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405979.5

(22)申请日 2018.11.23

(71)申请人 重庆市钟表有限公司

地址 408300 重庆市垫江县工业园区内

(72)发明人 黎衍桥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精英专利事务所 

44242

代理人 冯筠

(51)Int.Cl.

G04G 5/00(2013.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电子手表及电子手表的校针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子手表及电子手表的校

针方法；其中，电子手表，包括壳体、及与所述壳

体联接的底盖；所述壳体内设有机芯组件；所述

机芯组件内设有电路板，LCD显示屏，电池和行针

部；所述行针部与电池电连接；所述电路板上设

有微处理器，按键电路，及触发电路；所述LCD显

示屏，电池，按键电路，及触发电路均与所述微处

理器连接；所述壳体上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开

关按键，所述开关按键与所述微处理器电连接。

本发明的电子手表能够以行针指示时间为基准,

调整LCD数字显示时间为当前行针指示时间,提

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且有效避免了以LCD

显示时间为基准,手表行针校时所带来的损耗，

延长了手表的使用寿命，具有非常高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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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手表，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及与所述壳体联接的底盖；所述壳体内设有

机芯组件；所述机芯组件内设有电路板，LCD显示屏，电池和行针部；所述行针部与电池电连

接；所述电路板上设有微处理器，按键电路，及触发电路；所述LCD显示屏，电池，按键电路，

及触发电路均与所述微处理器连接；所述壳体上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开关按键，所述开

关按键与所述微处理器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手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路板上还设有时钟电路，

及响闹电路；所述时钟电路，及响闹电路均与所述微处理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子手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蓝牙模块，计步器，及背光

电路；所述蓝牙模块，计步器，及背光电路均与所述微处理器连接；所述背光电路为EL发光

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手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按键的数量为4个，且均

匀分布于所述壳体的两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手表，其特征在于，所述LCD显示屏包括第一LCD显示

屏和第二LCD显示屏；所述行针部设于所述第一LCD显示屏和第二LCD显示屏之间的中心位

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手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与底盖的联接处还设有

防水圈。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手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处理器的型号为MS-

M1562。

8.一种电子手表的校针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手表上电，同时按下2个或2个以上的开关按键，触发进入校针模式；

S2，以行针部的行针指示时间为基准，微处理器对LCD显示屏的显示时间进行校准；

S3，LCD显示屏的显示时间与行针指示时间一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电子手表的校针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中，同时按下

的开关按键数量为3个。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电子手表的校针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3之后，还包括

以下内容：LCD显示屏的显示时间与行针指示时间自动校准至当前显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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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手表及电子手表的校针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手表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是指一种电子手表及电子手表的校针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普通类的“行针+数字”机芯校准时，需通过手动调整,需先设置LCD时间为12:

00:00并将指针的时针、分针、秒针快进或快退到12时位，退出设置状态后才能使LCD数字显

示和行针指示时间一致，这种方式是采用LCD时间为基准,通过调整行针指示来达到同步效

果，其操作较复杂，且行针机芯(如:手表行最常用的2035日本进口机芯)的时针与分针为连

动机芯(秒转动1圈，分钟才跳1格；分针转1圈，时针才走1时) ,在校针状态此类连动机芯转

动所花时间也较长，且时针、分针、秒针在快进或快退状态对行针机芯的齿轮也有一定磨

损，降低了机芯的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电子手表及电子手表的校针方

法。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电子手表，包括壳体、及与所述壳体联接的底盖；所述壳体内设有机芯组件；

所述机芯组件内设有电路板，LCD显示屏，电池和行针部；所述行针部与电池电连接；所述电

路板上设有微处理器，按键电路，及触发电路；所述LCD显示屏，电池，按键电路，及触发电路

均与所述微处理器连接；所述壳体上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开关按键，所述开关按键与所

述微处理器电连接。

[0006]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电路板上还设有时钟电路，及响闹电路；所述时钟电

路，及响闹电路均与所述微处理器连接。

[0007]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还包括蓝牙模块，计步器，及背光电路；所述蓝牙模块，计步

器，及背光电路均与所述微处理器连接；所述背光电路为EL发光片。

[0008]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开关按键的数量为4个，且均匀分布于所述壳体的两

侧。

[0009]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LCD显示屏包括第一LCD显示屏和第二LCD显示屏；所述

行针部设于所述第一LCD显示屏和第二LCD显示屏之间的中心位置。

[0010]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壳体与底盖的联接处还设有防水圈。

[0011]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微处理器的型号为MS-M1562。

[0012] 一种电子手表的校针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S1，手表上电，同时按下2个或2个以上的开关按键，触发进入校针模式；

[0014] S2，以行针部的行针指示时间为基准，微处理器对LCD显示屏的显示时间进行校

准；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270826 A

3



[0015] S3，LCD显示屏的显示时间与行针指示时间一致。

[0016]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S1中，同时按下的开关按键数量为3个。

[0017]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S3之后，还包括以下内容：LCD显示屏的显示时间与行

针指示时间自动校准至当前显示时间。

[001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壳体内设有机芯组件，机芯组件内设

有电路板，LCD显示屏，电池和行针部；行针部与电池电连接，电路板上设有微处理器，按键

电路，及触发电路，LCD显示屏，电池，按键电路，及触发电路均与微处理器连接，壳体上设有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开关按键，按键与微处理器电连接；使得该电子手表能够以行针指示时

间为基准,调整LCD显示屏的数字显示时间为当前行针指示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

成本,且有效避免了以LCD显示时间为基准,手表行针校时所带来的损耗，延长了手表的使

用寿命，具有非常高的实用性。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电子手表的剖视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电子手表的爆炸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电子手表的电路方框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电子手表的电路原理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电子手表的外观及开关按键分布示意图；

[0025] 图6为一种电子手表的校针方法的流程图；

[0026] 图7为电子手表的校针过程示意图。

[0027] 10    壳体                20      底盖

[0028] 30     机芯组件            40     电路板

[0029] 41    微处理器            42      按键电路

[0030] 43     触发电路            44     时钟电路

[0031] 45    响闹电路            46      蓝牙模块

[0032] 47     计步器              48      背光电路

[0033] 50     LCD显示屏           51      第一LCD显示屏

[0034] 52     第二LCD显示屏       60     电池

[0035] 70    行针部              80     开关按键

[0036] 90    防水圈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了更充分理解本发明的技术内容，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

一步介绍和说明，但不局限于此。

[0038] 如图1到图7所示的具体实施例，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子手表及电子手表的校针方

法；其中，如图1到图5所示，电子手表，包括壳体10、及与壳体10联接的底盖20；壳体10内设

有机芯组件30；机芯组件30内设有电路板40，LCD显示屏50，电池60和行针部70；行针部70与

电池60电连接；电路板40上设有微处理器41，按键电路42，及触发电路43；LCD显示屏50，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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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60，按键电路42，及触发电路43均与微处理器41连接；壳体10上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开

关按键80，开关按键80与微处理器41电连接。

[0039] 其中，该电子手表不仅满足普通手表的功能要求,还能够以行针指示时间为基准,

调整LCD显示屏的数字显示时间为当前行针指示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

[0040] 其中，壳体10上嵌设有面盖(图中未示出)，面盖位于LCD显示屏50的外侧，用于保

护LCD显示屏50；面盖为透明体，面盖可以为玻璃或宝石或水晶或亚克力。

[0041] 具体地，如图1至图5所示，电路板40上还设有时钟电路44，及响闹电路45；时钟电

路44，及响闹电路45均与微处理器41连接，更加丰富了该电子手表的功能。

[0042] 其中，该电子手表还包括蓝牙模块46，计步器47，及背光电路48；蓝牙模块46，计步

器47，及背光电路48均与微处理器41连接；进一步地，在本实施例中，背光电路48为EL发光

片。

[0043] 其中，本实施例中，计步器47采用三维律动的运动状态感应器(三轴加速度传感

器)，这种感应器通过电容式加速度计能够感测不同方向的加速度或振动等运动状况；使得

在LCD显示屏50上显示走路、跑步、骑车、爬楼梯的数据记录，以便于用户能够更直观的了解

自身的运动情况。

[0044] 具体地，如图1至图5所示，在本实施例中，开关按键80的数量为4个，且均匀分布于

壳体10的两侧；进一步地，开关按键80分别为“A”,“B”,“C”,及“D”键。

[0045] 其在，为了使得行针部70与LCD显示屏50的之间更加美观和节约空间，LCD显示屏

50包括第一LCD显示屏51和第二LCD显示屏52；行针部70设于第一LCD显示屏51和第二LCD显

示屏52之间的中心位置。

[0046] 其中，壳体10与底盖20的联接处还设有防水圈90，使得灰尘和水不容易进入壳体

10内，更好地保护了壳体10内部电子器件。

[0047] 具体地，如图1至图5所示，微处理器41的型号为MS-M1562。

[0048] 进一步地，微处理器41的接脚P12与响闹电路连接，微处理器41的接脚P00与按键

开关的“A”连接，接脚P01与按键开关的“B”连接，接脚P02与按键开关的“C”连接，接脚P04与

按键开关的“D”连接，微处理器41的接脚RESTE连接有复位电路，微处理器41的接脚SEG0-

SEG19，接脚COM0-COM4，接脚P22,P23，接脚P50  SEG48，接脚P51  SEG49，接脚P52  SEG50，接

脚P53  SEG51，接脚RFIN1  SEG52，接脚REF2  SEG53，接脚SEN1  SEG54，及接脚HUD  SEG55与

LCD显示电路连接。

[0049] 如图6至7所示，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电子手表的校针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S1，手表上电，同时按下2个或2个以上的开关按键，触发进入校针模式；

[0051] S2，以行针部的行针指示时间为基准，微处理器对LCD显示屏的显示时间进行校

准；

[0052] S3，LCD显示屏的显示时间与行针指示时间一致。

[0053] 其中，在S1中，同时按下的开关按键数量为3个，分别为开关按键A,开关按键B,及

开关按键D。

[0054] 其在，在S3之后，还包括以下内容：LCD显示屏的显示时间与行针指示时间自动校

准至当前显示时间。

[0055] 在本发明中，按键电路为手表四个按键,安装在手表两侧,与微处理器电连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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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针+数字”同步手表机芯内增加校针子程序,通过以行针指示时间为基准,调整LCD数字

时间为当前行针指示时间,退出后LCD数字显示将和行针指示时间一致,达到同步校针的效

果；这样可避免以LCD显示时间为基准,手表行针校时所带来的损耗(包括校时需消耗较长

的时间和石英机芯相关配件的磨损)，方便生产制造并具有非常高的实用价值。

[0056] 其中，校针子程序为手表校针子程序软件,提前烧入在微处理器内部；在任何模式

下，同时按住A，B,D组合键后(由于正常使用手表为单个键,进入校针模式需操作两个或两

个以上按键),微处理器(MCU)进入校针模式，在校针模式下，通过以行针指示时间为基准,

调整LCD数字显示时间为当前行针指示时间,退出后LCD数字显示将和行针指示时间一致,

并自动校准至当前显示时间。

[0057] 其中，本发明的校针方法可同时对多台产品进行校正，通过产品与治具连接可同

时进行同步校针，使得工作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0058] 本发明有效避免了以LCD显示时间为基准,手表行针校时所带来的损耗，延长了手

表的使用寿命，具有非常高的实用性。

[0059] 于其他实施例中，计步器采用软件算法：根据三轴加速度实时捕捉到的三个维度

的各项数据，经过滤波、峰谷检测等过程，使用各种算法和科学缜密的逻辑运算，最终将这

些数据通过蓝牙连接移动终端的APP上显示可读数字，步数、距离、消耗的卡路里数值等呈

现出来。

[0060] 于其他实施例中，该电子手表还设有心率传感器，可以实时检测用户的心率，使其

功能更多样性。

[0061] 综上所述，本发明通过壳体内设有机芯组件，机芯组件内设有电路板，LCD显示屏，

电池和行针部；行针部与电池电连接，电路板上设有微处理器，按键电路，及触发电路，LCD

显示屏，电池，按键电路，及触发电路均与微处理器连接，壳体上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开

关按键，按键与微处理器电连接；使得该电子手表能够以行针指示时间为基准,调整LCD数

字显示时间为当前行针指示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且有效避免了以LCD显示

时间为基准,手表行针校时所带来的损耗，延长了手表的使用寿命，具有非常高的实用性。

[0062] 上述仅以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内容，以便于读者更容易理解，但不

代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仅限于此，任何依本发明所做的技术延伸或再创造，均受本发明的

保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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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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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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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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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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