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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移动电源、手电筒功能

的模块化装置，涉及移动电源和手电筒领域，该

装置包括移动电源1、手电筒模块2，移动电源1的

充电接口用于连接外部电源和手电筒模块2，手

电筒模块2连接到移动电源1上组成手电筒，手电

筒模块2不占用移动电源1上的USB输出接口，使

用者可以同时使用手电筒和移动电源功能；手电

筒模块2可拆卸，使用者只需要移动电源1时，不

用携带手电筒模块2，提高了便携性；充电接口采

用USB-TYPE-C接口，使用者可以盲插；移动电源1

中的按键、MCU不仅用于显示电量，也用于手电筒

的开关和调光，不用在手电筒模块2上另外设置

按键和调光电路，降低了成本；手电筒模块2通过

磁铁吸附在移动电源1上，不容易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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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移动电源、手电筒功能的模块化装置，包括移动电源和手电筒模块，其特征

是：

所述移动电源中设置有充电接口，所述充电接口用于连接外部电源，所述充电接口也

用于连接所述手电筒模块，所述手电筒模块连接在所述移动电源上组成手电筒，所述手电

筒模块可拆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移动电源、手电筒功能的模块化装置，其特征是：

所述移动电源包括充电电路、电池，所述充电接口连接外部电源给所述充电电路供电，

所述移动电源通过所述充电接口实现所述手电筒模块的供电、开关、调光，所述充电接口为

USB-TYPE-C母头，所述手电筒模块中设置有相应的USB-TYPE-C公头。

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一种具有移动电源、手电筒功能的模块化装置，其特征是：

所述移动电源中设置有MCU、按键、电量显示LED，所述MCU、所述按键、所述电量显示LED

用于显示所述移动电源的剩余电量，

所述按键、所述MCU也用于所述手电筒的开关和调光，

所述MCU也用于检测移动电源上是否连接有手电筒模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移动电源、手电筒功能的模块化装置，其特征是：

所述移动电源中所述充电接口的一端设置有铁片，所述手电筒模块中设置有磁铁片，

在所述手电筒中，由于所述磁铁片吸引所述铁片，所述手电筒模块从而吸附在所述移动电

源上。

5.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一种具有移动电源、手电筒功能的模块化装置，其特征是：

所述移动电源的侧面外形为圆角矩形或圆形，在所述手电筒中，所述手电筒模块中设

置有所述USB-Type-C公头的一面与所述移动电源中设置有所述USB-Type-C母头的一面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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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移动电源、手电筒功能的模块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手电筒和移动电源领域，具体的说，涉及一种具有移动电源、手电筒功

能的模块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有一种手电筒和移动电源的结合体，由于该结合体内仅用于手电筒功能的零

件不能拆卸，使用者只使用移动电源时不得不携带仅用于手电筒功能的零件，这降低了便

携性。

[0003] 目前有一类USB手电筒灯头，USB手电筒灯头连接到移动电源的USB输出接口上组

成手电筒，USB手电筒灯头可以拆卸，使用者只需要移动电源时不用携带USB手电筒灯头，提

高了便携性；但大部分USB手电筒灯头没有调光功能，这给使用者带来不便，目前的解决方

法是在USB手电筒灯头上设置按键和调光电路，这增加了成本；由于USB手电筒灯头会占用

一个USB输出接口，只具有单个USB输出接口的移动电源连接USB手电筒灯头后不能同时给

移动设备充电，这给使用者带来不便；由于USB手电筒灯头和移动电源是分开设计、随机组

合的，移动电源和USB手电筒灯头的外形、重量不确定，手电筒的外形、重量可能不适合使用

者手持，同时手电筒的外形可能不美观；这类USB手电筒灯头仅通过USB输出接口固定在移

动电源上，当使用者手持手电筒奔跑时，USB手电筒灯头容易从移动电源上脱落，给使用者

带来不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移动电源、手电筒功能的模块化装置，该装置解决了以上

背景技术的不足。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具有移动电源、手电筒功能的模块化装置，包括移动电源和手电筒模块，移动

电源中设置有充电接口，充电接口用于连接外部电源和手电筒模块，手电筒模块连接在移

动电源上组成手电筒。

[0007] 移动电源内设置有充电电路、电池，充电接口连接外部电源给充电电路供电，移动

电源通过充电接口实现手电筒模块的供电、开关、调光，充电接口为USB-TYPE-C母头，手电

筒模块中设置有相应的USB-TYPE-C公头。

[0008] 移动电源中设置有MCU、按键、电量显示LED，MCU、按键、电量显示LED用于显示移动

电源的剩余电量；按键、MCU也用于手电筒的开关和调光；MCU也用于检测移动电源上是否连

接有手电筒模块。

[0009] 移动电源中设置有充电接口的一端设置有铁片，手电筒模块中设置有磁铁片，在

手电筒中，由于磁铁片吸引铁片，手电筒模块从而吸附在移动电源上。

[0010] 移动电源的侧面外形为圆角矩形或圆形，在手电筒中，手电筒模块中设置有USB-

Type-C公头的一面与移动电源中设置有USB-Type-C母头的一面重合。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10676896 A

3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2] 本发明解决了手电筒和移动电源结合体的问题，手电筒模块连接到移动电源上组

成手电筒，手电筒模块可以拆卸，使用者只需要移动电源时，不用携带手电筒模块，提高了

便携性。

[0013] 本发明解决了USB手电筒灯头的问题，手电筒模块连接到移动电源上组成手电筒，

移动电源内的按键、MCU用于显示移动电源的剩余电量，也用于手电筒的开关和调光，不用

在手电筒模块上设置单独的按键和调光电路，降低了成本；移动电源的充电接口用于连接

外部电源和手电筒模块，不用另外设置连接手电筒模块的接口，外观更简洁美观，也不会占

用移动电源上的USB输出接口，使用者可以同时使用手电筒功能和移动电源功能；由于手电

筒模块和移动电源模块是一起设计的，手电筒的重量在200g以内，移动电源作为手电筒的

手持部分，其侧面外形为圆角矩形或圆形，手电筒的外形和重量适合手持，同时更美观；移

动电源中设置有充电接口的一端设置有铁片，手电筒模块内设置有磁铁片，当手电筒模块

连接到移动电源上时，手电筒模块中的磁铁片吸引移动电源中的铁片，使手电筒模块不容

易掉落。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手电筒模块2连接到移动电源1上组成手电筒。

[0015] 图2是移动电源1的立体图。

[0016] 图3是手电筒模块2的立体图。

[0017] 图4是移动电源1的右视图。

[0018] 图5是手电筒模块2的右视图。

[0019] 图6是手电筒的左视图。

[0020] 图7是手电筒模块2的爆炸图。

[0021] 图8是移动电源1的爆炸图。

[0022] 图9和图10是移动电源1的电路原理图。

[0023] 图11是手电筒模块2的电路原理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

[0025] 移动电源1、手电筒模块2、USB-TYPE-C母头3、电量显示LED  4、按键5、手电筒LED 

6、USB-TYPE-C公头7、USB输出接口8、磁铁片9、手电筒固定片10、手电筒螺丝11、手电筒盖片

12、移动电源盖片13、移动电源螺丝14、铁质固定片15。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所示，该装置包括移动电源1和手电筒模块2，手电筒模块2连接到移动电源1

上组成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手电筒。

[0027] 如图9所示，移动电源1中设置有电池、充电电路、升压电路、MCU，充电电路的Vout+

端、升压电路的Vin+端、电池的正极电连接在一起，充电电路的GND端、升压电路的GND端、

MCU的GND引脚、电池的负极电连接在一起，充电电路用于给电池充电，电池给升压电路供

电，充电电路的Vin+端、电池的正极与MCU的VCC引脚之间分别电连接有第一、二二极管，外

部电源和电池都能给MCU供电。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10676896 A

4



[0028] 如图2所示，移动电源1的一端设置有USB-Type-C母头3，如图4所示，移动电源1的

一端设置有USB输出接口8，如图9和图10所示，USB-Type-C母头3的VBUS、GND引脚分别电连

接到充电电路的Vin+、GND端，USB-Type-C母头3用于连接外部电源给充电电路供电，USB输

出接口8用于给移动设备供电。

[0029] 如图3所示，手电筒模块2内设置有手电筒LED6、USB-Type-C公头7，如图11所示，手

电筒模块2内设置有手电筒驱动电路，手电筒驱动电路的Vout+、Vout-端分别电连接到手电

筒LED6的正负极，USB-Type-C公头7的RX1+、RX1-、RX2+、RX2-引脚都电连接到手电筒驱动电

路的Vin+端，USB-Type-C公头7的GND引脚电连接手电筒驱动电路的Vin-端，如图9和图10所

示，USB-Type-C母头3的RX1+、RX1-、RX2+、RX2-引脚电连接到电池的正极，USB-Type-C母头3

的GND引脚电连接到电池的负极，当手电筒模块2连接到移动电源1上时，电池给手电筒模块

2供电。

[0030] 如图11所示，USB-Type-C公头7的TX1+、TX2+、GND引脚电连接在一起，如图9和图10

所示，USB-Type-C母头3的TX1+、TX2+引脚电连接到MCU的第一电平检测引脚，当手电筒模块

2连接到移动电源1上时，USB-Type-C公头7的TX1+、TX2+为低电平，从而第一电平检测引脚

为低电平，MCU通过检测第一电平检测引脚的电平高低判断移动电源1上是否连接有手电筒

模块2。

[0031] 如图11所示，USB-Type-C公头7的TX1-、TX2-引脚电连接到手电筒驱动电路的调光

端，如图9和图10所示，USB-Type-C母头3的TX1-、TX2-引脚电连接到MCU的PWM输出引脚，当

手电筒模块2连接在移动电源1上时，MCU调节PWM输出引脚的PWM信号实现手电筒的开关和

调光。

[0032] 如图2所示，移动电源1中设置有LED4、按键5，如图9所示，电池的正极电连接到MCU

的第一电压检测引脚，用于检测电池的电压，LED4和按键5电连接到MCU，用于显示电池的剩

余电量，按键5也用于手电筒的开关和调光。若移动电源1未连接手电筒模块2，按下按键5，

显示移动电源1的电量2秒，继续按键，重新显示电量；如果移动电源1上连接有手电筒模块

2，按下按键5，显示移动电源1的电量2秒，再次按键，如果两次按键时间间隔在2秒内，使手

电筒调光或开关，如果两次按键时间间隔超过2秒，重新显示移动电源1的剩余电量。

[0033] 如图7所示，手电筒模块2中设置有磁铁片9、手电筒固定片10、手电筒螺丝11、手电

筒盖片12，手电筒螺丝11配合手电筒固定片10将磁铁片9固定在手电筒模块2内，手电筒盖

片12盖在手电筒固定片10的表面，起到美观作用。如图8所示，移动电源1中设置有移动电源

盖片13、移动电源螺丝14、铁质固定片15，移动电源螺丝14将铁质固定片15固定在移动电源

1中设置有USB-Type-C母头3的一端，移动电源盖片13盖在铁质固定片15的表面，起到美观

作用。如图1所示，在手电筒中，手电筒模块2中的磁铁片9吸引移动电源1中的铁质固定片

15，手电筒模块2不容易从移动电源1上脱落。

[0034] 如图4所示，移动电源1的侧面外形为圆角矩形，如图5所示，手电筒模块2的侧面外

形为圆角矩形，如图6所示，移动电源1的侧面外形与手电筒模块2的侧面外形重合，手电筒

的侧面外形也为圆角矩形，手电筒的重量在200g内，手电筒的外形和重量适合使用者长时

间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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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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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8

CN 110676896 A

8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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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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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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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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