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133894.7

(22)申请日 2020.03.02

(71)申请人 桐乡佳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314503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

道凤栖西路396号

(72)发明人 沈利强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君恒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466

代理人 余威

(51)Int.Cl.

H02J 7/00(2006.01)

E04H 6/00(2006.01)

E04H 6/4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电动车的防水充电装置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蓄电池充电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用于电动车的防水充电装置及方法。该方法

中，选择在停放电动车的车库上方悬挂设置两条

平行的轨道，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横跨轨道设置

有滑动装置，且轨道上的薄金属片能够导电，滑

动装置的左右两侧采用绝缘部件连接，两侧轨道

分别连接火线和零线；滑动装置的左右两侧还分

别设置有活动接线端以及与活动接线端电连接

的导线；两侧的活动接线端分别与轨道上对应侧

的薄金属片电连接且能够与薄金属片发生相对

移动；利用导线为待充电的电动车提供电能。该

方法能够最大化利用车库的面积，并且在积水较

浅时不会因为被水淹等而发生漏电，大大提升充

电设备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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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电动车的防水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停放电动车的车库上方悬挂设置

两条平行的轨道，所述两条平行的轨道上分别沿轨道的长度方向设置有薄金属片；在两条

平行的轨道上横跨设置有滑动装置，所述滑动装置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活动接线端，两侧

的所述活动接线端分别与轨道上对应侧的薄金属片电连接且能够与薄金属片发生相对移

动；所述滑动装置的左右两侧之间采用绝缘部件连接，两侧轨道上的薄金属片分别连接火

线和零线；所述滑动装置的左右两侧还分别设置有与活动接线端电连接的导线；所述导线

悬挂在轨道的下方，利用所述导线为待充电的电动车提供电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水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两条平行的轨道上设置有多个

滑动装置，同时还设置有使各个滑动装置在轨道上错开滑动的错位装置。

3.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防水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薄金属片的厚度在

0.5-5mm范围内；所述两条平行的轨道距离地面的高度为2.5-4米；所述滑动装置上还设置

有导线收卷装置，以对导线实现收线或放线。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防水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两条平行的轨道上

还设置有防护罩，以避免外界生物或灰尘接触到薄金属片。

5.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水充电方法设计的用于电动车的防水充电装置，其特

征在于：当方法中的滑动装置选择为滑动小车，活动接线端为金属滚轮时，防水充电装置包

括悬挂在地面上方的两条平行的轨道和横跨在两条平行轨道上的滑动小车，所述两条平行

的轨道分别为左轨道和右轨道；所述滑动小车包括能驱动滑动小车移动的驱动装置、位于

左轨道上的左金属滚轮、位于右轨道上的右金属滚轮、以及连接左金属滚轮和右金属滚轮

的绝缘连接杆；所述左轨道和右轨道分别与左金属滚轮、右金属滚轮接触的表面设置有左

金属面和右金属面；所述左金属面和右金属面分别连通电源的火线和零线；所述左金属滚

轮和右金属滚轮上分别连接有导线以便于为待充电设备供电。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防水充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左轨道和右轨道的主体采用非

金属材料制备，且均呈L形；所述左轨道和右轨道各自L形的直角开口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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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电动车的防水充电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蓄电池充电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电动车的防水充电装置及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动自行车，是一种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在普通自行车的基础上，安装了电机、

控制器、蓄电池等操纵部件和显示仪表系统的机电一体化的个人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的

能源来源于蓄电池，这就决定了电动自行车需要经常充电以补充能量。现如今，由于电动自

行车的普及，这已经成为了普通老百姓在几公里至一二十公里的近距离范围内的主要交通

工具。随着电动自行车的发展，部分电动车的蓄电池是可拆卸的。在需要对蓄电池进行充电

时，可以将蓄电池拆下，拎回家充电。然而，受限于蓄电池蓄电能力，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体

积往往较大，且较沉。因此，将蓄电池拆下后带去别的地方（如家、办公室等）往往比较费劲，

也极不方便。同时，可拆卸设计的蓄电池，还容易使得蓄电池被盗。因此，越来越多的电动自

行车的蓄电池设计为不可拆卸或不易拆卸的结构，使其封装在电动自行车车体内。这就使

得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在充电时，需要将电动自行车也放置在电源处。然而，现在的小区式

楼房，寸土寸金，将电动自行车搬回家后再充电，会占用家里的空间且会将电动自行车轮胎

上的泥土等脏物带回家。因此，通常是将电动自行车放置在小区的车库等地方，利用小区设

置的充电插座进行充电，并根据充电量的多少支付费用。然而，受限于车库的大小等，当停

放多排电动自行车时，需要在车库的中间设置充电桩，这不利于车库面积的最大化使用。同

时，由于车库常常位于地下，而我国夏季时常常受到暴雨的困扰，地下车库常常会被水淹。

若充电桩进水，则会严重影响生命安全以及设备安全。

[0003] 基于上述问题，如何最大化地利用车库，并避免充电设备出现被水淹等安全隐患，

是本领域技术人员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水充电装置及方法，利用

悬挂于车库顶端的充电装置，能够最大化利用车库的面积，并且在积水较浅时不会因为被

水淹等而发生漏电，大大提升充电设备的安全性。

[0005] 一种用于电动车的防水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停放电动车的车库上方悬挂设

置两条平行的轨道，所述两条平行的轨道上分别沿轨道的长度方向设置有薄金属片；在两

条平行的轨道上横跨设置有滑动装置，所述滑动装置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活动接线端，两

侧的所述活动接线端分别与轨道上对应侧的薄金属片电连接且能够与薄金属片发生相对

移动；所述滑动装置的左右两侧之间采用绝缘部件连接，两侧轨道上的薄金属片分别连接

火线和零线；所述滑动装置的左右两侧还分别设置有与活动接线端电连接的导线；所述导

线悬挂在轨道的下方，利用所述导线为待充电的电动车提供电能。

[0006] 优选的，所述两条平行的轨道上设置有多个滑动装置，同时还设置有使各个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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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在轨道上错开滑动的错位装置。

[0007] 优选的，所述薄金属片的厚度在0.5-5mm范围内，更优选为1-3mm。选择这个厚度，

既可以实现导电功能，也不会浪费金属材料。选择耐磨的金属材料制成薄金属片，还能进一

步降低薄金属片的厚度，更加节约金属材料。

[0008] 优选的，所述滑动装置上还设置有导线收卷装置，以对导线实现收线或放线。

[0009] 优选的，所述悬挂在地面上方的两条平行的轨道距离地面的高度为2.5-4米。在这

个高度范围内，能够在对待充电设备（如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进行充电时，不妨碍人或车

在轨道下方行走等。至于轨道与待充电设备之间的距离，通过连接在左金属滚轮和右金属

滚轮上的导线传递电能。

[0010] 优选的，在所述两条平行的轨道上还设置有防护罩，以避免外界生物或灰尘等接

触到薄金属片，发生触电事故或由于灰尘积累而影响薄金属片与活动接线端的电连接。

[0011] 当上述方法中的滑动装置选择为滑动小车、活动接线端为金属滚轮时，提供一种

用于电动车的防水充电装置，包括悬挂在地面上方的两条平行的轨道和横跨在两条平行轨

道上的滑动小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两条平行的轨道分别为左轨道和右轨道；所述滑动小车

包括能驱动滑动小车移动的驱动装置、位于左轨道上的左金属滚轮、位于右轨道上的右金

属滚轮、以及连接左金属滚轮和右金属滚轮的绝缘连接杆；所述左轨道和右轨道分别与左

金属滚轮、右金属滚轮接触的表面设置有左金属面和右金属面；所述左金属面和右金属面

分别连通电源的火线和零线；所述左金属滚轮和右金属滚轮上分别连接有导线以便于为待

充电设备供电。

[0012] 优选的，所述滑动小车上还设置有导线收卷装置，以方便在需要充电时释放导线

以为待充电设备供电，在不需要充电时将导线收卷以避免导线四处悬挂，影响安全。

[0013] 优选的，所述左轨道和右轨道的主体采用非金属材料制备，且均呈L形；所述左轨

道和右轨道各自L形的直角开口相对。如此设置，只是在左轨道和右轨道上分别与左金属滚

轮和右金属滚轮接触的表面设置左金属面和右金属面，这样能够减小金属材料的使用，并

且还可以减小触电的可能性。

[0014] 优选的，所述滑动小车有多个，所述滑动小车的绝缘连接杆的中部间隔设置有左

支撑杆和右支撑杆，在所述左支撑杆的上方朝左金属滚轮方向设置有左绝缘连接片；在所

述右支撑杆的上方朝右金属滚轮方向设置有右绝缘连接片；所述左轨道和右轨道上分别间

隔一定距离设置有下沉的U形的弯折部；所述U形的弯折部的左侧面和右侧面上设置有竖向

金属面；在所述U形的弯折部的内部设置有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包括升降底板、设置在

升降底板上的活动金属面、以及驱动升降底板上下升降运动的升降动力装置；所述活动金

属面的两端与竖向金属面紧密贴合，以确保活动金属面在升降时能与所述U形的弯折部两

侧的竖向金属面电连接；所述滑动小车能够滑动至升降装置上并且左金属滚轮和右金属滚

轮分别与活动金属面接触；所述左绝缘连接片和右绝缘连接片在滑动小车移动至U形的弯

折部内并随升降装置下降时，能够分别与所述左轨道和右轨道的U形的弯折部的开口两端

搭接，以方便其余的滑动小车通过。如此设置，能够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设置多个滑动小

车，并且在滑动小车移动至相应位置后，通过升降装置下沉至U形的弯折部内，从而稳定地

为待充电设备提供电能。并且，由于左绝缘连接片和右绝缘连接片的设置，使得其余的滑动

小车能够顺利通过U性的弯折部，为其余的待充电设备提供电能。此处旋转左绝缘连接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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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绝缘连接片均是绝缘的，这是为了使左导轨和右导轨上的电需要经过活动金属面后才能

连通。

[0015] 优选的，所述升降动力装置为气缸和伸缩杆，所述伸缩杆的一端固定连接在气缸

活塞上，另一端固定连接在升降底板的下方。

[0016] 优选的，所述U形的弯折部的底部为绝缘材料制得，使得位于两侧的竖向金属面只

能通过活动金属面而实现电连接。

[0017] 优选的，所述活动金属面的两端与竖向金属面紧密贴合是通过在活动金属面的两

端设置电刷而实现的。

[0018] 优选的，所述左金属面、右金属面、活动金属面以及竖向金属面均是通过在相应位

置附加一定宽度的薄金属片而形成。

[0019] 有益效果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提供的防水充电方法，能够最大

限度地利用车库的地面面积，同时不会由于暴雨而使车库形成一定积水时而导致充电装置

漏电。一般情况下，这不会使轨道上的薄金属片接触到水，且由于位置较高，也不会对小区

内地小孩子等产生触电危险。同时，采用多个滑动小车、导轨上的U形的弯折部以及绝缘连

接片等设计，能够同时为多个待充电设备提供电能且不妨碍滑动小车的运动。这使得充电

装置可以根据待充电设备的数量而投放合适的滑动小车（一般情况下，很少出现车库所有

车位均停有待充电设备，如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的情况），避免了设置不可移动的充电桩

时需要每个车位均设置充电桩，造成资源浪费。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充电装置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充电装置中的滑动小车下沉入U形的弯折部后的示意图（未示出升

降装置等）。

[0022] 图3为左轨道（右轨道）的U形的弯折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1、左轨道；2、右轨道；3、左金属面；4、右金属面；5、左金属滚轮；6、右金

属滚轮；7、绝缘连接杆；8、左支撑杆；9、右支撑杆；10、左绝缘连接片；11、右绝缘连接片；12、

气缸；13、伸缩杆；14、升降底板；15、活动金属面；16、竖向金属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5] 实施例一：

一种用于电动车的防水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停放电动车的车库上方悬挂设置两

条平行的轨道，所述两条平行的轨道上分别沿轨道的长度方向设置有薄金属片；在两条平

行的轨道上横跨设置有滑动装置，所述滑动装置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活动接线端，两侧的

所述活动接线端分别与轨道上对应侧的薄金属片电连接且能够与薄金属片发生相对移动；

所述滑动装置的左右两侧之间采用绝缘部件连接，两侧轨道上的薄金属片分别连接火线和

零线；所述滑动装置的左右两侧还分别设置有与活动接线端电连接的导线；所述导线悬挂

在轨道的下方，利用所述导线为待充电的电动车提供电能。所述两条平行的轨道上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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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滑动装置，同时还设置有使各个滑动装置在轨道上错开滑动的错位装置。所述薄金属

片的厚度在0.5-5mm范围内，更优选为1-3mm。选择这个厚度，既可以实现导电功能，也不会

浪费金属材料。选择耐磨的金属材料制成薄金属片，还能进一步降低薄金属片的厚度，更加

节约金属材料。

[0026] 所述滑动装置上还设置有导线收卷装置，以对导线实现收线或放线。

[0027] 所述悬挂在地面上方的两条平行的轨道距离地面的高度为2.5-4米。在这个高度

范围内，能够在对待充电设备（如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进行充电时，不妨碍人或车在轨道

下方行走等。至于轨道与待充电设备之间的距离，通过连接在左金属滚轮5和右金属滚轮6

上的导线传递电能。

[0028] 在所述两条平行的轨道上还设置有防护罩，以避免外界生物或灰尘等接触到薄金

属片，发生触电事故或由于灰尘积累而影响薄金属片与活动接线端的电连接。

[0029] 实施例二：

当上述方法中的滑动装置选择为滑动小车、活动接线端为金属滚轮时，在实施例一的

基础上，还提供一种用于电动车的防水充电装置，参见图1-3，包括悬挂在地面上方的两条

平行的轨道和横跨在两条平行轨道上的滑动小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两条平行的轨道分别

为左轨道1和右轨道2；所述滑动小车包括能驱动滑动小车移动的驱动装置、位于左轨道1上

的左金属滚轮5、位于右轨道2上的右金属滚轮6、以及连接左金属滚轮5和右金属滚轮6的绝

缘连接杆7；所述左轨道1和右轨道2分别与左金属滚轮5、右金属滚轮6接触的表面设置有左

金属面3和右金属面4；所述左金属面3和右金属面4分别连通电源的火线和零线；所述左金

属滚轮5和右金属滚轮6上分别连接有导线以便于为待充电设备供电。

[0030] 所述滑动小车上还设置有导线收卷装置，以方便在需要充电时释放导线以为待充

电设备供电，在不需要充电时将导线收卷以避免导线四处悬挂，影响安全。

[0031] 所述左轨道1和右轨道2的主体采用非金属材料制备，且均呈L形；所述左轨道1和

右轨道2各自L形的直角开口相对。如此设置，只是在左轨道1和右轨道2上分别与左金属滚

轮5和右金属滚轮6接触的表面设置左金属面3和右金属面4，这样能够减小金属材料的使

用，并且还可以减小触电的可能性。

[0032] 所述滑动小车有多个，所述滑动小车的绝缘连接杆7的中部间隔设置有左支撑杆8

和右支撑杆9，在所述左支撑杆8的上方朝左金属滚轮5方向设置有左绝缘连接片10；在所述

右支撑杆9的上方朝右金属滚轮6方向设置有右绝缘连接片11；所述左轨道1和右轨道2上分

别间隔一定距离设置有下沉的U形的弯折部；所述U形的弯折部的左侧面和右侧面上设置有

竖向金属面16；在所述U形的弯折部的内部设置有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包括升降底板

14、设置在升降底板14上的活动金属面15、以及驱动升降底板14上下升降运动的升降动力

装置；所述活动金属面15的两端与竖向金属面16紧密贴合，以确保活动金属面15在升降时

能与所述U形的弯折部两侧的竖向金属面16电连接；所述滑动小车能够滑动至升降装置上

并且左金属滚轮5和右金属滚轮6分别与活动金属面15接触；所述左绝缘连接片10和右绝缘

连接片11在滑动小车移动至U形的弯折部内并随升降装置下降时，能够分别与所述左轨道1

和右轨道2的U形的弯折部的开口两端搭接，以方便其余的滑动小车通过。如此设置，能够在

两条平行的轨道上设置多个滑动小车，并且在滑动小车移动至相应位置后，通过升降装置

下沉至U形的弯折部内，从而稳定地为待充电设备提供电能。并且，由于左绝缘连接片1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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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绝缘连接片11的设置，使得其余的滑动小车能够顺利通过U性的弯折部，为其余的待充电

设备提供电能。此处旋转左绝缘连接片10和右绝缘连接片11均是绝缘的，这是为了使左导

轨和右导轨上的电需要经过活动金属面15后才能连通。

[0033] 升降动力装置为气缸12和伸缩杆13（图3），所述伸缩杆13的一端固定连接在气缸

12活塞上，另一端固定连接在升降底板14的下方。所述U形的弯折部的底部为绝缘材料制

得，使得位于两侧的竖向金属面16只能通过活动金属面15而实现电连接。所述活动金属面

15的两端与竖向金属面16紧密贴合是通过在活动金属面15的两端设置电刷而实现的。所述

左金属面3、右金属面4、活动金属面15以及竖向金属面16均是通过在相应位置附加一定宽

度的薄金属片而形成。

[0034]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地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

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

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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