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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移动设备外置输入

装置，用于安装在带有USB接口的移动设备，包

括：主体；设置在主体一侧的USB接口；与USB接口

连接的键盘模块和鼠标模块；键盘模块，包括键

盘按键和键盘芯片，键盘芯片获取键盘按键的按

压信号，上报对应的键盘按键消息至移动设备；

鼠标模块，包括鼠标按键和鼠标芯片，鼠标芯片

获取鼠标按键的按压信号，上报对应的鼠标按键

消息至移动设备。本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设置

有USB接口，可以插入移动设备的USB端，通过键

盘按键和鼠标按键进行信息输入，满足用户输入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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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用于安装在带有USB接口的移动设备，其特征在于，包

括：

主体；

设置在主体一侧的USB接口；

与所述USB接口连接的键盘模块和鼠标模块；

所述键盘模块，包括键盘按键和键盘芯片，所述键盘芯片获取键盘按键的按压信号，上

报对应的键盘按键消息至移动设备；

所述鼠标模块，包括鼠标按键和鼠标芯片，所述鼠标芯片获取鼠标按键的按压信号，上

报对应的鼠标按键消息至移动设备。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键盘按键包括数字按

键、字母按键、回车按键中的一种或多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鼠标按键包括至少四

个方向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键盘按键的每个按键

连接有两根信号线，信号线一接地，信号线二接高电平，不按键盘，两根信号线为非接触，所

述键盘芯片读取信号线二为高电平，按下按键，两根信号线接触，信号线一接地，信号线二

电平被信号线一拉低，形成局部短路状态，所述键盘芯片读取信号线二为低电平，键盘芯片

上报该按键消息至移动设备。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鼠标按键的每个按键

连接有两根信号线，信号线A接地，信号线B接高电平，不按鼠标，两根信号线为非接触，所述

鼠标芯片读取信号线B为高电平，按下按键，两根信号线接触，信号线A接地，信号线B电平被

信号线A拉低，形成局部短路状态，所述鼠标芯片读取信号线B为低电平，鼠标芯片上报该按

键消息至移动设备。

6.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设备搭

载Android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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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输入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智能大屏手机引领的趋势下，各家智能手机厂商相继推出了大尺寸及全面屏设

备，这使得屏幕的占宽比越来越大，有些设备甚至超过了90％以上。

[0003] 大屏手机最直接的交互方式是全屏的触摸系统，这种触摸系统虽然非常方便，但

传统输入设备如键盘和键盘，仍是一些利用手机进行办公、设计最有效的输入方式。

[0004] 市面上利用手机办公的行业有很多，比如物流追踪系统、信息录入系统、图纸设计

系统，如果只用触摸屏来输入信息，也是可以的，但是效率不及键盘快速，键盘的物理特性、

回馈感、输入有效性、输入正确性，还有鼠标的即视感，都比单纯触摸要好用，就如我们传统

PC办公，其有效的输入方式仍是键盘加鼠标。

[0005] 目前市场上针对移动设备如手机的外置输入设备功能较少，无法满足输入需求。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迷你USB键盘及鼠标二合一装置，可以将手机扩展出该键盘

和鼠标，并达到在手机中完美使用的功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可

以为移动设备扩展出键盘和鼠标，满足用户输入需求。

[0008]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9] 一种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用于安装在带有USB接口的移动设备，包括：

[0010] 主体；

[0011] 设置在主体一侧的USB接口；

[0012] 与所述USB接口连接的键盘模块和鼠标模块；

[0013] 所述键盘模块，包括键盘按键和键盘芯片，所述键盘芯片获取键盘按键的按压信

号，上报对应的键盘按键消息至移动设备；

[0014] 所述鼠标模块，包括鼠标按键和鼠标芯片，所述鼠标芯片获取鼠标按键的按压信

号，上报对应的鼠标按键消息至移动设备。

[0015] 优选的，所述键盘按键包括数字按键、字母按键、回车按键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6] 优选的，所述鼠标按键包括至少四个方向键。

[0017] 优选的，所述键盘按键的的每个按键连接有两根信号线，信号线一接地，信号线二

接高电平，不按键盘，两根信号线为非接触，所述键盘芯片读取信号线二为高电平，按下按

键，两根信号线接触，信号线一接地，信号线二电平被信号线一拉低，形成局部短路状态，所

述键盘芯片读取信号线二为低电平，键盘芯片上报该按键消息至移动设备。

[0018] 优选的，所述鼠标按键的的每个按键连接有两根信号线，信号线A接地，信号线B接

高电平，不按鼠标，两根信号线为非接触，所述鼠标芯片读取信号线B为高电平，按下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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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根信号线接触，信号线A接地，信号线B电平被信号线A拉低，形成局部短路状态，所述鼠标

芯片读取信号线B为低电平，鼠标芯片上报该按键消息至移动设备。

[0019] 优选的，所述移动设备搭载Android系统。

[0020]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设置有USB接

口，可以插入移动设备的USB端，通过键盘按键和鼠标按键进行信息输入，满足用户输入需

求。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出的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出的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的usb接口原理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出的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的供电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出的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的键盘输入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出的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的鼠标输入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出的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的核心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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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8]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出了一种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用于安装在带

有USB接口的移动设备，包括：

[0029] 主体1；

[0030] 设置在主体一侧的USB接口2；

[0031] 与USB接口连接的键盘模块和鼠标模块；

[0032] 键盘模块，包括键盘按键3和键盘芯片，键盘芯片获取键盘按键的按压信号，上报

对应的键盘按键消息至移动设备；

[0033] 鼠标模块，包括鼠标按键4和鼠标芯片，鼠标芯片获取鼠标按键的按压信号，上报

对应的鼠标按键消息至移动设备。

[0034] 可见，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出的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

设置有USB接口，可以插入移动设备的USB端，通过键盘按键和鼠标按键进行信息输入，满足

用户输入需求。

[0035] 本装置内置了USB接口的键盘和鼠标设备，利用手机的OTG功能，并选用Android适

配的在Linux系统兼容的芯片，用以实现该功能，做到既插即用的效果。

[0036] Google的pixel系列已经支持了usb鼠标和usb键盘，随后google也将其功能纳入

了标准配置当中。

[0037] 市面上可以搜索到的带有usb键盘或者usb鼠标的，都能支持Android设备，只要该

Android设备附有otg功能。

[0038] 如图2所示，以移动设备typec接口为例，本实施例中的USB接口用于连接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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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typec口。

[0039] 如图3所示，根据Android设备通用otg标准，当一个从设备插入，Android既会从

vbuspin脚会输出一个5V1A的电源，将这个电源经过ldo电源管理芯片分流出3V3以供给该

装置键盘和鼠标芯片。

[0040] 如图4所示，键盘的每个按键是由2个信号线组成，如图圆圈部分，一根信号(1)线

接地，一根信号(2)线接高电平，不按键盘，2根信号线为非接触，键盘芯片读取信号(2)依旧

为高电平，按上按键，2根信号线接触，因信号(1)线接地，随既信号(2)线电平被信号(1)拉

低，形成局部短路状态，键盘芯片读取信号(2)为低电平，芯片既上报该按键消息给Android

系统。

[0041] 如图5所示，为该装置的鼠标芯片，本装置的鼠标有别于通用鼠标接口，通用的鼠

标是滚轮或者红外相位移动触发，本装置利用按键的4个方向键触发，根据Android设备通

用otg标准，其中的DPDM为usb信号传输线，通过DPDM连接至该装置的鼠标芯片，鼠标芯片通

过按键的信号线来获取当前为哪个方向移动，按键依旧为2个信号线组成，与键盘类似原

理，得知按键后，芯片既上报该按键对应的方向消息给Android系统。

[0042]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出的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的核心原理图。

[0043] 综上，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至少可以实现如下效果：

[0044]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移动设备外置输入装置设置有USB接口，可以插入移动设

备的USB端，通过键盘按键和鼠标按键进行信息输入，满足用户输入需求。

[0045]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在手机上高效的输入，如字母、数字、回车按键，鼠标操作

使得办公更迅速。

[0046]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在特殊场景下，如雨天、低温气候办公的手机，通常触摸

屏就得到了限制，会出现无法使用，或者乱跳点的情况发生，该装置不受该场景的影响，能

够继续使用。

[0047]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该装置为键盘和鼠标二合一设备，体积更小，并且不带额

外蓝牙芯片，不带额外电池，与市面上传动的蓝牙键盘、蓝牙鼠标成本更低。

[0048]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USB端口既插即用，方便携带，IP67三防特性。

[0049]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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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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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7

CN 212009522 U

7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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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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