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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

(57)摘要

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

位器，其包括GSM/GPS信号模块、磁铁吸合插拔结

构和若干个不同容量的电池模块，所述磁铁吸合

插拔结构包括第一连接组件和第二连接组件，所

述第一连接组件与第二连接组件相适配且可拆

卸式连接，所述GSM/GPS信号模块设置在第一连

接组件上，每个不同容量的电池模块上均设置有

第二连接组件，且所述电池模块和GSM/GPS信号

模块通过第一连接组件和第二连接组件电连接。

该装置将电池模块与GSM/GPS信号模块分开设

置，并利用插拔结构将二者磁力吸合连接，使

GSM/GPS信号模块可以选择性替换不同容量的电

池模块，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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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其特征在于其包括GSM/GPS信号模

块、磁铁吸合插拔结构和电池模块，所述磁铁吸合插拔结构包括第一连接组件和第二连接

组件，所述第一连接组件与第二连接组件相适配且可拆卸式连接，所述GSM/GPS信号模块设

置在第一连接组件上，所述电池模块上设置有第二连接组件，且所述电池模块和GSM/GPS信

号模块通过第一连接组件和第二连接组件电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连接组件包括第一壳体和两个通电触点，所述GSM/GPS信号模块设置在第一壳体内，

所述两个通电触点与GSM/GPS信号模块电连接且伸出第一壳体的表面。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二连接组件包括第二壳体和两根可伸缩顶针，所述第二壳体与第一壳体相适配，所述

电池模块设置在第二壳体内，所述两根可伸缩顶针分别与电池模块的正负极相连接，且所

述两根可伸缩顶针与第一壳体两个通电触点相适配且对应设置。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壳体内设置有第一磁铁，所述第二壳体内设置有第二磁铁，且所述第一磁铁和第二

磁铁对应设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壳体的底部设置有凸台，所述两个通电触点露出凸台的表面，所述第二壳体的顶部

设置有凹槽，所述两根可伸缩顶针伸出凹槽外，且所述凸台与凹槽相适配。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均呈矩形设置。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GSM/GPS信号模块包括第一PCB板，开关按键、指示灯和USB接口，所述第一PCB板设置在第

一壳体内，所述开关按键、指示灯和USB接口均与第一PCB板电连接，所述指示灯指示GSM/

GPS信号模块的工作状态，所述开关按键设置在第一外壳的顶部，所述指示灯和USB接口分

别设置在第一外壳的左右两端。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电池模块包括第二PCB板、充电端口和电池，所述电池和充电端口均与第二PCB板电连接，

所述充电端口设置在第二壳体的左/右端。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二壳体包括上盖和下盖，所述上盖和下盖相适配且围合形成容纳电池模块的空腔，所

述上盖与第一壳体的底部相适配且可拆卸式连接，且不同容量的电池模块所对应的下盖规

格不同，上盖与下盖围合形成的空腔大小也不同。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池模块的电池的容量包括但不限于1000mah、3000mah和6000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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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子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

的GPS定位器。

背景技术

[0002] GPS定位器是内置了GPS模块和移动通信模块的终端，用于将GPS模块获得的定位

数据通过移动通信模块(gsm/gprs网络)传至Internet上的一台服务器上，从而可以实现在

电脑或APP上查询终端位置。普遍应用于儿童和老人的行踪掌控，公路巡检，贵重货物跟踪，

追踪与勤务派遣，私人侦探工具，个人财物跟踪，宠物跟踪，野生动物追踪，货运业，汽车防

盗，自行车防盗，电动车防盗，摩托车防盗，银行运钞车，军警演习操控，检调追踪，公务车管

理等。但现有的GPS定位器的电池是不可拆卸的，受电源限制而无法长时间持续工作。

[0003] 现有技术中公开了一种太阳能GPS定位器(申请号：201320341609.6)，它包括内置

GPS模块、移动通信模块、电池模块的定位器本体，定位器本体外壳设有太阳能接收板，太阳

能接收板通过光电转换器连接电池模块。该太阳能GPS定位器采用太阳能为本设备提供电

源，可以长时间持续工作，适合在野外恶劣环境下使用。

[0004] 在该技术方案中，GPS定位器的电池容量保持固定不变，其体积也不改变，采用外

设太阳能接受板，再通过光电转换器与电池连接，进而给电池充电。而GPS定位器在不同的

使用场合所需要的电池续航能力不同，电池容量越大，电池的体积越大，GPS定位器的体积

也越大，使用者需要购买不同大小的GPS定位器才能适配不同的应用场景，会给使用者带来

了一定的困扰。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技术方案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

GPS定位器，将电池模块与GSM/GPS信号模块分开设置，并利用磁铁吸合插拔结构将二者电

性连接，使GSM/GPS信号模块可以选择性替换不同容量的电池模块。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

[0007] 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其特征在于其包括GSM/GPS信号

模块、磁铁吸合插拔结构和电池模块，所述磁铁吸合插拔结构包括第一连接组件和第二连

接组件，所述第一连接组件与第二连接组件相适配且可拆卸式连接，所述GSM/GPS信号模块

设置在第一连接组件上，电池模块上设置有第二连接组件，且所述电池模块和GSM/GPS信号

模块通过第一连接组件和第二连接组件电连接。

[0008] 进一步，所述第一连接组件包括第一壳体和两个通电触点，所述GSM/GPS信号模块

设置在第一壳体内，所述两个通电触点与GSM/GPS信号模块电连接且伸出第一壳体的表面。

[0009] 进一步，所述第二连接组件包括第二壳体和两根可伸缩顶针，所述第二壳体与第

一壳体相适配，所述电池模块设置在第二壳体内，所述两根可伸缩顶针分别与电池模块的

正负极相连接，且所述两根可伸缩顶针与两个通电触点相适配且对应设置。当第一壳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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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壳体相连接时，所述两根可伸缩顶针恰好与两个通电触点相连接，即可使GSM/GPS信号

模块与电池模块相互通电。

[0010] 进一步，所述第一壳体内设置有第一磁铁，所述第二壳体内设置有第二磁铁，且所

述第一磁铁和第二磁铁对应设置。通过在第一壳体内设置第一磁铁，在第二壳体内设置第

二磁铁，可利用磁吸作用将GSM/GPS信号模块与电池模块紧密连接在一起，二者不易脱离并

接触通电。

[0011] 进一步，所述第一壳体的底部设置有凸台，所述两个通电触点露出凸台的表面，所

述第二壳体的的顶部设置有凹槽，所述两根可伸缩顶针伸出凹槽外，且所述凸台与凹槽相

适配。利用凸台和凹槽互相吻合的设计，使第一外壳与第二外壳更容易对位安装，且加强其

连接的稳定性，二者不易脱离。

[0012] 进一步，所述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均呈矩形设置。第一壳体与第二壳体均呈矩形

设置，即整个装置的形状为矩形，外观简洁大方，也利于生产加工。

[0013] 进一步，所述GSM/GPS信号模块包括第一PCB板，开关按键、指示灯和USB接口，所述

第一PCB板设置在第一壳体内，所述开关按键、指示灯和USB接口均与第一PCB板电连接，所

述指示灯指示GSM/GPS信号模块的工作状态，所述开关按键设置在第一外壳的顶部，所述指

示灯和USB接口分别设置在第一外壳的左右两端。将开关按键设置在第一外壳的顶部，利于

使用者按压开关按键，指示灯仅对本装置是否处于工作状态起到指示的作用，USB接口是用

于对GSM/GPS信号模块的数据进行传输，将其设置在侧边，安排设计更加合理。

[0014] 进一步，所述电池模块包括第二PCB板、充电端口和电池，所述电池和充电端口均

与第二PCB板电连接，所述充电端口设置在第二壳体的左/右端。通过端口可对电池进行反

复充电，增加电池模块的使用寿命。

[0015] 进一步，所述第二壳体包括上盖和下盖，所述上盖和下盖相适配且围合形成容纳

电池模块的空腔，所述上盖与第一壳体的底部相适配且可拆卸式连接，且不同容量的电池

模块所对应的下盖规格不同，上盖与下盖围合形成的空腔大小也不同。因上盖需要与第一

壳体的形状相适配，上盖的形状保持不变，可通过改变下盖的形状改变容纳电池模块的空

腔大小，在实际应用中，可将下盖的基本形状保持不变，并将其从纵向方向延伸，以使空腔

增大，容纳较大容量、较大体积的电池。

[0016] 进一步，所述电池模组的电池的容量包括1000mah、3000mah和6000mah。设置多种

规格的电池容量，便于使用者根据不用的使用场合替换不同容量的电池模块。

[0017] 本申请的优势在于，该装置将电池模块与GSM/GPS信号模块分开设置，并利用磁铁

吸合插拔结构将二者电性连接，使GSM/GPS信号模块可以选择性替换不同容量的电池模块，

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的爆炸图。

[0019] 图2是电池容量为1000mah的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的结构示

意图。

[0020] 图3是电池容量为3000mah的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的结构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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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4是电池容量为6000mah的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的结构示

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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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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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3] 参照图1-4。

[0024] 一种具有模块化磁铁吸合插拔结构的GPS定位器，其特征在于其包括GSM/GPS信号

模块1、磁铁吸合插拔结构和若干个不同容量的电池模块2，磁铁吸合插拔结构包括第一连

接组件3和第二连接组件4，第一连接组件3与第二连接组件4相适配且可拆卸式连接，GSM/

GPS信号模块1设置在第一连接组件3上，每个不同容量的电池模块2上均设置有第二连接组

件4，且电池模块2和GSM/GPS信号模块1通过第一连接组件3和第二连接组件4电连接。

[0025]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连接组件3包括第一壳体31和两个通电触点32，GSM/GPS信号

模块1设置在第一壳体31内，且两个通电触点32与GSM/GPS信号模块1电连接且伸出第一壳

体31的表面。

[0026] 在本实施例中，第二连接组件4包括第二壳体41和两根可伸缩顶针42，第二壳体41

与第一壳体31相适配，电池模块2设置在第二壳体41内，两根可伸缩顶针42分别与电池模块

2的正负极相连接，且两根可伸缩顶针42与两个通电触点32相适配且对应设置。当第一壳体

31与第二壳体41相连接时，两根可伸缩顶针42恰好与两个通电触点32相连接，即可使GSM/

GPS信号模块1与电池模块2相互通电。

[0027]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壳体31内设置有第一磁铁33，第二壳体42内设置有第二磁铁

43，且第一磁铁33和第二磁铁43对应设置。通过在第一壳体31内设置第一磁铁33，在第二壳

体41内设置第二磁铁43，可利用磁吸作用将GSM/GPS信号模块1与电池模块2紧密连接在一

起，二者不易脱离并接触通电。

[0028]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壳体31的底部设置有凸台34，两个通电触点42露出凸台34的

表面，第二壳体41的的顶部设置有凹槽44，两根可伸缩顶针42伸出凹槽44外，且凸台34与凹

槽44相适配。利用凸台34和凹槽44互相吻合的设计，使第一外壳31与第二外壳41更容易对

位安装，且加强其连接的稳定性，二者不易脱离。

[0029]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壳体31和第二壳体41均呈矩形设置。第一壳体31与第二壳体

42均呈矩形设置，即整个装置的形状为矩形，外观简洁大方，也利于生产加工。

[0030] 在本实施例中，GSM/GPS信号模块1包括第一PCB板11，开关按键12、指示灯13和USB

接口14，第一PCB板11设置在第一壳体内31，开关按键12、指示灯13和USB接口14均与第一

PCB板11电连接，指示灯13指示GSM/GPS信号模块的工作状态，开关按键12设置在第一外壳

31的顶部，指示灯13和USB接口14分别设置在第一外壳31的左右两端。将开关按键12设置在

第一外壳31的顶部，利于使用者按压开关按键12，指示灯14仅对本装置是否处于工作状态

起到指示的作用，USB接口14是用于对GSM/GPS信号模块1的数据进行传输，将其设置在侧

边，安排设计更加合理。

[0031] 在本实施例中，电池模块2包括第二PCB板21、充电端口22和电池23，电池23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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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22均与第二PCB板21电连接，充电端口22设置在第二壳体41的左/右端。通过充电端口

22可对电池进行反复充电，增加电池模块2的使用寿命。

[0032] 在本实施例中，第二壳体41包括上盖411和下盖412，上盖411和下盖412相适配且

围合形成容纳电池模块2的空腔，上盖411与第一壳体31的底部相适配且可拆卸式连接，且

不同容量的电池模块2所对应的下盖412规格不同，上盖411与下盖412围合形成的空腔大小

也不同。因上盖411需要与第一壳体31的形状相适配，上盖411的形状保持不变，可通过改变

下盖412的形状改变容纳电池模块2的空腔大小，在实际应用中，可将下盖412的基本形状保

持不变，并将其从纵向方向延伸，以使空腔增大，容纳较大容量、较大体积的电池。

[0033] 在本实施例中，电池模组2的电池23的容量包括但不限于1000mah、3000mah和

6000mah。设置多种规格的电池容量，便于使用者根据不用的使用场合替换不同容量的电池

模块。

[0034] 本申请的优势在于，该装置将电池模块与GSM/GPS信号模块分开设置，并利用磁铁

吸合插拔结构将二者电性连接，使GSM/GPS信号模块可以选择性替换不同容量的电池模块。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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