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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determining, by the power adaptor, an initial char
ging parameter; and according to the initial charging para
meter, charging, by the power adaptor, the terminal. In the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before a power ad

电源适配器根据握手信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aptor charges a terminal, the power adaptor receives hand
shake information fi"om the terminal, and determines an ini

130 tial charging parameter according to the handshake informa
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avoid a phenomenon of the heat

电源适配器根据初始充电参数 ，为终端 充电 ing and even burnout of a mobile phon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voltage or current of the power adaptor i s blindly in
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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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本发明提供一种通信方法、电源适配器
和终端，该方法包括：在 电源适配器为终端充电
前，从所述终端接收握手信息；所述电源适配器根
据所述握手信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所述电源适
配器根据所述初始充电参数，为所述终端充电。本
发明实施例中，在电源适配器为终端充电前，电源
适配器从终端接收握手信息，并根据握手信息确定
初始充电参数，能够有效避免盲目增大电源适配器
的电压或电流所带来的手机发热甚至烧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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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方法、电源适配器和终端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充电领域 ，并且更具体地 ，涉及一种通信方法、电源适配器

和终端 。

背景技术

目前 ，智能手机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但是智能手机耗 电量 大，通

常需要 经常充电。随着智能手机 的电池容量越来越 高，充电时间相应 变长。

如何 实现快速充 电亟待解决。

现有技术 中，为 了达到快速充 电的 目的，通常不考虑智能手机 的承 受能

力，直接增 大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流或输 出电压 ，这样会导致智能手机过热

甚至烧坏等现 象，降低 了智能手机 的使用寿命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通信方法、电源适配器和终端 ，能够有效避免盲

目增 大电源适配器输 出电流或输 出电压所带来的智能手机过热现 象。

第一方面，提供一种通信方法，包括：在 电源适配器为终端充电前 ，从

所述终端接收握手信 息；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

参数 ；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 ，为所述终端充电。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的一种 实现方式中，所述从所述终端接收握

手信 息，包括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握手请求消息；所述 电源适

配器从所述终端接收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

结合第一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一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从所述终端接收握手信 息，包括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

送第一握手请求消息；所述 电源适配器从所述终端接 收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

所述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所述第一信 息指示

所述终端支持快速充电模 式；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

充电参数 ，包括：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确定所

述初始充 电参数 中的充电模 式为快速充电模 式。

结合第一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一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从所述终端接收握手信 息，还 包括：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

发送第二握手请 求消息；所述 电源适 配器从 所述终端接 收第二握手响应 消

息，所述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二信 息，所述第二信 息

指示所述终端的类型或型号；所述 电源适配器 艮据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

充电参数 ，还 包括：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第二信 息，确定所述初始充 电

参数 中的充电电压和/或充电电流。

结合第一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一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握手信 息包括以下信 息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终端的型号，所述终

端的标识 ，所述终端 中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压 ，所述终

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流以及所述终端支持 的充电模 式。

结合第一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一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包括 以下参数 中的至少一种 ：充 电模 式、充电电压

和充电电流，其 中，所述充电模 式包括快速充 电模 式和普通充 电模 式。

结合第一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一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包括：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待协商充电参数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

述终端发送协商请求消息，所述协商请求消息包括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 ；所

述 电源适配器从所述终端接收协商响应 消息，其 中，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是所

述终端基 于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生成的；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确定所述终端的初始充电参数 。

结合第一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一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 电源适配器才艮据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确定所述终端的初始充 电参

数 ，包括 ：当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终端确认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 时，

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数确定为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当所述协

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终端否认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 时，所述 电源适配器基 于

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中的调整参数对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进行调整 ，并将调整

后 的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确定为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

第二方面，提供一种通信方法，包括：终端从 电源适配器接 收充电电流

前 ，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信 息，所述握手信 息用于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

定初始充 电参数 ；所述终端接 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输 出

的充电电流。



结合第二方面，在第二方面的一种 实现方式中，所述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

发送握手信 息，包括：所述终端从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收握手请求消息；所述

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

信 息。

结合第二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二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信 息，包括 ：所述终端从所述 电源适

配器接收第一握手请求消息；所述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所述第一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支持快速充电模 式。

结合第二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二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信 息，还 包括：所述终端从所述 电源

适配器接 收第二握手请求消息；所述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第二握手响

应 消息，所述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二信 息，所述第二

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的类型或型号。

结合第二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二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握手信 息包括以下信 息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终端的型号，所述终

端的标识 ，所述终端 中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压 ，所述终

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流以及所述终端支持 的充电模 式。

结合第二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二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包括 以下参数 中的至少一种 ：充 电模 式、充电电压

和充电电流，其 中，所述充电模 式包括快速充 电模 式和普通充 电模 式。

结合第二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二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在所述终端接 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初始充电参数输 出的充 电电

流之前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终端从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收待协商充电参数 ，

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是所述 电源适配器基 于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的；所述终端

根据所述终端的工作参数 ，确定是否能按照所述 电源适配器提供 的所述待协

商充电参数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充电；当所述终端能按照所述待协商充电

参数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充电时，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协商响应 消息，

所述协 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 电源适 配器将所述待协 商充 电参数确定为所述

初始充电参数 ；当所述终端不能按照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

器的充电时，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协商响应 消息，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包括



调整参数 ，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调整参数确定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

第三方面，提供一种 电源适配器，包括：收发单元 ，用于在为终端充电

前 ，从所述终端接收握手信 息；确定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收发单元接收的所

述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充 电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确定单元确定的

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为所述终端充电。

结合第三方面，在第三方面的一种 实现方式中，所述收发单元具体用于

向所述终端发送握手请求消息；从所述终端接收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握手响

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

结合第三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三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收发单元具体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一握手请求消息；从所述终

端接收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

一信 息，所述第一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支持快速充电模 式；所述确定单元具体

用于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确定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中的充电模 式

为快速充 电模 式。

结合第三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三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收发单元还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握手请求消息；从所述终端

接收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二

信 息，所述第二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的类型或型号；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根据

所述第二信 息，确定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 中的充电电压和/或充 电电流。

结合第三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三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握手信 息包括以下信 息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终端的型号，所述终

端的标识 ，所述终端 中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压 ，所述终

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流以及所述终端支持 的充电模 式。

结合第三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三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包括 以下参数 中的至少一种 ：充 电模 式、充电电压

和充电电流，其 中，所述充电模 式包括快速充 电模 式和普通充 电模 式。

结合第三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三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待协商充电参数 ；向

所述终端发送协商请求消息，所述协商请求消息包括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数 ；

从所述终端接收协商响应 消息，其 中，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是所述终端基 于所

述待协商充电参数生成的；根据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确定所述终端的初始充



电参数 。

结合第三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三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 当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终端确认所述待

协商充电参数 时，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确定为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 ；当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终端否认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 时，所

述 电源适 配器基 于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中的调整参数对所述待协 商充 电参数

第四方面，提供一种终端 ，包括：收发单元 ，用于从 电源适配器接 收充

电电流前 ，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信 息，所述握手信 息用于所述 电源适

配器确定初始充 电参数 ；充电单元 ，用于接 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初始

充电参数输 出的充电电流。

结合第四方面，在第四方面的一种 实现方式中，所述收发单元具体用于

从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 收握手请 求消息；向所述 电源适 配器发送握手响应 消

息，所述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

结合第四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四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收发单元具体用于从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收第一握手请求消息；向

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

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所述第一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支持快速充 电模 式。

结合第四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四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收发单元还用于从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收第二握手请求消息；向所

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

信 息中的第二信 息，所述第二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的类型或型号。

结合第四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四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握手信 息包括以下信 息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终端的型号，所述终

端的标识 ，所述终端 中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压 ，所述终

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流以及所述终端支持 的充电模 式。

结合第四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四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包括 以下参数 中的至少一种 ：充 电模 式、充电电压

和充电电流，其 中，所述充电模 式包括快速充 电模 式和普通充 电模 式。

结合第四方面或其上述 实现方式的任一种 ，在第四方面的另一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终端还 包括 ：协商单元 ，用于从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收待协商充 电



参数 ，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是所述 电源适配器基 于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的；根

据所述终端的工作参数 ，确定是否能按照所述 电源适配器提供 的所述待协商

充电参数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充电；当所述终端能按照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

数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充电时，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协商响应 消息，所

述协 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 电源适 配器将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数确定为所述初

始充电参数 ；当所述终端不能按照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数接 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

的充电时，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协商响应 消息，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包括调

整参数 ，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调整参数确定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 电源适配器为终端充电前 ，电源适配器从终端接 收

握手信 息，并根据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能够有效避免盲 目增 大电源

适配器的电压或 电流所带来的手机发热甚至烧坏的现 象。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

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所描述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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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是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方法的示意性流程 图。

图 2 是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方法的示意性流程 图。

图 3 是本发 明实施例的电源适配器的示意性框 图。

图 4 是本发 明实施例的终端的示意性框 图。

图 5 是本发 明实施例的电源适配器的示意性框 图。

图 6 是本发 明实施例的终端的示意性框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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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在没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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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是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方法的示意性流程 图。应理解 ，该通信方法

可应用于电源适配器为终端充电前 ，初始充电参数 的具体协商过程 。图 1 的



方法包括 ：

110、在 电源适配器为终端充电前 ，从终端接收握手信 息。

应理解 ，终端可以主动或被动向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信 息，例如 ，电源

适配器先向终端发送握手请求消息，终端接 收到该握手请求消息时，向电源

适配器回复握手响应 消息，并在握手响应 消息中携带上述握手信 息；又如 ，

终端主动向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请求消息，并在握手请求信 息中携带上述握

手信 息。

上述握手信 息可 包括以下信 息中的至少一种 ：终端的型号，终端的标识 ，

终端 中电池的温度 ，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压 ，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流以

及终端支持 的充 电模 式。

应理解 ，在充电前 ，电源适配器和终端可以进行一次握手 ，或多次握手 ，

直到协商好初始充电参数为止 。

120、电源适配器根据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

应理解 ，这里的初始充 电参数 包括 电源适配器开始为终端充 电所需的参

数 ，例如 ，可以包括 以下参数 中的至少一种 ：充 电模 式、充电电压和充电电

流，其 中，充电模 式包括快速充 电模 式和普通充 电模 式。

需要说 明的是 ，实际中，电源适配器可以与终端先协商按照快速充 电模

式充电，还是普通充电模 式充 电，然后 ，电源适配器再与终端协商充电的电

压或 电流；或者 ，电源适配器仅与终端协商充 电模 式；或者 ，电源适配器仅

与终端协商充电电压或充 电电流。

130、电源适配器根据初始充电参数 ，为终端充电。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 电源适配器为终端充 电前 ，电源适配器从终端接 收

握手信 息，并根据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能够有效避免盲 目增 大电源

适配器的电压或 电流所带来的手机发热甚至烧坏的现 象。

可选地 ，作 为一个 实施例 ，步骤 110 可 包括：电源适配器向终端发送握

手请求消息；电源适配器从终端接收握手响应 消息，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握手

信 息。也就是说 ，电源适配器主动向终端发送握手请求消息。实际中，无论

电源适配器与终端是否相连 ，电源适配器可以通过充电接 口不断向外界发送

握手请求消息，当收到终端的握手响应 消息后 ，就执行后续的初始充电参数

的协商过程 。

可选地 ，步骤 110 可 包括 ：电源适配器从终端接收握手请求消息，该握



手请求消息中包括握手信 息。也就是说 ，终端主动向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请

求消息。实际中，无论 电源适配器与终端是否相连 ，终端可以通过充电接 口

不断向外界发送握手请求消息，当收到 电源适配器的握手响应 消息后 ，就执

行后续的初始充 电参数 的协商过程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步骤 110 可 包括：电源适配器向终端发送第

一握手请求消息；电源适配器从终端接 收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第一信 息指示终端支持快速充电模 式；电

源适配器根据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包括 ：电源适配器根据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中的充电模 式为快速充电模 式。

也就是说 ，电源适配器与终端通过一次握手 ，协商釆用快速充电模 式还

是普通充电模 式为终端充电。应理解 ，上述第一握手请求消息可 以不携 带任

何信 息，或者 ，第一握手请求消息可以指示电源适配器支持快速充电模 式。

进一步地 ，步骤 110 还可 包括：电源适配器向终端发送第二握手请求消

息；电源适配器从终端接收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握手

信 息中的第二信 息，第二信 息指示终端的类型或型号；电源适配器根据握手

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还 包括：电源适配器根据第二信 息，确定初始充

电参数 中的充电电压和/或充电电流。

也就是说 ，电源适配器与终端协商充 电模 式之后 ，还要协商具体 的充电

电压或充电电流，例如 ，电源适配器和终端是型号配套的适配器和终端 ，那

么电源适配器得到终端的型号后 ，就可以直接确定该终端的充电电压或充电

电流。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步骤 120 可 包括：电源适配器根据握手信 息，

确定待协商充电参数 ；电源适配器向终端发送协商请求消息，协商请求消息

包括待协商充电参数 ；电源适配器从终端接收协商响应 消息，其 中，协商响

应 消息是终端基 于待协商充电参数生成的；电源适配器根据协商响应 消息，

确定终端的初始充电参数 。

具体地 ，电源适配器得到握手信 息之后 ，不是单方面的决定最后 的初始

充电参数 ，而是先确定待协商充电参数 ，然后通过协商请求消息，询 问终端

该待协商充电参数是否合适 ，如果终端 同意，则将该待协商充电参数确定为

上述初始充电参数 ，如果终端不 同意，则重新确定待协商充 电参数 ，或者按

照终端的指示修 改待协商充电参数 。需要说 明的是 ，终端可以根据 自身的工



作参数 ，比如 电池的温度 、电池的电量 、当前的工作状态等各种信 息，确定

待协商充 电参数是否合适 ，本发 明实施例对此不作具体 限定。

需要说 明的是 ，上述协商响应 消息的形式可以有多种 ，可选地 ，作为一

个 实施例 ，电源适配器根据协商响应 消息，确定终端的初始充电参数 ，包括 ：

当协商响应 消息指示终端确认待协商充电参数 时，电源适配器将待协商充电

参数确定为初始充 电参数 ； 当协 商响应 消息指示终端否认待协商充 电参数

时，电源适 配器基 于协 商响应 消息中的调整参数对待协 商充 电参数进行调

整 ，并将调整后 的待协商充电参数确定为初始充电参数 。该调整参数可以是

终端基 于待协商充电参数和 自身的工作参数确定的新 的充电参数 ，也可以是

一些调整值 ，指示电源适配器按照这些调整值调整待协商充电参数 。

上文结合 图 1 从 电源适配器的角度详 细描述 了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方

法。下文结合 图 2，从终端的角度详细描述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方法。应理

解 ，电源适配器和终端为充 电协商过程 中相互交互的两个装置，交互的信 息

和流程相 同或相应 ，为 了简洁，适 当省略重复的描述。

图 2 是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方法的示意性流程 图。应理解 ，图 2 的方法

包括：

210 、终端从 电源适配器接收充 电电流前 ，向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信 息，

握手信 息用于电源适配器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

应理解 ，上述握手信 息可 包括以下信 息中的至少一种 ：终端的型号，终

端的标识 ，终端 中电池的温度 ，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压 ，终端支持 的最大

充电电流以及终端支持 的充电模 式。

220 、终端接收电源适配器按照初始充电参数输 出的充电电流。

上述初始充电参数 包括以下参数 中的至少一种 ：充电模 式、充电电压和

充电电流，其 中，充电模 式包括快速充 电模 式和普通充 电模 式。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 电源适配器为终端充 电前 ，电源适配器从终端接 收

握手信 息，并根据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能够有效避免盲 目增 大电源

适配器的电压或 电流所带来的手机发热甚至烧坏的现 象。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向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信 息，包括：终端从

电源适配器接收握手请求消息；终端向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响应 消息，握手

响应 消息包括握手信 息。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向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信 息，包括：终端从



电源适配器接收第一握手请求消息；终端向电源适配器发送第一握手响应 消

息，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第一信 息指示终端支持

快速充 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向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信 息，还 包括：终端

从 电源适配器接 收第二握手请求消息；终端向电源适配器发送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握手信 息中的第二信 息，第二信 息指示终端的

类型或型号。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终端接 收电源适配器按照初始充电参数输

出的充电电流之前 ，方法还 包括 ：终端从 电源适配器接收待协商充 电参数 ，

待协商充 电参数是 电源适配器基 于握手信 息确定的；终端根据终端的工作参

数 ，确定是否能按照电源适配器提供 的待协商充 电参数接收电源适配器的充

电；当终端能按照待协商充 电参数接收电源适配器的充电时，向电源适配器

发送协商响应 消息，协商响应 消息指示电源适配器将待协商充电参数确定为

初始充电参数 ； 当终端不能按照待协商充电参数接收 电源适配器的充电时，

向电源适配器发送协商响应 消息，协商响应 消息包括调整参数 ，指示电源适

配器按照调整参数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

上文结合 图 1 和 图 2，详细描述 了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方法，下文

结合 图 3 和 图 6，详细描述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电源适配器和终端 。

图 3 是本发 明实施例的电源适配器的示意性框 图。应理解 ，图 3 的电源

适配器 300 能够实现 图 1-图 2 中由电源适配器执行的各个步骤 ，为避免重复，

此处不再详述 。图 3 的电源适配器 300 包括 ：

收发单元 310 ，用于在为终端充电前 ，从所述终端接 收握手信 息；

确定单元 320 ，用于根据所述收发单元 310 接收的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

初始充电参数 ；

充 电单元 330 ，用于根据所述确定单元 320 确定的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

为所述终端充电。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 电源适配器为终端充 电前 ，电源适配器从终端接 收

握手信 息，并根据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能够有效避免盲 目增 大电源

适配器的电压或 电流所带来的手机发热甚至烧坏的现 象。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收发单元 310 具体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

握手请求消息；从所述终端接收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



握手信 息。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收发单元 310 具体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

第一握手请求消息；从所述终端接收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所述第一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支持快速

充电模 式；所述确定单元 320 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确

定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中的充电模 式为快速充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收发单元 310 还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第

二握手请求消息；从所述终端接 收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二握手响应 消

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二信 息，所述第二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的类型或型

号；所述确定单元 320 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二信 息，确定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中

的充电电压和/或充电电流。

可选地 ，作 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握手信 息包括以下信 息中的至少一种 ：

所述终端的型号 ，所述终端的标识 ，所述终端 中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压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流以及所述终端支持 的充 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包括 以下参数 中的至少一

种 ：充电模 式、充 电电压和充电电流，其 中，所述充电模 式包括快速充电模

式和普通充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确定单元 320 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待协商充电参数 ；向所述终端发送协商请求消息，所述协商请求消

息包括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 ；从所述终端接 收协商响应 消息，其 中，所述协

商响应 消息是所述终端基 于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生成的；根据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确定所述终端的初始充电参数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确定单元 320 具体用于 当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终端确认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 时，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所述待协

商充电参数确定为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当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终端否

认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数 时，所述 电源适配器基 于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中的调整

参数对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进行调整 ，并将调整后 的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确

定为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 。

图 4 是本发 明实施例的终端的示意性框 图。应理解 ，图 4 的终端 400 能

够实现 图 1-图 2 中由终端执行的各个步骤 ，为避免重复 ，此处不再赘述。终



端 400 包括：

收发单元 410 ，用于从 电源适配器接 收充电电流前 ，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

发送握手信 息，所述握手信 息用于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初始充 电参数 ；

充 电单元 420 ，用于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初始充电参数输 出的

充电电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 电源适配器为终端充 电前 ，电源适配器从终端接 收

握手信 息，并根据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能够有效避免盲 目增 大电源

适配器的电压或 电流所带来的手机发热甚至烧坏的现 象。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收发单元 410 具体用于从所述 电源适配

器接收握手请求消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收发单元 410 具体用于从所述 电源适配

器接收第一握手请求消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

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所述第一信 息指示所述

终端支持快速充 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收发单元 410 还用于从所述 电源适配器

接收第二握手请求消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

二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二信 息，所述第二信 息指示所述终

端的类型或型号。

可选地 ，作 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握手信 息包括以下信 息中的至少一种 ：

所述终端的型号 ，所述终端的标识 ，所述终端 中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压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流以及所述终端支持 的充 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包括 以下参数 中的至少一

种 ：充电模 式、充 电电压和充电电流，其 中，所述充电模 式包括快速充电模

式和普通充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终端还 包括 ：协商单元 ，用于从所述 电

源适配器接收待协商充 电参数 ，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是所述 电源适配器基 于

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的；根据所述终端的工作参数 ，确定是否能按照所述 电源

适配器提供 的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充 电；当所述终端

能按照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充 电时，向所述 电源适配



器发送协商响应 消息，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所述待协商

充电参数确定为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当所述终端不能按照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

数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充电时，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协商响应 消息，所

述协商响应 消息包括调整参数 ，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调整参数确定

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

图 5 是本发 明实施例的电源适配器的示意性框 图。应理解 ，图 5 的电源

适配器 500 能够实现 图 1-图 2 中由电源适配器执行的各个步骤 ，为避免重复，

此处不再详述 。图 5 的电源适配器 500 包括 ：

收发器 510 ，用于在为终端充电前 ，从所述终端接收握手信 息；

处理器 520 ，用于根据所述收发器 510 接 收的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

充电参数 ；

充 电器 530 ，用于根据所述处理器 520 确定的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 ，为所

述终端充电。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 电源适配器为终端充电前 ，电源适配器从终端接 收

握手信 息，并根据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能够有效避免盲 目增 大电源

适配器的电压或 电流所带来的手机发热甚至烧坏的现 象。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收发器 510 具体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握

手请求消息；从所述终端接收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

手信 息。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收发器 510 具体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第

一握手请求消息；从所述终端接 收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一握手响应 消

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所述第一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支持快速充

电模 式；所述处理器 520 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确定所

述初始充 电参数 中的充电模 式为快速充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收发器 510 还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

握手请求消息；从所述终端接收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

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二信 息，所述第二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的类型或型

号；所述处理器 520 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二信 息，确定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 中的

充电电压和/或充电电流。

可选地 ，作 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握手信 息包括以下信 息中的至少一种 ：

所述终端的型号 ，所述终端的标识 ，所述终端 中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压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流以及所述终端支持 的充 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包括 以下参数 中的至少一

种 ：充电模 式、充 电电压和充电电流，其 中，所述充电模 式包括快速充电模

式和普通充电模 式。

可选地 ，作 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处理器 520 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

确定待协商充电参数 ；向所述终端发送协商请求消息，所述协商请求消息包

括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数 ；从所述终端接 收协商响应 消息，其 中，所述协商响

应 消息是所述终端基 于所述待协 商充 电参数生成 的；根据 所述协 商响应 消

息，确定所述终端的初始充电参数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处理器 520 具体用于 当所述协商响应 消

息指示所述终端确认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 时，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所述待协商

充电参数确定为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当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终端否认

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 时，所述 电源适配器基 于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中的调整参

数对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进行调整 ，并将调整后 的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数确定

为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

图 6 是本发 明实施例的终端的示意性框 图。应理解 ，图 6 的终端 600 能

够实现 图 1-图 2 中由终端执行的各个步骤 ，为避免重复 ，此处不再赘述。终

端 600 包括：

收发器 610，用于从 电源适配器接收充电电流前 ，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

送握手信 息，所述握手信 息用于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

充 电器 620，用于接 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初始充电参数输 出的充

电电¾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 电源适配器为终端充电前 ，电源适配器从终端接 收

握手信 息，并根据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能够有效避免盲 目增 大电源

适配器的电压或 电流所带来的手机发热甚至烧坏的现 象。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收发器 610 具体用于从所述 电源适配器

接收握手请求消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握手响应 消

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收发器 610 具体用于从所述 电源适配器

接收第一握手请求消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



一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所述第一信 息指示所述终

端支持快速充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收发器 610 还用于从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

收第二握手请求消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二

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二信 息，所述第二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

的类型或型号。

可选地 ，作 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握手信 息包括以下信 息中的至少一种 ：

所述终端的型号 ，所述终端的标识 ，所述终端 中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压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流以及所述终端支持 的充 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包括 以下参数 中的至少一

种 ：充电模 式、充 电电压和充电电流，其 中，所述充电模 式包括快速充电模

式和普通充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终端还 包括：处理器，用于从所述 电源

适配器接 收待协商充电参数 ，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是所述 电源适配器基 于所

述握手信 息确定的；根据所述终端的工作参数 ，确定是否能按照所述 电源适

配器提供 的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数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充电；当所述终端能

按照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充电时，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

发送协商响应 消息，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数确定为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 ；当所述终端不能按照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

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充电时，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协商响应 消息，所述

协商响应 消息包括调整参数 ，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调整参数确定所

述初始充 电参数 。

应理解 ，本文 中术语 "和/或 " ，仅仅是一种描述关联对 象的关联 关系，表

示可以存在三种 关系，例如 ，A 和/或 可 以表示：单独存在 人，同时存在

八和 单独存在 B 这三种情况。另外 ，本文 中字符 "/" ，一般表示前后 关联

对 象是一种 "或 " 的关系。

应理解 ，在本发 明的各种 实施例 中，上述各过程 的序号的大小并不意味

着执行顺序 的先后 ，各过程 的执行顺序应 以其功能和 内在逻辑确定，而不应

对本发 明实施例的实施过程构成任何 限定。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可 以意识到 ，结合本文 中所公开的实施例描述的各



示例的单元及算法步骤，能够以电子硬件、或者计算机软件和电子硬件的结

合来实现。这些功能究竟以硬件还是软件方式来执行，取决于技术方案的特

定应用和设计约束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对每个特定的应用来使用不同方

法来实现所描述的功能，但是这种实现不应认为超出本发明的范围。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为描述的方便和简洁，上述描

述的系统、装置和单元的具体工作过程，可以参考前述方法实施例中的对应

过程，在此不再赘述。

在本申请所提供的几个实施例中，应该理解到，所揭露的系统、装置和

方法，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实现。例如，以上所描述的装置实施例仅仅是示

意性的，例如，所述单元的划分，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实际实现时可

以有另外的划分方式，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以结合或者可以集成到另一个

系统，或一些特征可以忽略，或不执行。另一点，所显示或讨论的相互之间

的耦合或直接辆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通过一些接 口，装置或单元的间接耦合

或通信连接，可以是电性，机械或其它的形式。

为单元显示的部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单元，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

或者也可以分布到多个网络单元上。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

者全部单元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目的。

另外，在本发明各个实施例中的各功能单元可以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

中，也可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集成在一

个单元中。

所述功能如果以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并作为独立的产品销售或使

用时，可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中。基于这样的理解，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 出贡献的部分或者该技术方案的部

分可 以 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一个存储介质

中，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计算机设备 （可以是个人计算机，服务器，

或者网络设备等 ）执行本发明各个实施例所述方法的全部或部分步骤。而前

述的存储介质包括：U 盘、移动硬盘 、只读存储器（ROM, Read-Only Memory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

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以上 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本发 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 易

想到变化或替换 ，都应 涵盖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因此 ，本发 明的保护

范围应 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利要求

1、一种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 电源适配器为终端充电前 ，从所述终端接 收握手信 息；

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

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 ，为所述终端充电。

2、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从所述终端接收握手

信 息，包括：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握手请求消息；

所述 电源适配器从所述终端接收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

所述握手信 息。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从所述终端接 收握手信 息，包括：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一握手请求消息；

所述 电源适配器从所述终端接收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所述第一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支持快速

充电模 式；

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 电参数 ，包括：

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确定所述初始充 电参

数 中的充电模 式为快速充电模 式。

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从所述终端接收握手

信 息，还 包括：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握手请求消息；

所述 电源适配器从所述终端接收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二信 息，所述第二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的类型或

型号；

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还 包括：

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第二信 息，确定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 中的充 电电

压和/或充电电流。

5、如权利要求 1-4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握手信 息

包括以下信 息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终端的型号，所述终端的标识 ，所述终端

中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压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



流以及所述终端支持 的充电模 式。

6、如权利要求 1-5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初始充电

参数 包括 以下参数 中的至少一种 ：充电模 式、充电电压和充 电电流，其 中，

所述充 电模 式包括快速充电模 式和普通充电模 式。

7、如权利要求 1-6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源适配

器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包括 ：

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待协商充电参数 ；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协商请求消息，所述协商请求消息包括

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 ；

所述 电源适配器从所述终端接收协商响应 消息，其 中，所述协商响应 消

息是所述终端基 于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数生成的；

所述 电源适 配器根据 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确定所述终端 的初始充 电参

数 。

8、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

协商响应 消息，确定所述终端的初始充 电参数 ，包括：

当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终端确认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 时，所述 电

源适配器将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数确定为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

当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终端否认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 时，所述 电

源适 配器基 于所述协 商响应 消息中的调整参数对所述待协 商充 电参数进行

调整 ，并将调整后 的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确定为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

9 、一种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终端从 电源适配器接收充电电流前 ，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信 息，

所述握手信 息用于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

所述终端接 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初始充电参数输 出的充电电流。

10、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

送握手信 息，包括：

所述终端从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收握手请求消息；

所述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

所述握手信 息。

11、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

送握手信 息，包括：



所述终端从 所述 电源适 配器接 收第一握手请 求消息；

所述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 配器发送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 包括 所述握 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所述第一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支持 快速

充 电模 式 。

12、如权 利要 求 11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向所述 电源适 配器

发送握 手信 息，还 包括 ：

所述终端从 所述 电源适 配器接 收第二握手请 求消息；

所述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 配器发送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 包括 所述握 手信 息中的第二信 息，所述第二信 息指示所述终端 的类型或

型号 。

13、如权 利要 求 9-12 中任 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握手信

息 包括 以下信 息 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终端 的型号 ，所述终端 的标识 ，所述终

端 中电池 的温度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 大充 电电压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 大充 电

电流以及所述终端支持 的充 电模 式。

14、如权 利要 求 9-13 中任 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 包括 以下参数 中的至少一种 ：充 电模 式 、充 电电压和充 电电流 ，其 中，

所述充 电模 式 包括快速 充 电模 式和普通 充 电模 式。

15、如权 利要 求 9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在所述终端接 收所述 电源

适 配器按 照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输 出的充 电电流之前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终端从 所述 电源适 配器接 收待协 商充 电参数 ，所述待协 商充 电参数

是所述 电源适 配器基 于所述握手信 息确 定的；

所述终端根据 所述终端 的工作参数 ，确定是 否能按 照所述 电源适 配器提

供 的所述待协 商充 电参数接 收所述 电源适 配器的充 电；

当所述终端 能按 照所述待协 商充 电参数接 收所述 电源适 配器的充 电时 ，

向所述 电源适 配器发送协 商响应 消息，所述协 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 电源适 配

器将所述待协 商充 电参数确定为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 ；

当所述终端 不 能按 照所述待协 商充 电参数接 收所述 电源适 配器 的充 电

时，向所述 电源适 配器发 送协 商响应 消息 ，所述协 商响应 消息 包括调整参数 ，

指示所述 电源适 配器按 照所述调整参数确定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 。

16、一种 电源适 配器 ，其特征在 于 ，包括 ：

收发单元 ，用于在 为终端充 电前 ，从 所述终端接 收握手信 息；



确定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收发单元接收的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初始充电

参数 ；

端充电。

17、如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发单元具

体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握手请求消息；从所述终端接收握手响应 消息，所述

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

18、如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发单元具

体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一握手请求消息；从所述终端接 收第一握手响应 消

息，所述第一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一信 息，所述第一信 息

指示所述终端支持快速充 电模 式；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

中的第一信 息，确定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 中的充 电模 式为快速充 电模 式。

19、如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发单元还

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握手请 求消息；从 所述终端接 收第二握手响应 消

息，所述第二握手响应 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 息中的第二信 息，所述第二信 息

指示所述终端的类型或型号；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二信 息，确定

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中的充电电压和/或充电电流。

20、如权利要 求 16-19 中任一项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握手信 息包括以下信 息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终端的型号，所述终端的标识 ，

所述终端 中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压 ，所述终端支持 的最

大充电电流以及所述终端支持 的充电模 式。

2 1、如权利要 求 16-20 中任一项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初始充 电参数 包括以下参数 中的至少一种 ：充电模 式、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

其 中，所述充电模 式包括快速充 电模 式和普通充 电模 式。

22、如权利要 求 16-21 中任一项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确定单元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握手信 息，确定待协商充电参数 ；向所述终端发

送协商请求消息，所述协商请求消息包括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 ；从所述终端

接收协商响应 消息，其 中，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是所述终端基 于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数生成的；根据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确定所述终端的初始充电参数 。

23、如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具

体用于 当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终端确认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 时，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确定为所述初始充电参数；当所述协商响

应消息指示所述终端否认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时，所述电源适配器基于所述

协商响应消息中的调整参数对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进行调整，并将调整后的

24、一种终端，其特征在于，包括：

收发单元，用于从电源适配器接收充电电流前，向所述电源适配器发送

握手信息，所述握手信息用于所述电源适配器确定初始充电参数；

充电单元，用于接收所述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初始充电参数输 出的充电

电流。

25、如权利要求 24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发单元具体用于

从所述电源适配器接收握手请求消息；向所述电源适配器发送握手响应消

息，所述握手响应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息。

26、如权利要求 24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发单元具体用于

从所述电源适配器接收第一握手请求消息；向所述电源适配器发送第一握手

响应消息，所述第一握手响应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息中的第一信息，所述第

一信息指示所述终端支持快速充电模式。

27、如权利要求 26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发单元还用于从

所述电源适配器接收第二握手请求消息；向所述电源适配器发送第二握手响

应消息，所述第二握手响应消息包括所述握手信息中的第二信息，所述第二

信息指示所述终端的类型或型号。

28、如权利要求 24-27 中任一项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握手信

息包括以下信息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终端的型号，所述终端的标识，所述终

端中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支持的最大充电电压，所述终端支持的最大充电

电流以及所述终端支持的充电模式。

29、如权利要求 24-28 中任一项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初始充

电参数 包括以下参数中的至少一种：充电模式、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其中，

所述充电模式包括快速充电模式和普通充电模式。

30、如权利要求 24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还 包括：协商

单元，用于从所述电源适配器接收待协商充电参数 ，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是

所述电源适配器基于所述握手信息确定的；根据所述终端的工作参数，确定

是否能按照所述电源适配器提供的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接收所述电源适配



器的充电；当所述终端能按照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充

电时，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协商响应 消息，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指示所述 电

源适配器将所述待协商充 电参数确定为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当所述终端不能

按照所述待协商充电参数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充电时，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

发送协商响应 消息，所述协商响应 消息包括调整参数 ，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

按照所述调整参数确定所述初始充电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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