，红色LED指示灯LED1以及绿色LED指示灯LED2可以用其它颜色的

指示灯来代替，这里不作限制。

[0032] 过压保护模块4，其用于在电路过压时，实施过压保护，其包括：电阻R18、电阻R25、

电阻R28、电阻R29、电容C10以及比较器U5B。

[0033] 电阻R18连接在比较器U5B的反相端以及电池的正极之间，电阻R25以及电容C10依

次串联在比较器U5B的反相端以及比较器U5B的输出端之间，电阻R28以及电阻R29串联在检

测模块1以及地之间，电阻R28以及电阻R29的连接处连接比较器U5B的正相端。

[0034] 本实施例中，二极管D5的型号为4148，电容C11的电容值为50V，稳压管U3的型号为

AZ431，电阻R14的阻值为10KΩ，电容C8的型号为105，电阻R19的阻值为1KΩ，电阻R30的阻

值为1KΩ，电阻R31的阻值为100Ω，电阻R32的阻值为100KF，比较器U5A的型号为AZ358。电

阻R15的阻值为10KΩ，稳压管Z1的型号为6B1。电阻R26的阻值为2KΩ，电阻R27的阻值为

5.1KΩ。电阻R18的阻值为1KΩ，电阻R25的阻值为1Ω，电阻R28的阻值为10KΩ，电阻R29的

阻值为276KF，电容C10的型号为224，比较器U5B的型号为AZ358。

[0035] 下面结合图1来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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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图1是一个完整的开关电源的原理图，输入电压为220V的交流电，经过电容CX和共

模电感L1的抗干扰到后面的四个二极管整流，再由电解电容C1进行滤波，然后再经过控制

芯片U1产生一个PWM的信号，不停的导通关闭开关管Q1，使其在变压器T1的初次级上产生压

降，3个次级线圈T21、次级线圈T22以及次级线圈T23分别就不同匝比产生不同的压降。次级

线圈T23产生的压降经过二极管D4给控制芯片U1进行供电，经过二极管D5产生的压降给比

较器U5A提供电源电压。经过二极管D6产生的压降给电池提供输入电压。

[0037] 比较器U5B给输出电压提供一个输出过压保护功能。比较器U5A检测输出的电流，

通过图1可知：比较器U5A的正相端由接收2.5V/(R30+R31)*R31的电压，当输出电流值乘以

R16//R17的电压值大于2.5V/(R30+R31)*R31的电压值，则比较器U5A输出低电平。如果输出

电流值乘以R16//R17的电压值小于2.5V/(R30+R31)*R31的电压值，则比较器U5A输出高电

平。

[0038] 电池在正常充电时电流都非常大，电池接近慢点时，电流会越来越小，最后直至为

零。根据该原理可知，电池在正常充电时电流由于很大，导致输出电流值乘以R16//R17大于

2.5V/(R30+R31)*R31，从而比较器U5A输出低电平，使得三极管Q2导通，导致只有红色LED指

示灯LED1灯亮，绿色LED指示灯LED2灯不亮。电池充满电后，由于输出电流为零，导致输出电

流值乘以R16//R17小于2.5V/(R30+R31)*R31，从而比较器U5A输出高电平，使三极管Q2截

止，红色LED指示灯LED2由于失电熄灭，比较器U5A输出高电平同时给绿色LED指示灯LED2进

行供电点亮。

[0039] 灯具实施例

[0040] 一种灯具，其包括如上所述的电池充电提示电路。

[004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的电池充电提示电路以及灯

具，提高了灵敏度，能够准确及时地提示使用者电池的充电状态，起到了延长电池寿命，防

止安全事故的发生等问题。

[0042]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可行实施例，并非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运用本发明

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出的等效结构变化，均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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