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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泳池无线照明系统，所述

无线照明系统包括主控电路以及若干个投放在

泳池内的感应灯具；其中，所述主控电路的供电

线圈L3埋设在泳池底部的混凝土结构中，主控电

路的输入端与市电连接；所述感应灯具内设置有

受电线圈L2以及LED灯，所述受电线圈L2通过感

应所述供电线圈L3点亮所述LED灯。本申请实现

了完全隔离高压，无任何用电的安全隐患，安装

方便，只需在泳池的底部布设铜线即可，且实现

了无死角感应，感应灯具进入泳池底部，即刻发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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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泳池无线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照明系统包括主控电路以及若干个

投放在泳池内的感应灯具；其中，所述主控电路的供电线圈L3埋设在泳池底部的混凝土结

构中，主控电路的输入端与市电连接；所述感应灯具内设置有受电线圈L2以及LED灯，所述

受电线圈L2通过感应所述供电线圈L3点亮所述LED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泳池无线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电路包括依次电连

接的桥式整流电路、旁路阻容限制高脉冲电路、开关变压器开关电路以及感应供电电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泳池无线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桥式整流电路包括由二

极管D1、二极管D3、二极管D4以及二极管D5构成的整流桥；所述整流桥的输入端分别与市电

的火线和零线连接，与市电的火线连接的一端还设置有电感L1；整流桥的输出端之间串接

电容C2后与所述旁路阻容限制高脉冲电路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泳池无线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整流桥的输入端与市电

的火线和零线之间还设置有保险丝F1以及压敏电阻VR1。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泳池无线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旁路阻容限制高脉冲电

路由依次串接的电容C1、电阻R1、电阻R2以及稳压管D8组成；所述电容C1的一端与所述桥式

整流电路的正极输出端连接，所述稳压管D8的阳极与桥式整流电路的负极输出端连接并接

地。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泳池无线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变压器开关电路包

括依次串接的保险丝F2、电阻R4、电阻R5以及电容C9；

所述保险丝F2的一端与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正极输出端连接，保险丝F2的另一端通过

电容TVR1接地，且与电容C5的一端、三极管Q1的集电极以及电容C4的一端连接，所述电容C5

的另一端与所述三极管Q1的射极、电感L4的一端、变压器T1的第一原边绕组的异名端以及

第二原边绕组的同名端连接；所述电感L4的另一端通过并联的电阻R3和二极管D7与三极管

Q1的基极连接，三极管Q1的基极通过二极管D2与所述第一原边绕组的同名端连接；所述二

极管D7的阴极通过并联的电容C6和电容C7  与第一原边绕组的同名端连接；所述电容C4的

另一端与二极管D6的阳极、二极管D14的阴极以及所述第二原边绕组的异名端连接，所述二

极管D6的阴极与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正极输出端连接；所述二极管D14的阳极接地，二极管

D14的阴极通过电容C14接地；

所述电容C9与所述电阻R5连接的一端与稳压管D8的阴极、双向触发二极管D9的一端以

及三极管Q6的集电极连接，电容C9的另一端接地；

所述双向触发二极管D9的另一端与三极管Q3的基极、电阻R15的一端、二极管D10的阳

极以及二极管D12的阳极连接，所述二极管D10的阴极以及所述二极管D12的阴极之间连接

有并联的电容C11和电容C12；二极管D10的阴极还连接有第三原边绕组的同名端；所述三极

管Q3的集电极与射极之间串接有电容C10，三极管Q3的射极与地之间连接有并联的电阻

R19、电阻R20以及依次串联的二极管D13、电阻R17和电容C13；所述电阻R17和所述电容C13

的连接处还连接有电阻R18的一端，所述电阻R18的另一端与三极管Q6的基极连接，所述三

极管Q6的基极通过电阻R21接地，三极管Q6的射极接地；所述电阻R15的另一端与电感L5的

一端连接，所述电感L5的另一端和所述第三原边绕组的异名端均与三极管Q3的射极连接；

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正极输出端与地之间设置并联的三组电子元器件；第一组为串联

的电阻R6、电阻R9、电阻R11、二极管D11以及电阻R16；第二组为串联的电阻R7、电阻R10、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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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R12、电阻R14以及三极管Q5；第二组为串联的电阻R8、三极管Q2、电阻R13以及三极管Q4；

上述三组电子元器件并联，且所述三极管Q2的基极连接在所述电阻R10和所述电阻R12之

间，所述三极管Q4的基极与所述三极管Q5的集电极连接，三极管Q5的基极连接在所述二极

管D11与所述电阻R16之间；

所述变压器T1的副边绕组的两端连接有并联的所述供电线圈L3和可变电容C3；所述副

边绕组的异名端通过电容C8接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泳池无线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线圈L3呈回字形埋

设在泳池底部的混凝土结构中，且供电线圈L3套设在PVC管内；供电线圈L3采用直径5mm的

铜线制成，相邻供电线圈L3之间的间距为1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泳池无线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感应灯具包括可拆卸连

接的外壳和前盖，所述外壳内从下至上依次设置有受电线圈L2及其控制电路、LED灯、透镜

支架、透镜以及钢化玻璃。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泳池无线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钢化玻璃的上下两端均

设置有防水胶圈；通过所述防水胶圈实现所述外壳和所述前盖连接后的密封。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泳池无线照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受电线圈L2及其控制

电路包括所述受电线圈L2，受电线圈L2与电容C1并联，所述电容C1的两端与整流桥DB1的输

入端连接，所述整流桥DB1的输出端连接有并联的电容C2和电容C3；所述电容C3的一端与电

感L1的一端连接，电容C3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电感L1的另一端与二极管D1的阳极以及DC/DC

升压转换器U2的CE端和EXT端连接；所述二极管D1的阴极与地之间连接有并联的电容C5、电

容C4以及电容C6；所述DC/DC升压转换器U2的GND端接地；二极管D1的阴极还连接有控制器

U1的VDD端，所述控制器U1的PA7/X1端和PA6/X2端分别通过开关S1和开关S2接地；控制器U1

的PA5/PG2PWM端与三极管Q7的集电极连接，所述三极管Q7的射极接地，三极管Q7的基极与

电阻R4的一端连接，所述电阻R4的另一端连接有开关SW1的一端，所述SW1的另一端与所述

二极管D1的阴极连接；所述控制器U1的VSS端接地，控制器U1的PA0/INT0/PG0PWM端、PA4/

PG1PWM端以及PA3/PG2PWM端分别通过电阻R1、电阻R2以及电阻R3与所述LED灯中的RGB三个

颜色的发光二极管的阴极连接，LED灯中的三个发光二极管的阳极与二极管D1的阴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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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泳池无线照明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泳池照明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泳池无线照明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喜欢去做一些有氧运

动来保持身体健康，比如打羽毛球、跳舞、游泳等，于是泳池的建造越来越多，有些人甚至在

自家别墅里建造一个小泳池。多数泳池为了美观一般会设有泳池灯。

[0003] 然而，现有的水下泳池灯都直接采用线缆与外界的电源线和信号线进行连接，在

使用过程中，由于水流和其他因素对线缆的拉扯，容易造成导线破损，引起灯具故障或者发

生人身安全事故；此外，在水下泳池灯出现故障需要更换或者检修时，操作也比较繁琐。

[0004] 公开于该背景技术部分的信息仅仅旨在加深对本申请的总体背景技术的理解，而

不应当被视为承认或以任何形式暗示该信息构成已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公知的现有技术。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泳池无线照明系统，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本发明提供一种泳池无线照明系统，所述无线照明系统包括主控电路以及若干个投放

在泳池内的感应灯具；其中，所述主控电路的供电线圈L3埋设在泳池底部的混凝土结构中，

主控电路的输入端与市电连接；所述感应灯具内设置有受电线圈L2以及LED灯，所述受电线

圈L2通过感应所述供电线圈L3点亮所述LED灯。

[0007] 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主控电路包括依次电连接的桥式整流电路、旁

路阻容限制高脉冲电路、开关变压器开关电路以及感应供电电路。

[0008] 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桥式整流电路包括由二极管D1、二极管D3、二极

管D4以及二极管D5构成的整流桥；所述整流桥的输入端分别与市电的火线和零线连接，与

市电的火线连接的一端还设置有电感L1；整流桥的输出端之间串接电容C2后与所述旁路阻

容限制高脉冲电路连接。

[0009] 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整流桥的输入端与市电的火线和零线之间还设

置有保险丝F1以及压敏电阻VR1。

[0010] 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旁路阻容限制高脉冲电路由依次串接的电容

C1、电阻R1、电阻R2以及稳压管D8组成；所述电容C1的一端与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正极输出

端连接，所述稳压管D8的阳极与桥式整流电路的负极输出端连接并接地。

[0011] 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开关变压器开关电路包括依次串接的保险丝

F2、电阻R4、电阻R5以及电容C9；

所述保险丝F2的一端与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正极输出端连接，保险丝F2的另一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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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TVR1接地，且与电容C5的一端、三极管Q1的集电极以及电容C4的一端连接，所述电容C5

的另一端与所述三极管Q1的射极、电感L4的一端、变压器T1的第一原边绕组的异名端以及

第二原边绕组的同名端连接；所述电感L4的另一端通过并联的电阻R3和二极管D7与三极管

Q1的基极连接，三极管Q1的基极通过二极管D2与所述第一原边绕组的同名端连接；所述二

极管D7的阴极通过并联的电容C6和电容C7  与第一原边绕组的同名端连接；所述电容C4的

另一端与二极管D6的阳极、二极管D14的阴极以及所述第二原边绕组的异名端连接，所述二

极管D6的阴极与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正极输出端连接；所述二极管D14的阳极接地，二极管

D14的阴极通过电容C14接地；

所述电容C9与所述电阻R5连接的一端与稳压管D8的阴极、双向触发二极管D9的一端以

及三极管Q6的集电极连接，电容C9的另一端接地；

所述双向触发二极管D9的另一端与三极管Q3的基极、电阻R15的一端、二极管D10的阳

极以及二极管D12的阳极连接，所述二极管D10的阴极以及所述二极管D12的阴极之间连接

有并联的电容C11和电容C12；二极管D10的阴极还连接有第三原边绕组的同名端；所述三极

管Q3的集电极与射极之间串接有电容C10，三极管Q3的射极与地之间连接有并联的电阻

R19、电阻R20以及依次串联的二极管D13、电阻R17和电容C13；所述电阻R17和所述电容C13

的连接处还连接有电阻R18的一端，所述电阻R18的另一端与三极管Q6的基极连接，所述三

极管Q6的基极通过电阻R21接地，三极管Q6的射极接地；所述电阻R15的另一端与电感L5的

一端连接，所述电感L5的另一端和所述第三原边绕组的异名端均与三极管Q3的射极连接；

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正极输出端与地之间设置并联的三组电子元器件；第一组为串联

的电阻R6、电阻R9、电阻R11、二极管D11以及电阻R16；第二组为串联的电阻R7、电阻R10、电

阻R12、电阻R14以及三极管Q5；第二组为串联的电阻R8、三极管Q2、电阻R13以及三极管Q4；

上述三组电子元器件并联，且所述三极管Q2的基极连接在所述电阻R10和所述电阻R12之

间，所述三极管Q4的基极与所述三极管Q5的集电极连接，三极管Q5的基极连接在所述二极

管D11与所述电阻R16之间；

所述变压器T1的副边绕组的两端连接有并联的所述供电线圈L3和可变电容C3；所述副

边绕组的异名端通过电容C8接地。

[0012] 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供电线圈L3呈回字形埋设在泳池底部的混凝土

结构中，且供电线圈L3套设在PVC管内；供电线圈L3采用直径5mm的铜线制成，相邻供电线圈

L3之间的间距为1m。

[0013] 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感应灯具包括可拆卸连接的外壳和前盖，所述

外壳内从下至上依次设置有受电线圈L2及其控制电路、LED灯、透镜支架、透镜以及钢化玻

璃。

[0014] 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钢化玻璃的上下两端均设置有防水胶圈；通过

所述防水胶圈实现所述外壳和所述前盖连接后的密封。

[0015] 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受电线圈L2及其控制电路包括所述受电线圈

L2，受电线圈L2与电容C1并联，所述电容C1的两端与整流桥DB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整流桥

DB1的输出端连接有并联的电容C2和电容C3；所述电容C3的一端与电感L1的一端连接，电容

C3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电感L1的另一端与二极管D1的阳极以及DC/DC升压转换器U2的CE端

和EXT端连接；所述二极管D1的阴极与地之间连接有并联的电容C5、电容C4以及电容C6；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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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DC/DC升压转换器U2的GND端接地；二极管D1的阴极还连接有控制器U1的VDD端，所述控制

器U1的PA7/X1端和PA6/X2端分别通过开关S1和开关S2接地；控制器U1的PA5/PG2PWM端与三

极管Q7的集电极连接，所述三极管Q7的射极接地，三极管Q7的基极与电阻R4的一端连接，所

述电阻R4的另一端连接有开关SW1的一端，所述SW1的另一端与所述二极管D1的阴极连接；

所述控制器U1的VSS端接地，控制器U1的PA0/INT0/PG0PWM端、PA4/PG1PWM端以及PA3/

PG2PWM端分别通过电阻R1、电阻R2以及电阻R3与所述LED灯中的RGB三个颜色的发光二极管

的阴极连接，LED灯中的三个发光二极管的阳极与二极管D1的阴极连接。

[001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完全隔离高压，无任何用电安全隐患；

2）安装方便，只需在泳池底部布设铜线即可；

3）无死角感应，感应灯具进入泳池底部，即刻发光。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的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泳池无线照明系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主控电路的电路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供电线圈L3的埋设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感应灯具的分体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感应灯具的爆炸图；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受电线圈L2及其控制电路的电路图。

[0019] 图标：1-PVC管，2-外壳，3-前盖，4-受电线圈及其控制电路，5-  LED灯，6-透镜支

架，7-透镜，8-钢化玻璃，9-防水胶圈，10-感应灯具，11-混凝土结构。

[0020]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

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22] 结合图1至图6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泳池无线照明系统，所述无线照明系统包

括主控电路以及若干个投放在泳池内的感应灯具10；其中，所述主控电路的供电线圈L3埋

设在泳池底部的混凝土结构11中，主控电路的输入端与市电连接；所述感应灯具10内设置

有受电线圈L2以及LED灯，所述受电线圈L2通过感应所述供电线圈L3点亮所述LED灯。

[0023] 本申请中的主控电路设置在泳池外的电路控制箱内，主控电路的电路部分通过套

设在PVC管内的双绝缘线与埋设在泳池底部的混凝土结构中的供电线圈L3连接。

[0024] 在该实施例中，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主控电路包括依次电连接的桥

式整流电路、旁路阻容限制高脉冲电路、开关变压器开关电路以及感应供电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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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在该实施例中，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桥式整流电路包括由二极管D1、

二极管D3、二极管D4以及二极管D5构成的整流桥；所述整流桥的输入端分别与市电的火线

和零线连接，与市电的火线连接的一端还设置有电感L1；整流桥的输出端之间串接电容C2

后与所述旁路阻容限制高脉冲电路连接。

[0026] 在该实施例中，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整流桥的输入端与市电的火线

和零线之间还设置有保险丝F1以及压敏电阻VR1。

[0027] 在该实施例中，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旁路阻容限制高脉冲电路由依

次串接的电容C1、电阻R1、电阻R2以及稳压管D8组成；所述电容C1的一端与所述桥式整流电

路的正极输出端连接，所述稳压管D8的阳极与桥式整流电路的负极输出端连接并接地。

[0028] 在该实施例中，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开关变压器开关电路包括依次

串接的保险丝F2、电阻R4、电阻R5以及电容C9；

所述保险丝F2的一端与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正极输出端连接，保险丝F2的另一端通过

电容TVR1接地，且与电容C5的一端、三极管Q1的集电极以及电容C4的一端连接，所述电容C5

的另一端与所述三极管Q1的射极、电感L4的一端、变压器T1的第一原边绕组的异名端以及

第二原边绕组的同名端连接；所述电感L4的另一端通过并联的电阻R3和二极管D7与三极管

Q1的基极连接，三极管Q1的基极通过二极管D2与所述第一原边绕组的同名端连接；所述二

极管D7的阴极通过并联的电容C6和电容C7  与第一原边绕组的同名端连接；所述电容C4的

另一端与二极管D6的阳极、二极管D14的阴极以及所述第二原边绕组的异名端连接，所述二

极管D6的阴极与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正极输出端连接；所述二极管D14的阳极接地，二极管

D14的阴极通过电容C14接地；

所述电容C9与所述电阻R5连接的一端与稳压管D8的阴极、双向触发二极管D9的一端以

及三极管Q6的集电极连接，电容C9的另一端接地；

所述双向触发二极管D9的另一端与三极管Q3的基极、电阻R15的一端、二极管D10的阳

极以及二极管D12的阳极连接，所述二极管D10的阴极以及所述二极管D12的阴极之间连接

有并联的电容C11和电容C12；二极管D10的阴极还连接有第三原边绕组的同名端；所述三极

管Q3的集电极与射极之间串接有电容C10，三极管Q3的射极与地之间连接有并联的电阻

R19、电阻R20以及依次串联的二极管D13、电阻R17和电容C13；所述电阻R17和所述电容C13

的连接处还连接有电阻R18的一端，所述电阻R18的另一端与三极管Q6的基极连接，所述三

极管Q6的基极通过电阻R21接地，三极管Q6的射极接地；所述电阻R15的另一端与电感L5的

一端连接，所述电感L5的另一端和所述第三原边绕组的异名端均与三极管Q3的射极连接；

所述桥式整流电路的正极输出端与地之间设置并联的三组电子元器件；第一组为串联

的电阻R6、电阻R9、电阻R11、二极管D11以及电阻R16；第二组为串联的电阻R7、电阻R10、电

阻R12、电阻R14以及三极管Q5；第二组为串联的电阻R8、三极管Q2、电阻R13以及三极管Q4；

上述三组电子元器件并联，且所述三极管Q2的基极连接在所述电阻R10和所述电阻R12之

间，所述三极管Q4的基极与所述三极管Q5的集电极连接，三极管Q5的基极连接在所述二极

管D11与所述电阻R16之间；

所述变压器T1的副边绕组的两端连接有并联的所述供电线圈L3和可变电容C3；所述副

边绕组的异名端通过电容C8接地。

[0029] 在该实施例中，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供电线圈L3呈回字形埋设在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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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底部的混凝土结构中，且供电线圈L3套设在PVC管1内；供电线圈L3采用直径5mm的铜线制

成，相邻供电线圈L3之间的间距为1m。

[0030] 在该实施例中，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感应灯具包括可拆卸连接的外

壳2和前盖3，所述外壳2内从下至上依次设置有受电线圈及其控制电路4、LED灯5、透镜支架

6、透镜7以及钢化玻璃8。

[0031] 在该实施例中，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钢化玻璃8的上下两端均设置有

防水胶圈9；通过所述防水胶圈9实现所述外壳2和所述前盖3连接后的密封，以达到防水的

目的。优选地，外壳2和前盖3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实现可拆卸连接，螺纹结构简单，维修及

更换比较方便。

[0032] 在该实施例中，作为一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受电线圈及其控制电路4包括所

述受电线圈L2，受电线圈L2与电容C1并联，所述电容C1的两端与整流桥DB1的输入端连接，

所述整流桥DB1的输出端连接有并联的电容C2和电容C3；所述电容C3的一端与电感L1的一

端连接，电容C3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电感L1的另一端与二极管D1的阳极以及DC/DC升压转换

器U2的CE端和EXT端连接；所述二极管D1的阴极与地之间连接有并联的电容C5、电容C4以及

电容C6；所述DC/DC升压转换器U2的GND端接地；二极管D1的阴极还连接有控制器U1的VDD

端，所述控制器U1的PA7/X1端和PA6/X2端分别通过开关S1和开关S2接地；控制器U1的PA5/

PG2PWM端与三极管Q7的集电极连接，所述三极管Q7的射极接地，三极管Q7的基极与电阻R4

的一端连接，所述电阻R4的另一端连接有开关SW1的一端，所述SW1的另一端与所述二极管

D1的阴极连接；所述控制器U1的VSS端接地，控制器U1的PA0/INT0/PG0PWM端、PA4/PG1PWM端

以及PA3/PG2PWM端分别通过电阻R1、电阻R2以及电阻R3与所述LED灯中的RGB三个颜色的发

光二极管的阴极连接，LED灯中的三个发光二极管的阳极与二极管D1的阴极连接。

[0033] 本申请中DC/DC升压转换器U2的型号为：KX2108；控制器U1的型号为：SC82F712；

LED灯5采用RGB  LED灯。

[0034] 本申请的工作原理如下：

L2接220V火线，N1接220V零线，通过二极管D1,  二极管D3,  二极管D4,  二极管D5组成

一个桥式整流电路，电容C2为滤波电容，电容C1,电阻R1, 电阻R2,  稳压管D8组成旁路阻容

限制高脉冲电路。

[0035] 保险丝F2保护整个电路电流不超过10安，三极管Q1,  双向触发二极管D9,  三极管

Q3组成开关变压器开关电路，分别开通电源正负波形，达到交流开通的目的。形成和220V 

50HZ相配的振荡电路，让开关变压器初级根椐输入的电压不断的开关振荡。

[0036] 开关变压器的次级通过完全隔离的方式感应一个不超过36V的交流电压，来驱动

供电线圈L3和可变电容C3，通过调节可变电容C3的电容大小，可以达到供电线圈L3和可变

电容C3达到一个共振点，从而输出高能量的感应电动势。电磁感应线圈完全通过接线的方

式平铺在游泳池的底部。实现和接收的电路的隔离。

[0037] 受电线圈L2，调节电容C1,组成一个接收线圈感应电路，通过调节受电线圈L2和电

容C1的大小，得到最高的能量电动势，相当于手机上面用的无线充电，通过整流桥DB1整流

得到一个恒定的直流电源。

[0038] 直流电源通过电容C2, 电容C3滤波，再通过电感L1,  二极管D1,  DC/DC升压转换

器U2组成一个DC/DC升压电路到恒定5伏输出给控制器U1（IC  SC82F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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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通过设定程序，SC82F712控制不同的闪灯模式。当接收到S1,S2不同的输入模式

时，再改变LED1的闪灯模式。例如：触发开关S1，一次，亮绿色，二次亮蓝色。三次，亮白色。四

次亮紫色。当任何情况下，触发S2开关一次，即刻红灯高速闪，进入报警模式。生产时，S1开

关做平外壳，比较难触发。S2开关高于外壳，可以随时触发报警。

[0040] 综上，本申请具有如下有益技术效果：

1）完全隔离高压，无任何用电安全隐患；

2）安装方便，只需在泳池底部布设铜线即可；

3）无死角感应，感应灯具进入泳池底部，即刻发光；

4）可以分组发光，自由发光，随机发光，一个模式键达到全自动控制；

5）具有报灯光报警功能。

[0041]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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