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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包含：电力输入

连接器，符合USB Type-C规格，并用于将电源供

应器提供的直流电分流成两路输出；第一电力输

出连接器，符合USB Type-C规格，电连接电力输

入连接器，以中继电力输入连接器提供的其中一

路直流电；控制器，电连接电力输入连接器以中

继电力输入连接器提供的另一路直流电并具有

符合USB Type-C/PD规格的电力协调功能；第二

电力输出连接器；及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控制

器以符合USB Type-C/PD规格的方式对第二电力

输出连接器及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协调供电，借

此，即可对众多各类型电子装置同时供应直流电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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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适用于电源供应器，所述电源供应器用于将交流电转换

为直流电，且符合USB  Type-C/PD规格，所述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包含壳体，其特征在于，所

述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还包含：

电力输入连接器，设置于所述壳体，且符合USB  Type-C规格，并且用于电连接所述电源

供应器，以接受所述电源供应器提供的直流电，再将其分流成两路输出；

第一电力输出连接器，设置于所述壳体，且符合USB  Type-C规格，并且电连接所述电力

输入连接器，以中继所述电力输入连接器提供的其中一路直流电；

控制器，设置于所述壳体内，且电连接所述电力输入连接器以中继所述电力输入连接

器提供的另一路直流电，并且具有符合USBType-C/PD规格的电力协调功能；

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设置于所述壳体，且电连接所述控制器，并且符合USB规格；及

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设置于所述壳体，且电连接所述控制器，并且符合USB规格；

所述控制器用于以符合USB  Type-C/PD规格的方式对所述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及所述

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协调供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力输入连接器为

USB  Type-C插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力输出连接器

为USB  Type-C插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

为USB  Type-C插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

为USB  Type-A插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

还包含：

第四电力输出连接器，设置于所述壳体，且电连接所述控制器，并且符合USB规格；

第五电力输出连接器，设置于所述壳体，且电连接所述控制器，并且符合USB规格；及

第六电力输出连接器，设置于所述壳体，且电连接所述控制器，并且符合USB规格；

所述控制器用于以符合USB  Type-C/PD规格的方式对所述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所述

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所述第四电力输出连接器、所述第五电力输出连接器以及所述第六

电力输出连接器协调供电。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

为USB  Type-C插座，且所述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所述第四电力输出连接器、所述第五电力

输出连接器及所述第六电力输出连接器皆为USB  Type-A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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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供电转换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直流电供电 (Power 

Delivery，PD)转换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来，由于USB  Type-C/PD规格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愈来愈多新推出的电子

装置会配备USB  Type-C插座，并以符合USB  Type-C/PD规格的电源供应器来对电子装置供

电，例如苹果公司(Apple  Inc.)便为其最新推出的笔电提供了输出功率高达87W的USB  C电

源供应器。事实上，根据最新的USB  Type-C/PD规格，其定义的最高输出功率最高可达100W，

其是对应于20V的电压及5A的电流。

[0003] 然而，使用者除了可能会使用上述新一代的USB  Type-C/PD笔电以外，也可能同时

使用其他具有Type-C插座的小型行动装置(例如手机等)，甚至也可能会有同时使用仅有

Micro  USB插座的装置的需求。在此种情况下，若使用者要同时对数种电子装置充电，一般

便是需将每一个电子装置专属的电源供应器逐一插在市电插座上，此种作法显然有其不便

的地方，特别是当出门在外，需随身携带数个各种类型的电源供应器，实在是非常麻烦与不

便。所以，有必要寻求解决方案。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适用于电源供应器，所述

电源供应器用于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且符合USB  Type-C/PD规格。所述直流电供电转换

装置包含壳体；电力输入连接器，设置于所述壳体，且符合USB  Type-C规格，并且用于电连

接所述电源供应器，以接受所述电源供应器提供的直流电，再将其分流成两路输出；第一电

力输出连接器，设置于所述壳体，且符合USB  Type-C规格，并且电连接所述电力输入连接

器，以中继所述电力输入连接器提供的其中一路直流电；控制器，设置于所述壳体内，且电

连接所述电力输入连接器以中继所述电力输入连接器提供的另一路直流电，并且具有符合

USB  Type-C/PD规格的电力协调功能；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设置于所述壳体，且电连接所

述控制器，并且符合USB规格；及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设置于所述壳体，且电连接所述控制

器，并且符合USB规格。所述控制器用于以符合USB  Type-C/PD规格的方式对所述第二电力

输出连接器及所述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协调供电。

[0005] 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所述电力输入连接器为USB  Type-C插座。

[0006] 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所述第一电力输出连接器为USB  Type-C插座。

[0007] 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所述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为USB  Type-C插座。

[0008] 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所述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为USB  Type-A插座。

[0009] 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还包含：第四电力输出连接器，设置于所述壳

体，且电连接所述控制器，并且符合USB规格；第五电力输出连接器，设置于所述壳体，且电

连接所述控制器，并且符合USB规格；及第六电力输出连接器，设置于所述壳体，且电连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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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控制器，并且符合USB规格。所述控制器用于以符合USB  Type-C/PD规格的方式对所述第

二电力输出连接器、所述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所述第四电力输出连接器、所述第五电力输

出连接器以及所述第六电力输出连接器协调供电。

[0010] 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所述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为USB  Type-C插座，

且所述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所述第四电力输出连接器、所述第五电力输出连接器及所述

第六电力输出连接器皆为USB  Type-A插座。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1)仅需以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搭配单

一电源供应器，即可对众多各类型电子装置同时供应直流电力，特别是当出门在外时，仅需

携带该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及该电源供应器，即能同时对众多电子装置供电，可免去需随

身携带数个各种类型的电源供应器的麻烦；(2)由于该电力输入连接器所输出的其中一路

直流电力是直接经由第一电力输出连接器来供应给该电子装置，而不需要经由该控制器来

协调分配电力，所以可优先选择将该第一电力输出连接器连接至需要较大电力的电子装

置，例如笔电、电视等；(3)至于该电力输入连接器所输出的另一路直流电力，由于是经由该

控制器来协调分配供电，所以能达到对众多各种类型电子装置协调供电的功效。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一立体图，说明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的实施例；及

[0013] 图2是一功能方块图，说明本实施例和一电源供应器电连接。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15] 参阅图1、2，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Power  Delivery，PD)转换装置1的实施例，适

用于从一电源供应器2接受直流电力，并可对至少一个电子装置(例如可对图2中所示的数

个电子装置91～96中的至少两个同时供电)。所述电源供应器2用于将交流电市电转换为直

流电，且符合USB  Type-C/PD规格。也就是说，在本实施例中，该电源供应器2可具有一USB 

Type-C插头，该USB  Type-C插头可插设至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1，以对该直流电

供电转换装置1供应直流电，或者，在不使用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1的情况下，该

电源供应器2的USB  Type-C插头也可直接插设至具有USB  Type-C插座的电子供电进行供

电。

[0016] 在本实施例中，该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1包含一壳体10、一电力输入连接器19、一

第一电力输出连接器11、一控制器18、一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12、一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

13、一第四电力输出连接器14、一第五电力输出连接器15，及一第六电力输出连接器16。

[0017] 该电力输入连接器19设置于所述壳体10，且符合USB  Type-C规格，并且用于电连

接所述电源供应器2，以接受所述电源供应器2提供的直流电，再将其分流成两路输出，如图

2所示。在本实施例中，该电力输入连接器19可以是例如为USB  Type-C插座，如图1所示，也

就是说，USB  Type-C插座形式的电力输入连接器19可供该电源供应器2的USB  Type-C插头

插设，使得该电源供应器2可对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1供应直流电。

[0018] 该第一电力输出连接器11设置于所述壳体10，且符合USB  Type-C规格，并且电连

接所述电力输入连接器19，以中继所述电力输入连接器19提供的其中一路直流电，如图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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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本实施例中，该第一电力输出连接器11可以是例如为USB  Type-C插座，如图1所示，也

就是说，同样具有USB  Type-C插座的电子装置91可通过USB  Type-C连接线和该第一电力输

出连接器11电连接，而从该第一电力输出连接器11取得直流电力。由于在本实施例中该电

源供应器2、该电力输入连接器19及该第一电力输出连接器11都是符合USB  Type-C/PD规

格，所以表示该电子装置91除了是具有USB  Type-C插座的手机、平板以外，也可以是具有

USB  Type-C插座的笔电、电视等，也就是说，当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1只以该第

一电力输出连接器11对一台电子装置91供应直流电时，该电子装置91可取得的电力功率最

高可达符合USB  Type-C/PD规格的100W(对应于20V的电压及5A的电流)。

[0019] 该控制器18设置于所述壳体10内，且电连接所述电力输入连接器19以中继所述电

力输入连接器19提供的另一路直流电，并且具有符合USB  Type-C/PD规格的电力协调功能。

[0020] 该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12、该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13、该第四电力输出连接器14、

该第五电力输出连接器15，及该第六电力输出连接器16，都是设置于所述壳体10，且都是电

连接所述控制器18，并且符合USB规格。所述控制器18用于以符合USB  Type-C/PD规格的方

式对所述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12、所述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13、所述第四电力输出连接器

14、所述第五电力输出连接器15以及所述第六电力输出连接器16协调供电。

[0021] 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该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12可以是例如为USB  Type-C插

座，也就是说，同样具有USB  Type-C插座的电子装置92可通过USB  Type-C连接线和该第二

电力输出连接器12电连接，而从该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12取得直流电力。由于在本实施例

中该控制器18具有符合USB  Type-C/PD规格的电力协调功能并且该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12

符合USB  Type-C/PD规格，所以表示该电子装置92除了是具有USB  Type-C插座的手机、平板

以外，也可以是具有USB  Type-C插座的笔电、电视等。

[0022] 再者，同样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该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13、该第四电力输出

连接器14、该第五电力输出连接器15及该第六电力输出连接器16皆为USB  Type-A插座。不

过，即便该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13、该第四电力输出连接器14、该第五电力输出连接器15及

该第六电力输出连接器16都是USB  Type-A插座，而该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12则是USB 

Type-C插座，由于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12、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13、第四电力输出连接器

14、第五电力输出连接器15及第六电力输出连接器16是由该控制器18来协调供电，所以即

使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12、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13、第四电力输出连接器14、第五电力输出

连接器15及第六电力输出连接器16同时分别电连接电子装置92、93、94、95及96时，电子装

置92、93、94、95及96仍皆可取得各自所需的直流电力。

[0023] 另外，需特别提出的是，虽然在上述实施例中，和该控制器18电连接的电力输出连

接器共有五个(也就是该控制器18可同时对五个电子装置92～96供电)，但是在上述实施例

的变化例中，只要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1至少包含该第二电力输出连接器12及

该第三电力输出连接器13(也就是说可省略第四电力输出连接器14、第五电力输出连接器

15及第六电力输出连接器16三者中的至少一个)，皆仍属本实用新型专利涵盖的范围内。

[002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1至少具有以下优点：仅需以本实用新

型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1，搭配单一电源供应器2，即可对众多各类型电子装置91～96同时

供应直流电力，特别是当出门在外时，仅需携带该直流电供电转换装置1及该电源供应器2，

即能同时对众多电子装置91～96供电，可免去需随身携带许多各类型的电源供应器的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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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由于该电力输入连接器19所输出的其中一路直流电力是直接经由USB  Type-C插座形式

的第一电力输出连接器11来供应给该电子装置91，而不需要经由该控制器18来协调分配电

力，所以使用者可优先选择将该第一电力输出连接器11连接至需要较大电力的电子装置

91，例如笔电、电视等；至于该电力输入连接器19所输出的另一路直流电力，由于是经由该

控制器18来协调分配供电，所以可同时对具有USB  Type-C插座的电子装置92和各具有USB 

Type-A插座的电子装置93～96供电，达到对众多各种类型电子装置同时供应直流电力的功

效；所以确实能达成本实用新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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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209375204 U

7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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