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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能源汽车的防雨防尘充电枪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能源汽车的防雨
防尘充电枪，
包括充电枪和防护罩，
所述防护罩
套设在充电枪上，
所述充电枪的枪头位于所述防
护罩内，
且所述防护罩沿充电枪的插拔方向弹性
伸缩设置，
所述防护罩朝向充电枪的插接端的一
侧开口设置，
所述防护罩的开口侧设置有吸附结
构。本实用新型不仅整体结构简单，
而且还保证
了雨天充电过程的安全稳定，
以及日常使用时的
灰尘侵入，
有效的保护汽车在充电时的安全性，
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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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新能源汽车的防雨防尘充电枪，
其特征在于：
包括充电枪(1)和防护罩(4) ，
所述
防护罩(4)套设在充电枪(1)上，
所述充电枪(1)的枪头位于所述防护罩(4)内，
且所述防护
罩(4)沿充电枪(1)的插拔方向弹性伸缩设置，
所述防护罩(4)朝向充电枪的插接端的一侧
开口设置，
所述防护罩(4)的开口侧设置有吸附结构(5)。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的防雨防尘充电枪，
其特征在于：
所述防护罩
(4)为环形结构，
且所述防护罩(4)远离枪头的一端与充电枪(1)的壁体封闭设置，
所述防护
罩(4)的底部开设有散热口。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的防雨防尘充电枪，
其特征在于：
所述散热口
包括若干贯通开设在防护罩(4)底部壁体上的通孔(7) ，
若干所述通孔(7)沿防护罩的伸缩
方向间距设置。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的防雨防尘充电枪，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孔
(7)为长条状的结构，
所述通孔的长度方向与防护罩(4)的伸缩方向相同。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的防雨防尘充电枪，
其特征在于：
所述防护罩
(4)为波纹管，
且所述防护罩(4)靠近枪头的开口端管口直径大于另一端的管口直径。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的防雨防尘充电枪，
其特征在于：
所述防护罩
(4)沿伸缩方向开设有避位豁口(6) ，
所述避位豁口(6)为矩形槽结构，
所述避位豁口(6)从
防护罩(4)的开口侧边缘开设。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的防雨防尘充电枪，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吸附结
构(5)包含若干磁吸片，
若干所述磁吸片沿防护罩(4)的开口端边缘轮廓圆形阵列设置，
且
所述磁吸片位于开口端的端面上。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的防雨防尘充电枪，
其特征在于：
所述磁吸片
内嵌在防护罩(4)的端面上，
且所述磁吸片的外表面与防护罩开口端端面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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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能源汽车的防雨防尘充电枪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新能源汽车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新能源汽车的防雨防尘充电枪。
背景技术
[0002] 充电桩其功能类似于加油站里面的加油机，
可以固定在地面或墙壁，
安装于公共
建筑(公共楼宇、
商场、
公共停车场等)和居民小区停车场或充电站内，
可以根据不同的电压
等级为各种型号的电动汽车充电。充电桩的输入端与交流电网直接连接，
输出端是装有充
电插头的充电枪，
用于为电动汽车充电。
[0003] 现有的充电桩多为露天设置，
且其充电枪没有防护结构，
且被充电的汽车一般也
在外露天，
在晴天充电时，
灰尘容易进入到充电枪与充电插座内；
在下雨天充电时，
容易导
致充电插头被雨水溅湿，
充电安全性大大降低，
且容易发生故障，
降低产品的使用寿命，
同
时，
雨天充电时，
雨水会顺着汽车外壁流入充电插口处，
容易发生短路故障或锈蚀充电插头
和充电插口。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能源汽车的
防雨防尘充电枪，
有效的保护汽车在充电时的安全性。
[0005] 技术方案：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新能源汽车的防雨防尘充电枪，
包括充电枪和防护罩，
所述防护罩套设在充
电枪上，
所述充电枪的枪头位于所述防护罩内，
且所述防护罩沿充电枪的插拔方向弹性伸
缩设置，
所述防护罩朝向充电枪的插接端的一侧开口设置，
所述防护罩的开口侧设置有吸
附结构。
[0007] 进一步的，
所述防护罩为环形结构，
且所述防护罩远离枪头的一端与充电枪的壁
体封闭设置，
所述防护罩的底部开设有散热口。
[0008] 进一步的，
所述散热口包括若干贯通开设在防护罩底部壁体上的通孔，
若干所述
通孔沿防护罩的伸缩方向间距设置。
[0009] 进一步的，
所述通孔为长条状的结构，
所述通孔的长度方向与防护罩的伸缩方向
相同。
[0010] 进一步的，
所述防护罩为波纹管，
且所述防护罩靠近枪头的开口端管口直径大于
另一端的管口直径。
[0011] 进一步的，
所述防护罩沿伸缩方向开设有避位豁口，
所述避位豁口为矩形槽结构，
所述避位豁口从防护罩的开口侧边缘开设。
[0012] 进一步的，
所述吸附结构包含若干磁吸片，
若干所述磁吸片沿防护罩的开口端边
缘轮廓圆形阵列设置，
且所述磁吸片位于开口端的端面上。
[0013] 进一步的，
所述磁吸片内嵌在防护罩的端面上，
且所述磁吸片的外表面与防护罩
开口端端面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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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有益效果：
本实用新型不仅整体结构简单，
而且还保证了雨天充电过程的安全稳
定，
以及日常使用时的灰尘侵入，
有效的保护汽车在充电时的安全性，
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
命。

附图说明
[0015] 附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立体示意图；
[0017] 附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充电枪及防护罩的半剖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19] 如附图1至附图3所示，
一种新能源汽车的防雨防尘充电枪，
包括充电枪1和防护罩
4，
所述防护罩4为环形结构，
所述防护罩4套设在充电枪1上，
所述充电枪1的枪头10位于所
述防护罩4内，
且所述防护罩4沿充电枪1的插拔方向弹性伸缩设置，
所述防护罩4为波纹管，
用于罩设和保护枪头10，
防护罩相对于枪头可弹性伸缩使得充电枪头可使用不同的插拔距
离，
所述防护罩4远离枪头10的一端与充电枪1的壁体封闭设置，
所述防护罩4朝向充电枪的
插接端的一侧开口设置，
所述防护罩4的开口侧设置有吸附结构5。所述吸附结构5吸附在电
动汽车的车身2上，
防护罩4的开口端罩设在汽车充电插座口3的外侧，
使枪头与充电插座被
保护在防护罩内，
以达到防雨防尘的效果，
有效的保护汽车在充电时的安全性，
延长了产品
的使用寿命。
[0020] 由于在充电时，
枪头与充电插口之间会产生一部分的热量，
该部分的热量若不及
时散发出去，
会对充电插座及枪头的线路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所述防护罩4的底部开设
有至少一个散热口，
用于对防护罩内部的散热，
所述散热口包括若干贯通开设在防护罩4底
部壁体上的通孔7，
若干所述通孔7沿防护罩的伸缩方向间距设置，
以此方式排列可增加通
孔7的数量，
增加散热程度。
[0021] 如附图2和附图3所示，
所述通孔7为长条状的结构，
所述通孔的长度方向与防护罩
4的伸缩方向相同，
所述的通孔的长度大于波纹管的单个折痕的压缩量，
在防护罩压缩状态
下，
通孔仍能不完全闭合，
使得防护罩的内外腔仍互通，
保证散热的进行。
[0022] 所述防护罩4靠近枪头的开口端管口直径大于另一端的管口直径。
形成锥形结构，
以适用于各种大小的充电口，
充分包围充电口，
并且使开口侧边缘距离充电口的边缘轮廓
更远，
且当防护罩中渗水时，
水流能向下流动，
防止渗入的水进入到充电口内。
[0023] 所述防护罩4沿伸缩方向开设有避位豁口6，
所述避位豁口6为矩形槽结构，
所述避
位豁口6从防护罩4的开口侧边缘开设，
所述避位豁口6与汽车充电口的翻盖对应设置，
以保
证在使用状态下，
避开翻盖的位置。
[0024] 所述吸附结构5包含若干磁吸片，
若干所述磁吸片沿防护罩4的开口端边缘轮廓圆
形阵列设置，
且所述磁吸片位于开口端的端面上。所述磁吸片内嵌在防护罩4的端面上，
且
所述磁吸片的外表面与防护罩开口端端面共面，
汽车的车身材质为铁制品，
通过磁吸片吸
附，
不仅结构简单，
且操作更简单，
方便充电时的安装和充电后的取走。
[0025]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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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
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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