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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式插座系統及主控插座裝置 

INTERCONNECTION OUTLET SYSTEM AND ACTIVE OUTLET DEVICE 
(57)摘要

一種互聯式插座系統，包含主控插座裝置及擴充插座裝置。主控插座裝置包含殼體、設置於殼 

體內的插座單元與語音控制模組、及電性連接於插座單元與語音控制模組的電源線。語音控制模組 

包含用來接收語音信號的收音器、電性連接於收音器並能用來辨識語音信號的語音辨識器、及電性 

連接於戶斤述語音辨識器的無線控制器。擴充插座裝置無線連接於無線控制器，以使無線控制器能依 

據收音器接收到的語音信號以及語音辨識器對於語音信號的識別，而控制擴充插座裝置的開啟與關 

閉。此外，本發明另提供一種主控插座裝置。

An interconnection outlet system includes an active outlet device and a passive outlet device. The active 
outlet device includes a case, a socket unit and a voice control module both disposed in the case, and a power 
cord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socket unit and the voice control module. The voice control module 
includes a voice receiver for receiving a voice signal, a voice identifier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voice 
receiver and configured for identifying the voice signal, and a wireless controller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voice identifier. The passive outlet device is wirelessly connected to the wireless controller. The voice 
identifier can make an identification related to the voice signal received by the voice receiver, and the wireless 
controller is configured to cut-on or cut-off the passive outlet device according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voice signal. In addition, the present disclosure also provides an active outlet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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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簡單說明：

1000 - · •互聯式插

座系統

100 · · ·主控插座裝 

置

1 · · ,殼體

2 · · ·插座單元

3···語音控制模組

31 · · ·交流直流轉

換器

32 · · ·收音器

33 - · •語音辨識器

34 - · •無線控制器

4···電源線

200 · · ·擴充插座裝 

置

V···語音信號

E···電子裝置

C···供電插座

（如：市電插座）

R···區域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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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互聯式插座系統及主控插座裝置/INTERCONNECTION

OUTLET SYSTEM AND ACTIVE OUTLET DEVICE

【技術領域】

本發明涉及一種插座，尤其涉及一種互聯式插座系統及主控 

插座裝置。

【先前技術】

現有的插座構造於近年來已少有變化，所以現有插座的功能 

也無形中被侷限。舉例來說，當現有插座被應用在辦公桌或是書 

桌等靠近使用者的環境時，現有插座裝置並無法具備除了供給電 

力以外的其他附加功能。

於是，本發明人認為上述缺陷可改善，乃特潛心研究並配合 

科學原理的運用，終於提出一種設計合理且有效改善上述缺陷的 

本發明。

【發明內容】

本發明實施例在於提供一種互聯式插座系統及主控插座裝 

置，用來有效地改善現有插座所可能產生的缺失。

本發明實施例公開一種互聯式插座系統，包括：一主控插座 

裝置，包含有：一殼體，所述殼體；一插座單元，所述插座單元 

設置於所述殼體內，並且所述插座單元包含有至少一交流插座與 

至少一直流插座；一語音控制模組，所述語音控制模組包含有 ： 

一收音器，所述收音器安裝於所述殼體並能用來接收一語音信 

號；一語音辨識器，所述語音辨識器電性連接於所述收音器並能 

用來辨識所述語音信號；一無線控制器，所述無線控制器電性連 

接於所述語音辨識器；及一交流直流轉換器，所述交流直流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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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電性連接於所述收音器、所述語音辨識器、及所述無線控制器； 

及一電源線，所述電源線用來可分離地插接於一供電插座；其中， 

所述電源線是電性連接於所述插座單元與所述交流直流轉換器； 

以及一擴充插座裝置，所述擴充插座裝置無線連接於所述語音控 

制模組的所述無線控制器，以使所述無線控制器能依據所述收音 

器接收到的所述語音信號以及所述語音辨識器對於所述語音信號 

的識別，而控制所述擴充插座裝置的開啟與關閉。

本發明實施例也公開一種主控插座裝置，包括：一殼體；一 

插座單元，所述插座單元設置於所述殼體內；以及一語音控制模 

組，所述語音控制模組包含有：一收音器，所述收音器安裝於所 

述殼體並能用來接收一語音信號；一語音辨識器，所述語音辨識 

器電性連接於所述收音器並能用來辨識所述語音信號；一無線控 

制器，所述無線控制器電性連接於所述語音辨識器，並且所述無 

線控制器能依據所述收音器接收到的所述語音信號以及所述語音 

辨識器對於所述語音信號的識別，而用以控制一電子裝置；及一 

交流直流轉換器，所述交流直流轉換器電性連接於所述收音器、 

所述語音辨識器、及所述無線控制器。

綜上所述，本發明實施例所公開的互聯式插座系統及主控插 

座裝置，其通過安裝有語音控制模組而能對應控制一電子裝置， 

藉以提升主控插座裝置的附加價值；並且所述主控插座裝置還能 

無線連接於擴充插座裝置，以構成互聯式插座系統，進而便於使 

用者通過主控插座裝置來控制擴充插座裝置。

為能更進一步瞭解本發明的特徵及技術內容，請參閱以下有 

關本發明的詳細說明與附圖，但是此等說明與附圖僅用來說明本 

發明，而非對本發明的保護範圍作任何的限制。

【圖式簡單說明】

圖1為本發明實施例一的互聯式插座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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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為本發明實施例二的互聯式插座系統示意圖 。

圖3為本發明實施例三的互聯式插座系統示意圖。· 

圖4為本發明實施例似的主控插座裝置示意圖。

［實施方式］

請參閱圖1至圖4所示，其為本發明實施例一至四的示意圖。 

需先說明的是，各個實施例對應附圖所提及的相關數量與外型， 

僅用來具體地說明本發明的實施方式，以便於了解本發明的內 

容，而非用來侷限本發明的保護範圍。

［實施例_］

如圖1所示，本實施例公開一種互聯式插座系統1000，其用 

來設置於一區域網路R的範圍內，並且上述互聯式插座系統1000 

包含有一主控插座裝置100及無線連接於上述主控插座裝置.100 

的一擴充插座裝置200。也就是說，本實施例的主控插座裝置100 

與擴充插座裝置200僅能通過區域網路R來達到無線連接，所以 

本實施例排除不是以區域網路R來達到無線連接的插座。

其中，所述主控插座裝置100包含有一殼體1、一插座單元2、 

一語音控制模組3、及一電源線4，並且上述插座單元2與語音控 

制模組3設置於殼體1內，而所述電源線4 一端連接於殼體1。以 

下將分別就本實施例主控插座裝置100的各個元件構造與連接關 

係作一說明，但本發明不受限於此。.

所述殼體1於本實施例中呈長形，並且上述「長形」不侷限 

於直條狀，但本發明殼體1的外形不以長形為限。其中，所述殼 

體1的外型主要是依據插座單元2而形成。進一步地說，本實施 

例殼體1的至少50%的區域是為了符合安置所述插座單元2而形 

成，所以任何並非以插座單元為主架構的殼體則非為本實施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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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殼體1。

所述插座單元2包含有至少一交流插座與至少一直流插座 

（如：USB插座）的至少其中之一，並且上述插座單元2所包含 

的交流插座或直流插座的數量、外型、及規格，能夠依據設計者 

需求而加以調整，本發明在此不加以限制。其中，本實施例插座 

單元2包含有至少一個交流插座，但不以此為限。據此，所述插 

座單元2能用以供一電子裝置（圖中未示出）可分離地插設。

所述語音控制模組3的體積於本實施例中不大於所述插座單 

元2的3倍體積，上述條件旨在說明：所述語音控制模組3是被 

增加在以所述插座單元2為主架構的殼體1內，藉以提升本實施 

例主控插座裝置100的附加價值。換句話說，當任何插座裝置是 

以語音控制模組3為主架構並附加增設有插座單元2,則非為本發 

明所指的主控插座裝置100。

需先說明的是，所述語音控制模組3包含有一交流直流轉換 

器31 （AC/DC convertor）、一收音器32、一語音辨識器33、及一 

無線控制器34。所述電源線4的一端連接於所述殼體1並且電性 

連接於插座單元2與交流直流轉換器31，所述電源線4的另一端 

用來可分離地插接於一供電插座C （如：市電插座）。藉此·，所述 

供電插座C的電力能經由電源線4而傳輸至插座單元2與交流直 

流轉換器31，而後再傳輸至語音控制模組3的收音器32、語音辨 

識器33、,及無線控制器34。再者，所述電源線4與殼體1的連接 

方式，可以是固定地連接、可分離地連接、或是可轉動地連接等 

各種連接態樣，本發明不加以限制。此外，在本發明未繪示的其 

他實施例中，所述主控插座裝置100也可以省略電源線4或是通 

過其他元件（如：插頭端子）取代電源線4。

更詳細地說，所述交流直流轉換器31電性連接於上述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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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音器32、語音辨識器33、及無線控制器34，藉以將來自電 

源線4的交流電力轉換為直流電力後，傳輸上述直流電力至收音 

器.32、語音辨識器33、及無線控制器34。此外，本實施例是以語 

音控制模組3設有交流直流轉換器31來作一說明，但本發明不受 

於此。例如，在本發明未繪示的其他實施例中5當所述插座單元2 

包含有直流插座及相對應的交流直流轉換器時，所述語音控制模 

組3能與上述直流插座共用上述交流直流轉換器。·

所述收音器32安裝於上述殼體1，並且本實施例的收音器32 

較佳是局部裸露於殼體1之外，藉以能用來清楚地接收一語音信 

號V （如：使用者口述的指令），但本發明不受限於此。例如，在 

本發明未繪示的其他實施例中，所述收音器32也可以完全容置於 

殼體1內，並且上述殼體1在對應收音器32的位置形成有■至少一 

穿孔。

所述語音辨識器33電性連接於上述收音器32並能用來辨識 

收音器32所接收的語音信號V。所述無線控制器34電性連接於 

所述語音辨識器33,並且所述無線控制器34於本實施例中是僅通 

過上述區域網路R而無線連接於所述擴充插座裝置200。據此， 

所述無線控制器34能依據所述收音器32接收到的語音信號V以 

及語音辨識器33對於上述語音信號V的識別，而控制所述擴充插 

座裝置200的開啟與關閉。

舉例來說，所述擴充插座裝置200能用來供至少一個電子裝 

置E （如：電視；、音響、或其他家用電器）插設，並提供上述電 

子裝置E運作時所述的電力。所述收音器32能接收使用者所口述 

的指令（也就是語音信號V，如：開啟或關閉），而後以所述語音 

辨識器33進行上述語音信號V的辨識、並將辨識結果告知無線控 

制器34，藉以使所述無線控制器34能夠依據使用者所口述的指 

令，而命令上述擴充插座裝置200對電子裝置E進行供電或停止 

供電。也就是說，所述無線控制器34能依據上述收音器32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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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語音信號V以及語音辨識器33對於上述語音信號V的識別, 

而控制相對應的電子裝置E。

依上所述，本實施例所公開的互聯式插座系統1000及主控插 

座裝置100,其通過安裝有語音控制模組3而能對應控制一電子裝 

置.，藉以提升附加價值；並且主控插座裝置100還能無線連接於 

擴充插座裝置200而構成互聯式插座系統1000，藉以便於使用者 

通過主控插座裝置100而控制擴充插座裝置200。

［實施例二］

如圖2所示，其為本發明的實施例二，本實施例與上述實施 

例一類似，相同處則不在加以贅述，而本實施例與上述實施例一 

的差異主要如下所述：

本實施例互聯式插座系統1000進一步限定為包括多個擴充插 

座裝置200、200,，並且每個擴充插座裝置200、200,能用來供至 

少一個電子裝置E、E，（如：電視、音響、或其他家用電器）插設。

其中，所述語音辨識器33能區別分別對應於上述多個擴充插 

座裝置200、200,的多個語音信號（圖中未示出），並且所述無線 

控制器34無線連接於上述多個擴充插座裝置200、200,。據此， 

所述收音器32接收到的語音信號V能通過上述語音辨識器33的 

辨識，而使所述無線控制器34開啟或關閉所述語音辨識器33所 

辨識到的一個擴充插座裝置200、200,。

舉例來說 ' 所述收音器32能接收使用者所口述的指令（也就 

是語音信號V，如：開啟擴充插座裝置200，），而後以所述語音辨 

識器33進行上述語音信號（-圖中未示出）的辨識、並將辨識結果 

告知無線控制器34,藉以使所述無線控制器34能夠依據使用者所 

口述的指令，而命令上述擴充插座裝置200，對電子裝置E，進行供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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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例三］

如圖3所示，其為本發明的實施例三，本實施例與上述實施 

例一和二類似，相同處則不在加以贅述，而本實施例與上述實施 

例一和二的差異主要如下所述：

.本實施例的互聯式插座系統1000並不限定設置在一區域網路 

R的範圍內。進一步地說，本實施例主控插座裝置100的無線控 

制器34能通過一網際網路I而無線連接於上述擴充插座裝置 

200，但本發明不受限於此。例如，在本發明未繪示的實施例中， 

所述主控插座裝置100的無線控制器34也能通過其他方式（如： 

藍芽）無線連接於上述擴充插座裝置200 ο

［實施例四］

如圖4所示，其為本發明的實施例四，本實施例與上述實施 

例一至三類似，相同處則不在加以贅述，而本實施例與上述實施 

例一至三的差異主要如下所述：

本實施例的主控插座裝置100進一步包含有一喇叭5,並且所 

述喇叭5安裝於上述殼體1並電性連接於所述交流直流轉換器 

31。其中，所述喇叭5於本實施例中可以是無線連接於上述語音 

控制模組3的無線控制器34 ；或者，本實施例的喇叭也可以是通 

過導線（圖中未示出）而電性連接於語音控制模組3，本發明在此 

不加以限制。

再者，所述語音控制模組3能依據所述收音器32接收到的語 

音信號V而控制喇叭5的音量。舉例來說，所述收音器32能接收 

使用者所口述的指令（也就是語音信號V，如：音量上升、音量 

下降、或靜音），而後以所述語音辨識器33進行上述語音信號的 

辨識、並將辨識結果告知無線控制器34，藉以使所述無線控制器 

34能夠依據使用者所口述的指令，而命令上述喇叭5的音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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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下降、或靜音。

［本發明實施例的技術功效］

綜上所述，本發明實施例所公開的互聯式插座系統及主控插 

座裝置，其通過安裝有語音控制模組而能對應控制一電子裝置， 

藉以提升主控插座裝置的附加價值；並且所述主控插座裝置還能 

以區域網路或網際網路來無線連接於擴充插座裝置，以構成互聯 

式插座系統，進而便於使用者通過主控插座裝置來控制擴充插座 

裝置。

再者，所述主控插座裝置還能進一步增設有喇叭，並且通過 

語音控制模組來控制喇叭的音量，藉以進一步提升主控插座裝置 

的附加價值。

以上所述僅為本發明的優選可行實施例，並非用來侷限本發 

明的保護範圍，凡依本發明申請專利範圍所做的均等變化與修 

飾，皆應屬本發明的權利要求書的保護範圍。

【符號說明】

1000 :互聯式插座系統

100:主控插座裝置

1 :殼體

2 :插座單元

3：語音控制模組

31 :交流直流轉換器

32 :收音器

33 :語音辨識器

34 :無線控制器

4 :電源線

5 :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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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0,：擴充插座裝置

V:語音信號

E、E，：電子裝置

C :供電插座（如：市電插座）

R :區域網路

I：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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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9875 發明摘要 I公告本

※申請案號106134553
※申請日：106/10/06 ※邛。分類：H02J13/00

G05F 3/16(2006.01)

【發明名稱】

互聯式插座系統及主控插座裝置/INTERCONNECTION
I .''

OUTLET SYSTEM AND ACTIVE OUTLET DEVICEL

【中文】

一種互聯式插座系統，包含主控插座裝置及擴充插座裝置。

主控插座裝置包含殼體、設置於殼體內的插座單元與語音控制模 

組、及電性連接於插座單元與語音控制模組的電源線。語音控制 

模組包含用來接收語音信號的收音器、電性連接於收音器並能用 

來辨識語音信號的語音辨識器、及電性連接於所述語音辨識器的 

無線控制器。擴充插座裝置無線連接於無線控制器，以使無線控 

制器能依據收音器接收到的語音信號以及語音辨識器對於語音信 

號的識別，而控制擴充插座裝置的開啟與關閉。此外，本發明另 

提供一種主控插座裝置。

【英文】

An interconnection outlet system includes an active outlet 

device and a passive outlet device. The active outlet device includes 

a case, a socket unit and a voice control module both disposed in the 

case, and a power cord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socket unit and 

the voice control module. The voice control module includes a voice 

receiver for receiving a voice signal, a voice identifier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voice receiver and configured for identifying the 

voice signal, and a wireless controller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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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 identifier. The passive outlet device is wirelessly connected to 

the wireless controller. The voice identifier can make an 

identification related to the voice signal received by the voice 

receiver, and the wireless controller is configured to cut-on or 

cut-off the passive outlet device according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voice signal. In addition, the present disclosure also provides an 

active outlet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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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圖】

【本案指定代表圖】：圖1。

【本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000 :互聯式插座系統

100 :主控插座裝置

1 :殼體

2:插座單元

3:語音控制模組

31 :交流直流轉換器

32 :收音器

33 :語音辨識器

34 :無線控制器

4 :電源線

200 :擴充插座裝置

V:語音信號

E:電子裝置

C:供電插座（如：市電插座）

R:區域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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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互聯式插座系統，包括：

一主控插座裝置，包含有：

一殼體，所述殼體呈長形；

一插座單元，所述插座單元設置於所述殼體內，並且所述插 

座單元包含有至少一交流插座與至少一直流插座；

一語音控制模組，所述語音控制模組包含有：

一收音器，所述收音器安裝於所述殼體並能用來接收一語 

音信號；

一語音辨識器，所述語音辨識器電性連接於所述收音器並 

能用來辨識所述語音信號；

一無線控制器，所述無線控制器電性連接於所述語音辨識 

器；及 .

一交流直流轉換器，所述交流直流轉換器電性連接於所述 

收音器、所述語音辨識器、及所述無線控制器；及

一電源線，所述電源線用來可分離地插接於一供電插座；其 

中，所述電源線是電性連接於所述插座單元與所述交流直 

流轉換器；以及

一擴充插座裝置，用來供至少一個電子裝置插設；其中，所述 

擴充插座裝置無線連接於所述語音控制模組的所述無線控 

制器，以使所述無線控制器能依據所述收音器接收到的所述 

語音信號以及所述語音辨識器對於所述語音信號的識別，而 

控制所述擴充插座裝置的開啟與關閉。

2. 如請求項1所述的互聯式插座系統，其中，所述互聯式插座系 

統是用來設置於一區域網路的範圍內，並且所述主控插座裝置 

的所述無線控制器僅能通過所述區域網路而無線連接於所述擴 

充插座裝置。

3. 如請求項1所述的互聯式插座系統，其中，所述主控插座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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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述無線控制器能通過一網際網路而無線連接於所述擴充插 

座裝置。

4. 如請求項1至3中任一項所述的互聯式插座系統，其中，所述 

互聯式插座系統所包括的所述擴充插座裝置數量進一步限定為 

多個，並且所述語音辨識器能區別分別對應於多個所述擴充插 

座裝置的多個語音信號，所述無線控制器無線連接於多個所述 

擴充插座裝置；其中，所述收音器接收到的所述語音信號能通 

過所述語音辨識器的辨識，而使所述無線控制器開啟或關閉所 

述語音辨識器所辨識到的一個所述擴充插座裝置。

5. 如請求項1至3中任一項所述的互聯式插座系統，其中，所述 

主控插座裝置進一步包括有一喇叭，所述喇叭安裝於所述殼體 

並電性連接於所述交流直流轉換器，並且所述語音控制模組能 

依據所述收音器接收到的所述語音信號而控制所述喇叭的音 

量。

6. 一種主控插座裝置，包括：

一殼體；

一插座單元，所述插座單元設置於所述殼體內；以及

一語音控制模組，所述語音控制模組包含有：

一收音器，所述收音器安裝於所述殼體並能用來接收一語 

音信號；

一語音辨識器，所述語音辨識器電性連接於所述收音器並 

能用來辨識所述語音信號 ；

一無線控制器，所述無線控制器電性連接於所述語音辨識 

器，並且所述無線控制器能依據所述收音器接收到的所 

述語音信號以及所述語音辨識器對於所述語音信號的識 

別，而用以控制一電子裝置；及

一交流直流轉換器，所述交流直流轉換器電性連接於所述 

收音器、所述語音辨識器、及所述無線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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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主控插座裝置的所述無線控制器能用來無線連接於 

用來供至少一個電子裝置插設的一擴充插座裝置，並且所述 

無線控制器能依據所述收音器接收到的所述語音信號以及 

所述語音辨識器對於所述語音信號的識別，而用以控制所述 

擴充插座裝置的開啟與關閉。

7.如請求項6所述的主控插座裝置，其中，所述主控插座裝置是 

用來設置於一區域網路的範圍內，並且所述主控插座裝置的所 

述無線控制器能用來僅能通過所述區域網路而無線連接於位在 

所述無線網路範圍內的所述擴充插座裝置。

8-如請求項6所述的主控插座裝置，其中，所述主控插座裝置的 

所述無線控制器能用來能通過一網際網路而無線連接於所述擴 

充插座裝置。

9.如請求項6至8中任一項所述的主控插座裝置，其中，所述主 

控插座裝置進一步包括有一喇叭，所述喇叭安裝於所述殼體並 

電性連接於所述交流直流轉換器，並且所述語音控制模組能依 

據所述收音器接收到的所述語音信號而控制所述喇叭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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