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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式充电器插头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便携式充电器插头，

包括：插头本体，其一侧设有两个并排设置的插

脚槽，顶端设有夹板槽，以及表面设有用于放置

数据线的线槽；USB接口，其设置在所述插头本体

另一侧，与所述插头本体相连，用于连接手机；插

脚，其设置在所述插脚槽上，与所述插头本体相

连，所述插脚可折叠；以及夹板，其设置在所述夹

板槽上，用于夹住固定手机，所述夹板可活动。采

用上述设计，使得充电器插头可折叠，数据线可

收纳，充电时可安稳放置手机，还可观察充电状

态是否正常，且可避免孩子误触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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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式充电器插头，其特征在于，所述便携式充电器插头包括：

插头本体，其一侧设有两个并排设置的插脚槽，顶端设有夹板槽，以及表面设有用于放

置数据线的线槽；

USB接口，其设置在所述插头本体另一侧，与所述插头本体相连，用于连接手机；

插脚，其设置在所述插脚槽上，与所述插头本体相连，所述插脚可折叠；以及

夹板，其设置在所述夹板槽上，用于夹住固定手机，所述夹板可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充电器插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头本体包括设置在其

内部的充电模块，所述USB接口和所述插脚分别与所述充电模块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充电器插头，其特征在于，所述USB接口设有两个，所述

两个USB接口并排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便携式充电器插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插脚包括：

设置在所述插脚槽上，与所述充电模块相连的连接座，所述连接座有两个；以及

设置在所述连接座上，用于与电源相连的脚体，所述脚体有两个。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充电器插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线槽设有两个，其环绕

设置在所述插头本体的外壳表面，所述两个线槽并排设置，所述线槽截面呈圆弧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充电器插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夹板呈U 型，其包括：

两块并排设置的插板，所述插板分别为第一插板和第二插板；以及

设置在所述两块插板之间，连接所述两块插板的挡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便携式充电器插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插板与所述插头本

体之间设有弹簧，所述第一插板可插入可拉出所述夹板槽，所述第二插板可固定手机。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便携式充电器插头，其特征在于，所述便携式充电器插头还设

有指示灯，其设置在所述插头本体上，与所述充电模块相连，用于观察充电状态。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8352660 U

2



一种便携式充电器插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充电器插头，特别是涉及一种便携式充电器插头。

背景技术

[0002] 充电器，英文名称Charger。通常指的是一种将交流电转换为低压直流电的设备。

充电器在各个领域用途广泛，特别是在生活领域被广泛用于手机、相机等等常见电器。充电

器是采用电力电子半导体器件，将电压和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的一种静止

变流装置。在以蓄电池为工作电源或备用电源的用电场合，充电器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充

电器按设计电路工作频率可分为工频机和高频机，按使用方式可分为普通充电器、蓄电池

充电器、太阳能充电器和手摇充电器等。充电器在各个领域用途广泛，特别是在生活领域被

广泛用于手机、相机等常见电器。手机充电器大致可以分为旅行充电器、座式充电器和维护

型充电器，一般用户接触的主要是前面两种。

[0003] 目前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充电器插头功能较为单一，或是插头不能折叠，或是数据

线不能收纳显得凌乱，或是不能直观的知道充电状态，甚至不能在充电器插头上放置充电

的手机，孩子误触造成伤害。因为，亟需设计一种功能比较齐全，能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且

可安全使用的充电器插头来满足市场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充电器插头功能较为单一，或是插头不能折叠，或是数据线不

能收纳显得凌乱，或是不能直观的知道充电状态，甚至不能在充电器插头上放置充电的手

机，孩子误触造成伤害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便携式充电器插头。

[0005] 本实用新型为达到上述技术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便携式充电器插头，

其特征在于，所述便携式充电器插头包括：

[0006] 插头本体，其一侧设有两个并排设置的插脚槽，顶端设有夹板槽，以及表面设有用

于放置数据线的线槽；

[0007] USB接口，其设置在所述插头本体另一侧，与所述插头本体相连，用于连接手机；

[0008] 插脚，其设置在所述插脚槽上，与所述插头本体相连，所述插脚可折叠；以及

[0009] 夹板，其设置在所述夹板槽上，用于夹住固定手机，所述夹板可活动。

[0010]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插头本体包括设置在其内部的充电模块，所述USB  接口和

所述插脚分别与所述充电模块相连。

[001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USB接口设有两个，所述两个USB接口并排设置。

[0012]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插脚包括：

[0013] 设置在所述插脚槽上，与所述充电模块相连的连接座，所述连接座有两个；以及

[0014] 设置在所述连接座上，用于与电源相连的脚体，所述脚体有两个。

[001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线槽设有两个，其环绕设置在所述插头本体的外壳表面，所

述两个线槽并排设置，所述线槽截面呈圆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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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夹板呈U型，其包括：

[0017] 两块并排设置的插板，所述插板分别为第一插板和第二插板；以及

[0018] 设置在所述两块插板之间，连接所述两块插板的挡板。

[001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插板与所述插头本体之间设有弹簧，所述第一插板可

插入可拉出所述夹板槽，所述第二插板可固定手机。

[0020]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便携式充电器插头还设有指示灯，其设置在所述插头本体

上，与所述充电模块相连，用于观察充电状态。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相较于现有技术，该方案包括插头本体，其

一侧设有两个并排设置的插脚槽，顶端设有夹板槽，以及表面设有用于放置数据线的线槽；

USB接口，其设置在所述插头本体另一侧，与所述插头本体相连，用于连接手机；插脚，其设

置在所述插脚槽上，与所述插头本体相连，所述插脚可折叠；以及夹板，其设置在所述夹板

槽上，用于夹住固定手机，所述夹板可活动。采用上述设计，使得充电器插头可折叠，数据线

可收纳，充电时可安稳放置手机，还可观察充电状态是否正常，且可避免孩子误触造成伤

害。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实用新型插头本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前视图；

[0028]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后视图；

[0029] 图8为本实用新型夹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

[0031] 10、插头本体，11、插脚槽，12、线槽，13、夹板槽

[0032] 20、插脚

[0033] 30、夹板

[0034] 40、USB接口

[0035] 50、指示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所实现目的及效果，以下结合实施

方式并配合附图详予说明。

[0037] 如图1-8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便携式充电器插头，其特征在于，所述便携

式充电器插头包括：

[0038] 插头本体，其一侧设有两个并排设置的插脚槽11，顶端设有夹板槽13，以及表面设

有用于放置数据线的线槽12；

[0039] USB接口40，其设置在所述插头本体另一侧，与所述插头本体相连，用于连接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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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插脚20，其设置在所述插脚槽11上，与所述插头本体相连，所述插脚20  可折叠；以

及

[0041] 夹板30，其设置在所述夹板槽13上，用于夹住固定手机，所述夹板30可活动。

[0042] 具体的，一般电子产品的连接头(Connector)与电气用品插销(Pin)，称为插头。家

用交流电源插头与插座，有棒状或铜板状突出的公接头，以物理方式插入有插槽或凹洞的

母接头型的电源插座。尺寸是关系到插头插座和转换器能否安全使用、是否满足通用互换

性要求以避免误插入的一项重要技术要求。尺寸不合格会影响用户使用或产生接触不良、

误插入等隐患，轻则使设备损坏，重则会产生火灾和触电事故。

[0043] USB接口，即通用串行总线(英语:Universal  Serial  Bus，缩写:USB)是连接计算

机系统与外部设备的一种串口总线标准，也是一种输入输出接口的技术规范，被广泛地应

用于个人电脑和移动设备等信息通讯产品，并扩展至摄影器材、数字电视(机顶盒)、游戏机

等其它相关领域。最新一代是USB  3.1，传输速度为  10Gbit/s，三段式电压5V/12V/20V，最

大供电100W，新型Type  C插型不再分正反。

[0044] 在本实施例里，将手机通过数据线插入USB接口40与充电器插头连接，再将插脚20

插入电源插座上，此时如果正常充电，指示灯50会亮，假如没亮，说明插头没插好或者没电

等异常情况，而不用打开手机看是否正常充电。确认充电状态后，将手机放在充电器插头的

上面，拉出夹板，根据手机的宽度来调整夹板，并固定好手机，避免手机掉落。充好电后，拔

掉插头，将数据线放进线槽12里，因为线槽12的截面呈圆弧形，所以数据线可以卡在线槽12

里，除非用力拿出来。再将插脚20摆平放进插脚槽11，将夹板30往里推进去。这样的设计，既

不会让数据线显得凌乱，又可以节省空间，而且孩子碰不到插头、数据线和手机，可以避免

触电。需要说明的是，USB接口、指示灯甚至是插头本体都属于现有技术，因此其具体结构和

原理不再进行赘述。

[004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插头本体包括设置在其内部的充电模块，所述USB  接口40

和所述插脚20分别与所述充电模块相连。

[0046] 具体的，充电器插头本体为现有技术，例如申请号为20172051 6736 .3/ 

201720271382.0等公开的充电模块结构和工作原理，故此不再赘述。

[004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USB接口40设有两个，所述两个USB接口40并排设置。

[0048] 具体的，本实施例采用的USB接口40采用的是USB3.1，因为其传输速度是目前最快

的。

[004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插脚20包括：

[0050] 设置在所述插脚槽11上，与所述充电模块相连的连接座，所述连接座有两个；以及

[0051] 设置在所述连接座上，用于与电源相连的脚体，所述脚体有两个。

[0052] 具体的，脚体是导电片，采用可导电的材质，例如金属。

[0053]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线槽12设有两个，其环绕设置在所述插头本体10 的外壳表

面，所述两个线槽12并排设置，所述线槽12截面呈圆弧形。

[0054] 具体的，数据线可以是根据充电器插头生产的相应长度的，也可以是市场上的任

意款，当是市场上的款式时，可以将数据线放进两个线槽12里，类似于盘旋环绕在插头表

面。

[005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夹板30呈U型，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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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两块并排设置的插板，所述插板分别为第一插板和第二插板；以及

[0057] 设置在所述两块插板之间，连接所述两块插板的挡板。

[0058] 具体的，夹板30可以根据手机的宽度来决定是往里推还是往外拉。

[005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插板与所述插头本体之间设有弹簧，所述第一插板可

插入可拉出所述夹板槽13，所述第二插板可固定手机。

[0060] 具体的，在夹板30与插头本体之间设置弹簧，用的时候可以拉开，这时候夹板30处

于拉伸状态，手机放下去，夹板30对手机有一个夹紧的力。不用的时候弹簧可以拉紧夹板

30，避免夹板30滑出来。

[006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便携式充电器插头还设有指示灯，其设置在所述插头本体

上，与所述充电模块相连，用于观察充电状态。

[0062] 具体的，指示灯，用于指示，例如灯光信号，工作系统的技术状况，并对异常情况发

出警报灯光信号。

[006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包括插头本体，其一侧设有两个并排设置的插脚槽  11，顶

端设有夹板槽13，以及表面设有用于放置数据线的线槽12；USB接口  40，其设置在所述插头

本体另一侧，与所述插头本体相连，用于连接手机；插脚20，其设置在所述插脚槽11上，与所

述插头本体相连，所述插脚20可折叠；以及夹板30，其设置在所述夹板槽13上，用于夹住固

定手机，所述夹板30可活动。采用上述设计，使得充电器插头可折叠，数据线可收纳，充电时

可安稳放置手机，还可观察充电状态是否正常，且可避免孩子误触造成伤害。

[0064]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实用

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

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

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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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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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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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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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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