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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插座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多功

能插座，包括外壳，所述外壳一侧设置有多个插

线孔，所述外壳一侧上端开设有方形孔，所述方

形孔内设置有充电机构，所述外壳一侧两端均竖

直连接有方形块，两个所述方形块之间设置有支

撑机构，所述支撑机构通过限位机构固定在方形

块上，所述支撑机构包括开设在两个方形块相对

一侧的T型槽，所述T型槽内均滑动设置有T型块，

两个所述T型块之间连接有网袋。本发明结构稳

定，能够对智能手机实现充电的功能，且对智能

手机具有很好的保护效果，使得在智能手机充电

的过程中不会造成损坏，从而满足了使用者在忘

记携带充电器的情况下依旧能够对收集进行充

电，从而延长了智能手机的续航时间。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109462073 A

2019.03.12

CN
 1
09
46
20
73
 A



1.一种多功能插座，包括外壳（6），所述外壳（6）一侧设置有多个插线孔（2），其特征在

于，所述外壳（6）一侧上端开设有方形孔（4），且方形孔（4）与插线孔（2）位于外壳（6）的不同

侧，所述方形孔（4）内设置有充电机构（3），用于对智能手机的充电，所述外壳（6）一侧两端

均竖直连接有方形块（7），且方形块（7）位于方形孔（4）的下方，两个所述方形块（7）之间设

置有支撑机构（8），所述支撑机构（8）通过限位机构（5）固定在方形块（7）上，所述支撑机构

（8）包括开设在两个方形块（7）相对一侧的T型槽（82），所述T型槽（82）内均滑动设置有T型

块（83），且T型块（83）与T型槽（82）间隙配合，两个所述T型块（83）之间连接有网袋（81），且

网袋（81）与外壳（6）之间缝隙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机构（3）开设在方形

孔（4）内部两侧上端的孔槽（31），所述孔槽（31）内均转动设置有卡柱（36），且卡柱（36）与孔

槽（31）间隙配合，两个所述卡柱（36）之间连接有电源适配器主体（32），所述电源适配器主

体（32）下端中部连接有数据线（34），所述数据线（34）的末端安装有USB插头（35），所述数据

线（34）中部还设置有收线轮（3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机构（5）包括开设在T

型块（83）一侧的第一圆孔（51）以及开设在方形块（7）一侧的第二圆孔（53），且第一圆孔

（51）与第二圆孔（53）的孔径相同，所述方形块（7）一侧插设有贯穿第二圆孔（53）的插柱

（52），所述插柱（52）的另一端延伸至第一圆孔（51）内，且第一圆孔（51）与插柱（52）间隙配

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6）的外表面复合粘

接有保护套（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网袋（81）具体采用尼龙材

料制备得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6）靠近网袋（81）的

一侧复合粘接有乳胶片（9）。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插座，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插线孔（2）包含中国、

德国以及美国多个国家通用的插孔。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插座，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外壳（6）一侧上端还

设置有控制开关（10），且控制开关（10）位于插线孔（2）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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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插座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插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功能插座。

背景技术

[0002] 插座，又称电源插座、开关插座。插座是指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电路接线可插入的

座，通过它可插入各种接线，这样便于与其他电路接通。通过线路与铜件之间的连接与断

开，来达到最终达到该部分电路的接通与断开，插座位置处理不当的话，如果在卧室、客厅，

可能会影响家具摆放；如果在卫生间、厨房，可能就要刨砖了，死抗着得出的结论是——除

非是你计算精确的位置，否则的话，大家记住一点：让插座尽可能的把边一般不会出错，但

如果你把插座的位置留得不当不正，就有可能与后期的家具摆放或者电器安装发生冲突。

[0003] 虽然现有市场上的插座上增加了  USB  插孔，但遇到没带数据线的人，就算拥有了

USB  插孔，那也无济于事，而且手机充电时，不可能一直用手拿着，肯定需要一个安放手机

的机构，而插座的位置又不一定正好处于桌子茶几等周边，因此容易导致手机随地而放或

者，连着数据线垂挂下来，给手机本身安全带来风险，数据接口也容易损坏，因此不利于推

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多功能插座。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设计一种多功能插座，包括外壳，所述外壳一侧设置有多个插线孔，所述外壳一侧上端

开设有方形孔，且方形孔与插线孔位于外壳的不同侧，所述方形孔内设置有充电机构，用于

对智能手机的充电，所述外壳一侧两端均竖直连接有方形块，且方形块位于方形孔的下方，

两个所述方形块之间设置有支撑机构，所述支撑机构通过限位机构固定在方形块上，所述

支撑机构包括开设在两个方形块相对一侧的T型槽，所述T型槽内均滑动设置有T型块，且T

型块与T型槽间隙配合，两个所述T型块之间连接有网袋，且网袋与外壳之间缝隙设置。

[0006] 优选的，所述充电机构开设在方形孔内部两侧上端的孔槽，所述孔槽内均转动设

置有卡柱，且卡柱与孔槽间隙配合，两个所述卡柱之间连接有电源适配器主体，所述电源适

配器主体下端中部连接有数据线，所述数据线的末端安装有USB插头，所述数据线中部还设

置有收线轮。

[0007] 优选的，所述限位机构包括开设在T型块一侧的第一圆孔以及开设在方形块一侧

的第二圆孔，且第一圆孔与第二圆孔的孔径相同，所述方形块一侧插设有贯穿第二圆孔的

插柱，所述插柱的另一端延伸至第一圆孔内，且第一圆孔与插柱间隙配合。

[0008] 优选的，所述外壳的外表面复合粘接有保护套。

[0009] 优选的，所述网袋具体采用尼龙材料制备得到。

[0010] 优选的，所述外壳靠近网袋的一侧复合粘接有乳胶片。

[0011] 优选的，所述插线孔包含中国、德国以及美国多个国家通用的插孔。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462073 A

3



[0012] 优选的，所述外壳一侧上端还设置有控制开关，且控制开关位于插线孔的上方。

[0013]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多功能插座，有益效果在于：该多功能插座结构稳定，能够对智

能手机实现充电的功能，且对智能手机具有很好的保护效果，使得在智能手机充电的过程

中不会造成损坏，从而满足了使用者在忘记携带充电器的情况下依旧能够对手机进行充

电，从而延长了智能手机的续航时间，在对手机充电时，不可能一直用手拿着，肯定需要一

个安放手机的机构，而插座的位置又不一定正好处于桌子茶几等周边，该插座通过支撑机

构的设计，彻底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避免导致手机随地而放或者连着数据线垂挂下来

的情况，避免给手机本身安全带来风险，数据接口也容易损坏的情况发生，因此有利于推

广。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多功能插座的结构正视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多功能插座的结构侧视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多功能插座的支撑机构的结构放大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多功能插座的A部的结构放大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多功能插座的充电机构的结构放大图。

[0019] 图中：保护套1、插线孔2、充电机构3、孔槽31、电源适配器主体32、收线轮33、数据

线34、USB插头35、卡柱36、方形孔4、限位机构5、第一圆孔51、插柱52、第二圆孔53、外壳6、方

形块7、支撑机构8、网袋81、T型槽82、T型块83、乳胶片9、控制开关10。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1] 参照图1-5，一种多功能插座，包括外壳6，外壳6的外表面复合粘接有保护套1，外

壳6一侧上端还设置有控制开关10，且控制开关10位于插线孔2的上方，保护套1的设计能够

使得插座在使用的过程中，受到外界的碰撞以及挤压时，保护套6能够起到缓冲减震的作

用，从而能够起到保护外壳6的作用，从而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节省了开支，控制开关10

的设计，能够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对插座的通电状况进行控制，从而能够达到节能环保的

同时，也能够使得插座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更加的安全，从而有效的提高了插座设备使用

的安全性。

[0022] 外壳6一侧设置有多个插线孔2，插线孔2包含中国、德国以及美国多个国家通用的

插孔，插线孔2包含多个国家通用的插座插孔的形状，从而能够使得该插座的用途更广，可

应用于酒店，使得酒店内来自三个国家的宾客均能够使用该种插座。

[0023] 外壳6一侧上端开设有方形孔4，且方形孔4与插线孔2位于外壳6的不同侧，方形孔

4内设置有充电机构3，用于对智能手机的充电，充电机构3开设在方形孔4内部两侧上端的

孔槽31，孔槽31内均转动设置有卡柱36，且卡柱36与孔槽31间隙配合，两个卡柱36之间连接

有电源适配器主体32，电源适配器主体32下端中部连接有数据线34，数据线34的末端安装

有USB插头35，数据线34中部还设置有收线轮33，通过卡柱36转动设置在卡槽31内，从而能

够使得电源适配器主体32的角度能够进行手动调节，且电源适配器主体32通过导线与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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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相连接，电源适配器主体32能够进行角度调节的好处在于，当人们通过将USB插头35从

方形孔4中拿出时，会在外力的作用下使得电源适配器主体32发生转动，从而能够避免电源

适配器主体32由外壳6外侧脱落损坏的情况，提高了结构的稳定性的同时，也起到了对设备

的保护效果，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收线轮33的设计，能够对数据线34的长度发生调节变

化，从而能够使得数据线34底部连接USB插头35能够进行距离的变化，避免因数据线34长度

不可调节，造成数据线34在拉拽后产生破损以及漏电的状况。

[0024] 外壳6一侧两端均竖直连接有方形块7，且方形块7位于方形孔4的下方，两个方形

块7之间设置有支撑机构8，支撑机构8包括开设在两个方形块7相对一侧的T型槽82，T型槽

82内均滑动设置有T型块83，且T型块83与T型槽82间隙配合，两个T型块83之间连接有网袋

81，且网袋81与外壳6之间缝隙设置，通过T型块83滑动设置在T型槽82内，从而能够调节网

袋81的尺寸大小，从而能够根据不同尺寸的智能手机来调节T型块83的位置，通过该设计，

能够使得使用者在对手机充电时，不可能一直用手拿着，肯定需要一个安放手机的机构，而

插座的位置又不一定正好处于桌子茶几等周边，该插座通过支撑机构的设计，彻底的解决

了这一问题，因此避免导致手机随地而放以及连着数据线垂挂下来的情况，避免给手机本

身安全带来风险，数据接口也容易损坏的情况发生，从而有效的对手机以及手机的数据线

34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0025] 网袋81具体采用尼龙材料制备得到，尼龙材料具备防静电以及很好的延展性，从

而能够对智能手机有很好的支撑以及包裹的效果，并且在取拿智能手机的过程中，操作便

捷，通过该设计，能够避免使用者在手机一边充电的过程中一边使用，从而对电池起到了保

护的作用的同时，也提高了手机充电过程中的安全性。

[0026] 外壳6靠近网袋81的一侧复合粘接有乳胶片9，据医学报告指出，有12%-16%的人有

过敏症，而这些患者中有25%是由于家中尘蹒所引起的过敏，另外气喘症患者中高达90%以

上是起因于家中虫螨，由此可知虫螨对人的危害程度了，乳胶片9具备防止虫螨滋生以及杀

菌的效果，提高了乳胶片9对人体健康保护的效果，能够避免智能手机与外壳6之间发生摩

擦，且乳胶片9由于内部有几千个细小网状结构的排气孔，这些孔可以将手机充电过程中产

生的热量以及潮气及时散出，可促进天然通风，提供天然空调系统，使手机充电过程中，网

袋81里面的空气保持流通，从而能够有效的对智能手机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0027] 支撑机构8通过限位机构5固定在方形块7上，限位机构5包括开设在T型块83一侧

的第一圆孔51以及开设在方形块7一侧的第二圆孔53，且第一圆孔51与第二圆孔53的孔径

相同，方形块7一侧插设有贯穿第二圆孔53的插柱52，插柱52的另一端延伸至第一圆孔51

内，且第一圆孔51与插柱52间隙配合，根据不同尺寸大小的智能手机来调节T型块83在T型

槽82内的位置高度，从而能够有效的改变网袋81的尺寸，能够将不同尺寸的手机进行包裹，

配合插柱52将T型块83固定在方形块7上，使得结构整体的稳定性增加，且对插柱52的装卸

便捷，使得该过程中操作方便，有利于提高使用者的使用体验，从而能够有效的提高对手机

放置的稳定性，对智能手机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且该结构稳定，装卸便捷，避免出现手机

掉落的状况，以及对数据线34的拉拽，且同时能够改善使用者在充电时玩手机的习惯，从而

提高智能手机的使用寿命。

[002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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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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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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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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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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