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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无线充电宝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无线充电宝，所述无

线充电宝包括主体和壳体，所述主体固定于壳体

内部。所述壳体包括上盖和下壳，所述上盖设置

有可拆卸的功能层，所述功能层包括叠加设置的

吸附层和导热层。吸附层通过吸附作用将无线充

电宝的壳体和被充电设备固定在一起，便于携

带；导热层将充放电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及时导出

增加无线充电宝电池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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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充电宝包括主体和壳体，所述主体固定于壳

体内部；所述壳体包括上盖和下壳，上盖和下壳固定形成容置空间，所述主体固定于容置空

间中，所述上盖设置有可拆卸的功能层；所述功能层包括依次叠加设置在所述上盖之上的

导热层和吸附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包括电能源装置及与所述电

能源装置电性连接的发射线圈，所述发射线圈设置于所述功能层的正投影区域之内且紧挨

所述上盖朝向下壳的一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能源装置为镍氢电池、镍铬电

池、铅酸电池或锂离子电池中的任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层固定于所述上盖且高出上

盖上表面的高度为H，H的范围为1-2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在功能层的正投影位置设置

凹槽，所述功能层通过卡接或贴合方式固定在所述凹槽中，并相对于所述凹槽可拆卸。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在功能层的正投影位置设有

通孔，所述功能层朝向下盖方向设置卡块，所述通孔边缘设置卡洞，通过卡块和卡洞的扣合

将功能层固定于所述上盖，实现可拆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层和吸附层之间通过粘合层

粘合成一体式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7所述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附层为软质硅胶

材料层、吸附树脂层、聚丙烯酰胺层、橡胶层或环氧树脂层中的单层或多层。

9.根据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7所述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层为添加有导

热填料的界面导热材料层，包括导热硅脂层、导热硅胶片层导热橡胶层的单层或多层；其

中，所述导热填料为纳米或亚微米结构的固体颗粒，包括：二氧化硅、氧化硼、氧化铝、金刚

石、氮化硼、银、铜、金、镍、镁或铁中的一种或多种。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还包括彼此电性连接的电

路板、电源指示灯、充电接口和电源开关；其中，所述充电接口为安卓、苹果或Type-C的任一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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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线充电宝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充电领域，尤其是一种无线充电宝。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移动电子设备成了生活中的必须

品，但是现有移动电子设备的电池容量远不能满足应用需求，需要及时的能量供给。充电宝

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它是可以直接给移动电子设备充电且自身具有储电单元的装置。充

电宝历经几代产品更替发展为现在的无线充电宝。

[0003] 可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无线充电宝，出于对距离和充电效率平衡的考虑，被充

电设备需紧挨无线充电宝，如果离的远就会影响充电效率甚至充不了电。充电时无线充电

宝和移动电子设备只能放置于平台处进行静置充电，若要移动，必须手持或采用夹具夹持

将两者紧挨在一起，操作不便。而且，现有的无线充电宝采用二次电池供电，其自身充放电

过程中会放出大量的热，这些热量如不及时导出将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甚至会引起爆

炸。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亟待提供一款新型的无线充电宝。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无线充电宝充电时携带不方便，以及充放电过程中热量难以及时导出的

问题，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无线充电宝。

[0006]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技术方案是：一种无线充电宝，所述

无线充电宝包括主体和壳体，所述主体固定于壳体内部；所述壳体包括上盖和下壳，上盖和

下壳固定形成容置空间，所述主体固定于容置空间中，所述上盖设置有可拆卸的功能层；所

述功能层包括依次叠加设置在所述上盖之上的导热层和吸附层。

[0007] 优选地，所述主体包括电能源装置及与所述电能源装置电性连接的发射线圈，所

述发射线圈设置于所述功能层的正投影区域之内且紧挨所述上盖朝向下壳的一面。

[0008] 优选地，所述电能源装置为镍氢电池、镍铬电池、铅酸电池或锂离子电池中的任一

种。

[0009] 优选地，所述功能层固定于所述上盖且高出上盖上表面的高度为H，H的范围为1-

2mm。

[0010] 优选地，所述上盖在功能层的正投影位置设置凹槽，所述功能层通过卡接或贴合

方式固定在所述凹槽中，并相对于所述凹槽可拆卸。

[0011] 优选地，所述上盖在功能层的正投影位置设有通孔，所述功能层朝向下盖方向设

置卡块，所述通孔边缘设置卡洞，通过卡块和卡洞的扣合将功能层固定于所述上盖，实现可

拆卸连接。

[0012] 优选地，所述导热层和吸附层之间通过粘合层粘合成一体式结构。

[0013] 优选地，所述吸附层为软质硅胶材料层、吸附树脂层、聚丙烯酰胺层、橡胶层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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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树脂层中的单层或多层。

[0014] 优选地，所述导热层为添加有导热填料的界面导热材料层，包括导热硅脂层、导热

硅胶片层导热橡胶层的单层或多层；其中，所述导热填料为纳米或亚微米结构的固体颗粒，

包括：二氧化硅、氧化硼、氧化铝、金刚石、氮化硼、银、铜、金、镍、镁或铁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5] 优选地，所述主体还包括彼此电性连接的电路板、电源指示灯、充电接口和电源开

关；其中，所述充电接口为安卓、苹果或Type-C的任一种。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无线充电宝，

该无线充电宝设置可拆卸的功能层，该功能层包括吸附层和导热层。吸附层通过吸附作用

将无线充电宝和被充电设备固定在一起，便于携带；导热层界面导热材料层，并通过添加导

热填料增强导热效果，能将充放电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及时导出增加电池的使用寿命。功能

层紧挨发射线圈安装，且采用薄层结构设计，吸附层吸附被充电设备后，并未增大被充电设

备和无线充电宝发射线圈的距离保证充电效率。可拆卸设计方便吸附层的及时清理，保持

吸附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无线充电宝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无线充电宝整体结构爆炸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无线充电宝之功能层与上盖之间的配合关系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无线充电宝的右视图；

[0021] 图5是本实用新型无线充电宝图4A处放大图；

[0022] 图6是本实用新型无线充电宝之功能层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是本实用新型无线充电宝之主体爆炸图。

[0024] 附图标记：

[0025] 10、无线充电宝；1、主体；4、壳体；2、上盖；3、下壳；11、电能源装置；12、发射线圈；

13、电路板；14、电源开关；15、充电接口；16、电源指示灯；21、功能层；22、第一卡接部；23、卡

洞；24、通孔；211、吸附层；212、导热层；213、粘合层；214、卡块；2121、导热填料；32、第二卡

接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实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7]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无线充电宝10，请参阅图1和图2，所述无线充电宝10包

括主体1和壳体4，所述主体1位于壳体4内部；所述壳体4包括上盖2和下壳3，所述上盖2和下

壳3分别设置相互配合的第一卡接部22和第二卡接部32，上盖2和下壳3通过所述第一卡接

部22与第二卡接部32扣合形成具有容置空间的壳体4并将所述主体1固定于容置空间内。

[0028] 请参阅图3，所述上盖2设有功能层21和与所述功能层21正投影位置匹配设置的通

孔24；所述功能层21朝向下壳3方向设置卡块214，所述通孔24边缘设置卡洞23，通过卡块

214和卡洞23的扣合将功能层21固定于所述上盖2，实现可拆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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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本实用新型的其他实施例中提供的无线充电宝10上盖2设有功能层21和与所述功

能层21正投影位置匹配设置的凹槽(未图示)，所述功能层21通过卡接或贴合(未图示)方式

固定在所述凹槽中，并相对于凹槽可拆卸。

[0030] 如图4及图5所示，所述功能层21安装于所述上盖2且高出上盖2上表面(本实用新

型中所提及的“上”、“下”等位置词为指定视图上的相对位置，而非绝对位置，可以理解图4

中视图平面内旋转180°，则位置词“上”应该替换为“下”)的高度为H，H的范围为0.5-2mm。

[0031] 所述功能层21为圆形、方形(未图示)、菱形(未图示)、椭圆形(未图示)或不规则图

形中任一形状。

[0032] 请继续参阅图3及图6，所述功能层21包括依次叠加设置在所述上盖2之上的导热

层212和吸附层211；所述导热层212和吸附层211之间通过粘合层213粘合成一体式结构；优

选地，所述导热层212中均匀分散有纳米结构的导热填料2121。

[0033] 优选地，所述吸附层211为软质的硅胶材料层、吸附树脂层、聚丙烯酰胺层、橡胶层

或环氧树脂层中单层或多层。优选地，所述导热层212为添加有导热填料2121的界面导热材

料层，包括导热硅脂层、导热硅胶片层导热橡胶层的单层或多层；其中，所述导热填料为纳

米或亚微米结构的固体颗粒，包括：二氧化硅颗粒、氧化硼颗粒、氧化铝颗粒、金刚石颗粒、

氮化硼颗粒、银颗粒、铜颗粒、金颗粒、镍颗粒、镁颗粒或铁颗粒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4] 请参阅图2及图7，主体1包括电能源装置11及与所述电能源装置11电性连接的发

射线圈12，所述发射线圈12紧挨所述上盖2朝向下壳3的一面安装，且设置于所述功能层21

的正投影区域之内。

[0035] 所述主体1还包括彼此具有电性连接的电路板13、电源开关14、充电接口15和电源

指示灯16；其中，所述电能源装置11为镍氢电池、镍铬电池、铅酸电池或锂离子电池中的任

一种；所述充电接口15为安卓、苹果或Type-C的任一种。

[0036] 可以理解，上盖是相对下壳而言的元器件，可以理解两者名称可以置换，如功能层

也可以认为是设置在下壳上。

[003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无线充电宝,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0038] (1)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无线充电宝，设置有功能层，功能层包括吸附层和导热

层。吸附层的吸附作用将无线充电宝和被充电设备固定在一起，便于携带；导热层能将锂电

池充放电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及时导出，增加电池的使用寿命。

[0039] (2)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无线充电宝，设置的功能层紧挨发射线圈安装，且采用

薄层结构设计，吸附层吸附被充电设备后，并未增大被充电设备和无线充电宝发射线圈的

距离保证充电效率。

[0040] (3)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无线充电宝，功能设备通过卡接或贴附实现可拆卸式

安装，方便及时更换和维护。

[0041] (4)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无线充电宝，吸附层采用的主要材料是硅胶材料，无毒

无害，方便清洗和维护。

[0042] (5)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无线充电宝，导热层采用界面导热材料层，可以填补发

射线圈和吸附层之间产生的空隙及其表面凹凸不平的孔洞，减少传热接触电阻，提高无线

充电宝的散热性能。

[0043] (6)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无线充电宝，导热层采用界面导热材料层中添加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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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或亚微米的导热填料，增加导热效果。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

用新型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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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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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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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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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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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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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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