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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视频闹钟播放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款视频闹钟播放器，包

括主壳体，所述主壳体的前端安装有LCD显示屏，

主壳体的上端安装有控制按键；所述主壳体的内

部安装有主控电路板，主控电路板上集成有主控

电路、SPDIF音频模块、信息存储模块、震动提示

电路和USB接口电路。本视频闹钟播放器，可预先

将录制的视频导入信息储存模块内，由主控电路

导出，传输给LCD显示屏以及SPDIF音频模块进行

播放，实现音频和视频同时播放，并设定震动提

示电路来叫醒睡眠深的用户，整体具有强有力的

提示效果，通过音频和视频配合播放，更加生动

的发出提示，激发人按照设定的目标去行动，提

高效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5页

CN 210578969 U

2020.05.19

CN
 2
10
57
89
69
 U



1.一款视频闹钟播放器，包括主壳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壳体(1)的前端安装有

LCD显示屏(2)，主壳体(1)的上端安装有控制按键(3)；所述主壳体(1)的内部安装有主控电

路板(4)，主控电路板(4)上集成有主控电路(5)、SPDIF音频模块(6)、信息存储模块(7)、震

动提示电路(8)和USB接口电路(9)，LCD显示屏(2)采用芯片U2，主控电路(5)采用芯片U1，芯

片U1的型号为C8051F340，SPDIF音频模块(6)采用芯片U3和扬声器U4，信息存储模块(7)采

用芯片U5，震动提示电路(8)采用三极管Q5和震动电机M，USB接口电路(9)采用排针CON2，

SPDIF音频模块(6)、信息存储模块(7)、震动提示电路(8)和USB接口电路(9)均与主控电路

(5)电连接，主控电路板(4)侧端的主壳体(1)上安装有锂电池(10)和电源模块(11)，锂电池

(10)的输出端与主控电路(5)、SPDIF音频模块(6)、信息存储模块(7)、震动提示电路(8)和

USB接口电路(9)电连接，电源模块(11)的输出端与锂电池(10)的输入端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款视频闹钟播放器，其特征在于：所述LCD显示屏(2)的芯片

U2的脚12与芯片U1的脚4电连接，芯片U2的脚13芯片U1的脚5电连接，芯片U2的脚14与芯片

U1的脚6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款视频闹钟播放器，其特征在于：所述SPDIF音频模块(6)的

芯片U3的脚1与扬声器U4的脚1相连，芯片U3的脚2连接到电感L1的输入端，并连接到芯片U1

的脚26，电感L1的输出端连接到电容C2的输入端，电容C2的输出端连接到电阻R1的输入端，

电阻R1的输出端接到扬声器U4的脚2；芯片U3的脚3连接到扬声器U4的脚3，并连接到芯片U1

的脚2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款视频闹钟播放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存储模块(7)的

芯片U5的脚6连接到芯片U1的脚47，芯片U5的脚5连接到芯片U1的脚47，并连接到电阻R17的

输出端，电阻R17的输入端接到+3.3V电源输入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款视频闹钟播放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震动提示电路(8)的

三极管Q1的基极连接到芯片U1的脚12，并连接到电容C1的输入端，三极管Q1的发射极连接

到电容C1的输出端，并连接到电池BAT1的输入端，三极管Q1的集电极连接到震动电机M的输

出端，并连接到电容C2的输出端，电容C2的输入端与震动电机M的输入端相连后接到电池

BAT1的输出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款视频闹钟播放器，其特征在于：所述USB接口电路(9)的排

针CON2的脚1连接到芯片U1的脚12，排针CON2的脚2串接电阻R11后连接到芯片U1的脚9，排

针CON2的脚3串接电阻R12后连接到芯片U1的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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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视频闹钟播放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日常生活用品技术领域，具体为一款视频闹钟播放器。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闹钟采用的方式有机械的，电子的，均为语音闹钟，或为音乐闹钟，只起到了

一个提示作用，功能单一，基于此，提出一款视频闹钟播放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款视频闹钟播放器，具有强有力的提示效果，通过

音频和视频配合播放更能激发人按照设定的目标去行动，提高效率，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功

能单一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款视频闹钟播放器，包括主壳

体，所述主壳体的前端安装有LCD显示屏，主壳体的上端安装有控制按键；所述主壳体的内

部安装有主控电路板，主控电路板上集成有主控电路、SPDIF音频模块、信息存储模块、震动

提示电路和USB接口电路，LCD显示屏采用芯片U2，主控电路采用芯片U1，芯片U1的型号为

C8051F340，SPDIF音频模块采用芯片U3和扬声器U4，信息存储模块采用芯片U5，震动提示电

路采用三极管Q5和震动电机M，USB接口电路采用排针CON2，SPDIF音频模块、信息存储模块、

震动提示电路和USB接口电路均与主控电路电连接，主控电路板侧端的主壳体上安装有锂

电池和电源模块，锂电池的输出端与主控电路、SPDIF音频模块、信息存储模块、震动提示电

路和USB接口电路电连接，电源模块的输出端与锂电池的输入端电连接。

[0005] 优选的，所述LCD显示屏的芯片U2的脚12与芯片U1的脚4电连接，芯片U2的脚13芯

片U1的脚5电连接，芯片U2的脚14与芯片U1的脚6电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SPDIF音频模块的芯片U3的脚1与扬声器U4的脚1相连，芯片U3的脚2

连接到电感L1的输入端，并连接到芯片U1的脚26，电感L1的输出端连接到电容C2的输入端，

电容C2的输出端连接到电阻R1的输入端，电阻R1的输出端接到扬声器U4的脚2；芯片U3的脚

3连接到扬声器U4的脚3，并连接到芯片U1的脚25。

[0007] 优选的，所述信息存储模块的芯片U5的脚6连接到芯片U1的脚47，芯片U5的脚5连

接到芯片U1的脚47，并连接到电阻R17的输出端，电阻R17的输入端接到+3.3V电源输入端。

[0008] 优选的，所述震动提示电路的三极管Q1的基极连接到芯片U1的脚12，并连接到电

容C1的输入端，三极管Q1的发射极连接到电容C1的输出端，并连接到电池BAT1的输入端，三

极管Q1的集电极连接到震动电机M的输出端，并连接到电容C2的输出端，电容C2的输入端与

震动电机M的输入端相连后接到电池BAT1的输出端。

[0009] 优选的，所述USB接口电路的排针CON2的脚1连接到芯片U1的脚12，排针CON2的脚2

串接电阻R11后连接到芯片U1的脚9，排针CON2的脚3串接电阻R12后连接到芯片U1的脚8。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1] 本视频闹钟播放器，可预先将录制的视频导入信息储存模块内，由主控电路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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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给LCD显示屏以及SPDIF音频模块进行播放，实现音频和视频同时播放，并设定震动提

示电路来叫醒睡眠深的用户，整体具有强有力的提示效果，通过音频和视频配合播放，更加

生动的发出提示，激发人按照设定的目标去行动，提高效率。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原理框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主控电路图；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LCD显示屏工作原理图；

[0016]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SPDIF音频模块电路原理图；

[0017]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信息存储模块电路原理图；

[0018]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震动提示电路图；

[0019]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USB接口电路图。

[0020] 图中：1、主壳体；2、LCD显示屏；3、控制按键；4、主控电路板；5、主控电路；6、SPDIF

音频模块；7、信息存储模块；8、震动提示电路；9、USB接口电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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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请参阅图1-8，一款视频闹钟播放器，包括主壳体1，主壳体1的前端安装有LCD显示

屏2，主壳体1的上端安装有控制按键3；主壳体1的内部安装有主控电路板4，主控电路板4上

集成有主控电路5、SPDIF音频模块6、信息存储模块7、震动提示电路8和USB接口电路9，LCD

显示屏2采用芯片U2，主控电路5采用芯片U1，芯片U1的型号为C8051F340，SPDIF音频模块6

采用芯片U3和扬声器U4，信息存储模块7采用芯片U5，震动提示电路8采用三极管Q5和震动

电机M，USB接口电路9采用排针CON2，SPDIF音频模块6、信息存储模块7、震动提示电路8和

USB接口电路9均与主控电路5电连接，主控电路板4侧端的主壳体1上安装有锂电池10和电

源模块11，锂电池10的输出端与主控电路5、SPDIF音频模块6、信息存储模块7、震动提示电

路8和USB接口电路9电连接，电源模块11的输出端与锂电池10的输入端电连接。

[0023] 其中：LCD显示屏2的芯片U2的脚12与芯片U1的脚4电连接，芯片U2的脚13芯片U1的

脚5电连接，芯片U2的脚14与芯片U1的脚6电连接。

[0024] 其中：SPDIF音频模块6的芯片U3的脚1与扬声器U4的脚1相连，芯片U3的脚2连接到

电感L1的输入端，并连接到芯片U1的脚26，电感L1的输出端连接到电容C2的输入端，电容C2

的输出端连接到电阻R1的输入端，电阻R1的输出端接到扬声器U4的脚2；芯片U3的脚3连接

到扬声器U4的脚3，并连接到芯片U1的脚25。

[0025] 其中：信息存储模块7的芯片U5的脚6连接到芯片U1的脚47，芯片U5的脚5连接到芯

片U1的脚47，并连接到电阻R17的输出端，电阻R17的输入端接到+3.3V电源输入端。

[0026] 其中：震动提示电路8的三极管Q1的基极连接到芯片U1的脚12，并连接到电容C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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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端，三极管Q1的发射极连接到电容C1的输出端，并连接到电池BAT1的输入端，三极管Q1

的集电极连接到震动电机M的输出端，并连接到电容C2的输出端，电容C2的输入端与震动电

机M的输入端相连后接到电池BAT1的输出端。

[0027] 其中：USB接口电路9的排针CON2的脚1连接到芯片U1的脚12，排针CON2的脚2串接

电阻R11后连接到芯片U1的脚9，排针CON2的脚3串接电阻R12后连接到芯片U1的脚8。

[0028] 该视频闹钟播放器，由USB接口电路9接USB数据线的一端，USB的另一端插接手机

端或者电脑，将数据导入，传入的数据通过主控电路5存储在信息存储模块7内，导入的数据

可为录好的音视频，例如：导入的数据为早起时对自己要说的话，明确并坚定当天设定的目

标，提示到点需吃药的视频，并通过视频可提示药量，当要写作业时，视频可为提示做作业

的影像，当学习时，播出积极向上的视频，激励人坚持学习的视频；由主控电路5定时导出信

息存储模块7内存储的数据，将数据处理后传输到LCD显示屏2以及SPDIF音频模块6，将信息

通过视频模式以及音频模式播放出来；同时，对睡眠深的用户，可设定震动模式，在播放音

视频的同时，将信号传输给震动提示电路8，控制震动电机M通电工作，发出震动提示，以叫

醒用户。

[0029] 综上所述：本视频闹钟播放器，可预先将录制的视频导入信息存储模块7内，由主

控电路5导出，传输给LCD显示屏2以及SPDIF音频模块6进行播放，实现音频和视频同时播

放，并设定震动提示电路8来叫醒睡眠深的用户，整体具有强有力的提示效果，通过音频和

视频配合播放，更加生动的发出提示，激发人按照设定的目标去行动，提高效率。

[0030]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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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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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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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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