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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关于一种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包

含有一线圈容置部、一相对侧线圈容置部、一侧

边部、一连接线体及一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

所述线圈容置部具有一保护装置第一线圈、一保

护装置第二线圈；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具有一

保护装置第三线圈；所述连接线体与保护装置开

关控制电路及保护装置第三线圈电连接；所述侧

边部与线圈容置部相连接；所述侧边部与相对侧

线圈容置部相连接；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

与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保护装置第二线圈及

所述连接线体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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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其包含：

一线圈容置部，具有一保护装置第一线圈，及一保护装置第二线圈；

一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与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所述保护装置第二线圈电连接；

一相对侧线圈容置部，具有一保护装置第三线圈；

一侧边部，与所述线圈容置部及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相连接；以及

一连接线体，与所述保护装置第三线圈及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相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与所

述保护装置第二线圈藉由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控制两线圈并联连接或是串联连接

或是开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与所

述保护装置第三线圈藉由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控制两线圈并联连接或是串联连接

或是开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与所

述保护装置第二线圈不互相交迭。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

设置于所述线圈容置部中。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

设置于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中。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

设置于侧边部中。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线体为一导体。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与所

述保护装置第二线圈设置于不同位置。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

路设置于所述线圈容置部、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及所述侧边部中的多个。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

路设置于所述线圈容置部、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及所述侧边部中的相异两个。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线圈容置部、所述相对

侧线圈容置部及所述侧边部构成一皮套。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线体设置于所述

线圈容置部、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及所述侧边部中的多个。

1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线体设置于所述

线圈容置部、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及所述侧边部中的相异两个。

1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线体设置于所述

线圈容置部中。

1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线体设置于所述

相对侧线圈容置部中。

1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线体设置于所述

侧边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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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保护装置，特别是一种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保护装置(如皮套、保护壳)仅具有保护保护装置内的电子装置的功能，在

无线充电技术发达的现代，仅具有保护功能的保护装置(如皮套、保护壳)已不足以满足消

费者，尤其在使用者于电子装置进行无线充电时，使用者只能将电子装置平(放)贴着无线

充电装置才能进行充电，造成使用者在进行无线充电时，想看电子装置只能用不方便的姿

势观看。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电子装置平(放)贴着无线充电装置进行无线充电时，所造成使用者不方便

观看电子装置的问题，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以供容置一电子

装置，为使使用者于无线充电时，能将电子装置立起来观看的便利性。

[0004] 本发明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包含有：

[0005] 一线圈容置部，具有一保护装置第一线圈，及一保护装置第二线圈；

[0006] 一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与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所述保护装置第二线圈电

连接；

[0007] 一相对侧线圈容置部，具有一保护装置第三线圈；

[0008] 一侧边部，与所述线圈容置部及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相连接；以及

[0009] 一连接线体，与所述保护装置第三线圈及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相连接。

[0010]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与所述保护装置第二线

圈藉由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控制两线圈并联连接或是串联连接或是开路。

[0011]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与所述保护装置第三线

圈藉由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控制两线圈并联连接或是串联连接或是开路。

[0012]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与所述保护装置第二线

圈不互相交迭。

[0013]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设置于所述线圈容

置部中。

[0014]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设置于所述相对侧

线圈容置部中。

[0015]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设置于侧边部中。

[0016]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连接线体为一导体。

[0017]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与所述保护装置第二线

圈设置于不同位置。

[0018]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设置于所述线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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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部、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及所述侧边部中的多个。

[0019]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设置于所述线圈容

置部、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及所述侧边部中的相异两个。

[0020]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线圈容置部、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及所

述侧边部构成一皮套。

[0021]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连接线体设置于所述线圈容置部、所述相

对侧线圈容置部及所述侧边部中的多个。

[0022]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连接线体设置于所述线圈容置部、所述相

对侧线圈容置部及所述侧边部中的相异两个。

[0023]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连接线体设置于所述线圈容置部中。

[0024]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连接线体设置于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

中。

[0025] 如前所述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所述连接线体设置于所述侧边部中。

[0026] 当使用者欲将使用本发明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的电子装置进行立式无线充电时，

会将电子装置通过本发明保护装置立式放置于一对应的无线充电装置上；当所述保护装置

第三线圈与无线充电装置的无线充电装置充电线圈进行电磁感应时，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

路会收到保护装置第三线圈的传来的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入信号后，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

路会将保护装置第三线圈与保护装置第一线圈相互连接形成两个线圈并联的架构，并将保

护装置第二线圈与保护装置第一线圈断开并联的结构，而保护装置第一线圈会与所述电子

装置的电子装置充电线圈电磁感应后，电子装置的电子装置充电线圈将无线充电装置感应

输出信号传到电子装置电路板进行处理信号后传到电子装置电池进行充电，藉此实现电子

装置在立式放置时也可以进行无线充电。

[0027] 当使用者欲将使用本发明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的电子装置进行平放式无线充电

时，会将电子装置通过本发明保护装置平放式放置于一对应的无线充电装置上；当所述保

护装置第二线圈与无线充电装置的无线充电装置充电线圈进行电磁感应时，保护装置开关

控制电路会收到保护装置第二线圈的传来的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入信号后，保护装置开关

控制电路会将保护装置第二线圈与保护装置第一线圈相互连接形成两个线圈并联的架构，

并将保护装置第三线圈与保护装置第一线圈断开并联的结构，而保护装置第一线圈会与所

述电子装置充电线圈电磁感应后，电子装置充电线圈将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出信号传到电

子装置电路板进行处理信号后传到电子装置电池进行充电，藉此将电子装置在平放式放置

时进行无线充电。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第一优选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的第二优选实施例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的第三优选实施例的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的第一优选实施例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的第二优选实施例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的第三优选实施例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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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图7为本发明的充电流程示意图。

[0035] 附图标记：

[0036] 1     电子装置

[0037] 2     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

[0038] 3     无线充电装置

[0039] 11     线圈容置部

[0040] 12     侧边部

[0041] 13     相对侧线圈容置部

[0042] C0    电子装置充电线圈

[0043] C1    保护装置第一线圈

[0044] C2    保护装置第二线圈

[0045] C3    无线充电装置充电线圈

[0046] C4    保护装置第三线圈

[0047] 001   连接线体

[0048] 111   电子装置电路板

[0049] 112   电子装置电池

[0050] 211   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

[0051] 311   无线充电装置电路

[0052] S1    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入信号

[0053] S2    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出信号

具体实施方式

[0054] 以下配合图式及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发明目的所

采取的技术手段。

[0055] 请参阅图1，图1为本发明的第一优选实施例，图1所示的一种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

2，包含一线圈容置部11、侧边部12、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连接线体001及一保护装置开关

控制电路211；所述线圈容置部11、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及所述侧边部12可构成一可立

式的皮套，但不以此为限。所述线圈容置部11具有一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一保护装置第二

线圈C2；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具有一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所述侧边部12与所述线圈

容置部11和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连接；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设置于所述线

圈容置部11中；所述连接线体001设置于线圈容置部11、侧边部12与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

中；所述连接线体001与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电连接；所述连接线体001与所述保

护装置第三线圈C4电连接；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与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电连接，

所述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与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电连接，其中，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

圈C1及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可使用导体线电连接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所述保护装

置第一线圈C1与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会通过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连接，藉由保护装

置开关控制电路211可以控制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与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两线圈可并联存

在或串联存在或开路存在，但不能互相交迭；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与连接线体001及保

护装置第三线圈C4会通过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连接，藉由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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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控制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与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两线圈可并联存在或串联存在或开

路存在。

[0056] 请参阅图2，图2为本发明的第二优选实施例，图2所示的一种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

2，包含一线圈容置部11、侧边部12、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连接线体001及一保护装置开关

控制电路211；所述线圈容置部11、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及所述侧边部12可构成一可立

式的皮套，但不以此为限。所述线圈容置部11具有一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一保护装置第二

线圈C2；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具有一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所述侧边部12与所述线圈

容置部11和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相连接；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设置于所述

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中；所述连接线体001设置于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中；所述连接线体

001与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相连接；所述连接线体001与所述保护装置第三线圈

C4相连接；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与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会通过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

211连接，其中，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及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可使用导体线电连接保护

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藉由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可以控制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与保

护装置第二线圈C2两线圈可并联存在或串联存在甚至开路存在，但不能互相交迭；所述保

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与连接线体001及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会通过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

211连接，藉由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可以控制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与保护装置第三线

圈C4两线圈可并联存在或串联存或开路存在。

[0057] 请参阅图3，图3为本发明的第三优选实施例，图3所示的一种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

2，包含一线圈容置部11、侧边部12、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连接线体001及一保护装置开关

控制电路211；所述线圈容置部11、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及所述侧边部12可构成一可立

式的皮套，但不以此为限。所述线圈容置部11具有一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一保护装置第二

线圈C2；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具有一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所述侧边部12与所述线圈

容置部11和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相连接；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设置于所述

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所述线圈容置部11、侧边部12；所述连接线体001设置于相对侧线圈

容置部13中；所述连接线体001与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相连接；所述连接线体001

与所述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相连接；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与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

211电连接，所述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与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电连接，其中，所述保护

装置第一线圈C1及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可使用导体线电连接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

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与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会通过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连接，

藉由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可以控制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与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两线

圈可并联存在或串联存在或开路存在，但不能互相交迭；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与连接

线体001及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会通过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连接，藉由保护装置开关

控制电路211可以控制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与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两线圈可并联存在或串

联存或开路存在。

[0058] 由前述可知，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与所述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可设置于不同

位置，例如图1至图3所示，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可设置于所述线圈容置部11中的第一

位置，所述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可设置于所述线圈容置部11中的第二位置，所述第一位置

与所述第二位置设置于两相异位置。为了做屏蔽金属作用及导磁率提升作用，所述保护装

置第一线圈C1、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以及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可加上磁性材料。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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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及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可以使用并联或串

联被动元件(电容、电感、电阻)来调整阻抗匹配及耦合系数。

[0059] 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可设置于所述线圈容置部11中(如图1所示)，或所

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中(如图2所示)，或于其它实施例中，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

211也可设置于所述侧边部12中；或者，所述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可设置于所述线圈

容置部11、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及所述侧边部12中的相异两个或多个，举例来说，保护

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可设置于线圈容置部11与侧边部12，或是将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

211设置于侧边部12与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或是将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设置于线圈

容置部11、侧边部12及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中(如图3所示)。

[0060] 所述连接线体001可为一导体，但不以此为限，例如所述连接线体001可为软板排

线、多芯扁铜线或任一种导体。所述连接线体001与所述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及所述保护装

置开关控制电路211相连接，所述连接线体001可设置于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中(如图2

及图3所示)，或于其它实施例中，所述连接线体001可设置于所述线圈容置部11中或所述侧

边部12中；或者，所述连接线体001可设置于所述线圈容置部11、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

及所述侧边部12中的相异两个或多个(如图1所示)，举例来说，连接线体001可设置于线圈

容置部11与侧边部12，或是将连接线体001设置于侧边部12与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或是将

连接线体001设置于线圈容置部11、侧边部12及相对侧线圈容置部13中。

[0061] 请参阅图4，图4为本发明的第一优选实施例的使用状态示意图，图4所示的无线充

电的保护装置2为后翻立式的皮套类型，例如由所述线圈容置部11、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

13及所述侧边部12可构成一可立式后翻皮套。由一无线充电装置3具有一无线充电装置充

电线圈C3及无线充电装置电路311，所述无线充电装置电路311将提供电力予无线充电装置

充电线圈C3。

[0062] 续参阅图4，当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2的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与无线充电装置3的

无线充电装置充电线圈C3产生电磁感应时，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从保护装置第三线

圈C4收到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入信号S1，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会将保护装置第三线

圈C4与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相互连接形成两个线圈并联的架构，并将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

与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断开并联的结构，通过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将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

入信号S1传送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藉由与电子装置充电线圈C0电磁感应的方式将无线

充电装置感应输出信号S2传给电子装置1，电子装置1传送到电子装置电路板111处理电力

信号后，传给电子装置电池112进行充电。

[0063] 请参阅图5，图5为本发明的第二优选实施例的使用状态示意图，图5所示的无线充

电的保护装置2为直接立式的皮套类型，例如由所述线圈容置部11、所述相对侧线圈容置部

13及所述侧边部12可构成一直接立式的皮套。由一无线充电装置3具有一无线充电装置充

电线圈C3及无线充电装置电路311，所述无线充电装置电路311将提供电力予无线充电装置

充电线圈C3。

[0064] 续参阅图5，当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2的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与无线充电装置3的

无线充电装置充电线圈C3产生电磁感应时，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从保护装置第三线

圈C4收到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入信号S1，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会将保护装置第三线

圈C4与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相互连接形成两个线圈并联的架构，并将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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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断开并联的结构，通过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将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

入信号S1传送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藉由与电子装置充电线圈C0电磁感应的方式将无线

充电装置感应输出信号S2传给电子装置1，电子装置1传送到电子装置电路板111处理电力

信号后，传给电子装置电池112进行充电。

[0065] 请参阅图6，图6为本发明的第三优选实施例的使用状态示意图，图6所示的无线充

电的保护装置2为将皮套平放时进行无线充电，由一无线充电装置3具有一无线充电装置充

电线圈C3及无线充电装置电路311，所述无线充电装置电路311将提供电力予无线充电装置

充电线圈C3。

[0066] 续参阅图6，当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2的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与无线充电装置3的

无线充电装置充电线圈C3产生电磁感应时，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从保护装置第二线

圈C2收到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入信号S1，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会将保护装置第二线

圈C2与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相互连接形成两个线圈并联的架构，并将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

与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断开并联的结构，通过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将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

入信号S1传送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藉由与电子装置充电线圈C0电磁感应的方式将无线

充电装置感应输出信号S2传给电子装置1，电子装置1传送到电子装置电路板111处理电力

信号后，传给电子装置电池112进行充电。

[0067] 请参阅图7，图7所示为本发明的充电流程示意图，当使用者欲将电子装置1进行无

线充电而包覆有电子装置1的无线充电的保护装置2放置于无线充电装置3上方时，保护装

置开关控制电路211会收到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入信号S1后进行判断是从保护装置第二线

圈C2或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收到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入信号S1，若从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

收到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入信号S1，保护装置开关控制电路211会将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

与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相互连接形成两个线圈并联的架构，并将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与保

护装置第一线圈C1断开并联的结构，通过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将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入信

号S1传送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藉由与电子装置充电线圈C0电磁感

应的方式将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出信号S2传给电子装置1，电子装置1传送到电子装置电路

板111处理电力信号后，传给电子装置电池112进行充电。

[0068] 若从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收到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入信号S1，保护装置开关控制

电路211会将保护装置第二线圈C2与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相互连接形成两个线圈并联的架

构，并将保护装置第三线圈C4与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断开并联的结构，通过保护装置第二

线圈C2将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入信号S1传送到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保护装置第一线圈C1

藉由与电子装置充电线圈C0电磁感应的方式将无线充电装置感应输出信号S2传给电子装

置1，电子装置1传送到电子装置电路板111处理电力信号后，传给电子装置电池112进行充

电。

[006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

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

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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