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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涉

及无线充电技术领域，包括电池壳Ⅰ和电池壳Ⅱ，

电池壳Ⅰ和电池壳Ⅱ铰接，电池壳Ⅰ上装有支架Ⅰ，

支架Ⅰ上装有充电板Ⅱ，电池壳Ⅱ上装有支架Ⅱ，

支架Ⅱ上装有充电板Ⅰ，充电板Ⅰ和充电板Ⅱ通过

线路与电池壳Ⅰ和电池壳Ⅱ内的线路板和电池连

接，初始时，电池壳Ⅰ和电池壳Ⅱ处于折叠状态，

充电板Ⅰ和充电板Ⅱ能够滑出分别给不同手机进

行充电，需要手机支架时，转动电池壳Ⅱ，支架Ⅰ

逐渐支起，完全打开后支架Ⅰ和支架Ⅱ全部支起，

本发明设计为可折叠充电宝，电池壳Ⅰ和电池壳

Ⅱ的折叠可以增加充电宝容量，减小充电宝占用

空间，方便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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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包括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Ⅱ（6），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

Ⅱ（6）之间铰接，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Ⅱ（6）内装有电池和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壳

Ⅰ（1）上装有支架Ⅰ（2），支架Ⅰ（2）上装有充电板Ⅱ（5），所述电池壳Ⅱ（6）上装有支架Ⅱ（3），

支架Ⅱ（3）上装有充电板Ⅰ（4）；

所述支架Ⅰ（2）包括架子Ⅰ（210），架子Ⅰ（210）的第一端铰接在所述电池壳Ⅰ（1）上，所述

充电板Ⅱ（5）安装在架子Ⅰ（210）上，所述架子Ⅰ（210）第二端两侧都铰接有支杆Ⅰ（203），两个

支杆Ⅰ（203）上都铰接有滑块Ⅱ（204），两个滑块Ⅱ（204）分别滑动安装在所述电池壳Ⅰ（1）的

两侧；

所述电池壳Ⅰ（1）的两端滑动装有滑块Ⅰ（201），滑块Ⅰ（201）上铰接有弯杆（202），所述滑

块Ⅰ（201）位于滑块Ⅱ（204）上远离电池壳Ⅱ（6）的一侧，弯杆（202）上铰接有滑块Ⅲ（206），

滑块Ⅲ（206）滑动安装在所述电池壳Ⅱ（6）上，滑块Ⅲ（206）与电池壳Ⅱ（6）之间装有弹簧

（207），所述电池壳Ⅱ（6）上设置限位片，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Ⅱ（6）闭合状态下，弹簧（207）

将滑块Ⅲ（206）顶在限位片的一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架子Ⅰ（210）上设

置阻尼滑槽，所述充电板Ⅱ（5）滑动安装在阻尼滑槽内。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壳Ⅱ（6）的

两侧滑动装有滑块Ⅳ（301），滑块Ⅳ（301）上铰接有支杆Ⅱ（302），支杆Ⅱ（302）上铰接有架

子Ⅱ（303），架子Ⅱ（303）铰接在所述电池壳Ⅱ（6）上，架子Ⅱ（303）上装有所述充电板Ⅰ（4）。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架子Ⅱ（303）上

设置阻尼滑槽，所述充电板Ⅰ（4）滑动安装在阻尼滑槽内。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滑块Ⅰ（201）上设置连

接槽（208），滑块Ⅱ（204）上设置弹性片（209），当滑块Ⅱ（204）不动时，滑块Ⅰ（201）移动会使

得弹性片（209）脱离或者插入连接槽（208）。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Ⅱ（3）包括

长杆（304），长杆（304）与所述滑块Ⅲ（206）固定连接，长杆（304）与滑块Ⅳ（301）固定连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架子Ⅰ（210）上滑

动装有挡板Ⅰ（205），挡板Ⅰ（205）位于架子Ⅰ（210）与电池壳Ⅰ（1）铰接的一端。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架子Ⅱ（303）上

滑动装有挡板Ⅱ（305），挡板Ⅱ（305）位于架子Ⅱ（303）与电池壳Ⅱ（6）铰接的一端。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板Ⅰ（4）和充

电板Ⅱ（5）都通过线路与电池相连，所述挡板Ⅱ（305）上设置缺口，挡板Ⅱ（305）的缺口与架

子Ⅱ（303）上的阻尼滑槽重合时，充电板Ⅰ（4）滑出架子Ⅱ（303），所述挡板Ⅰ（205）上设置缺

口，挡板Ⅰ（205）上的缺口与架子Ⅰ（210）上的阻尼滑槽重合时，充电板Ⅱ（5）滑出架子Ⅰ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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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线充电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

背景技术

[0002] 无线充电技术，源于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可分为小功率无线充电和大功率无线充

电两种方式。小功率无线充电常采用电磁感应式，大功率无线充电常采用谐振式（大部分电

动汽车充电采用此方式）由供电设备（充电器）将能量传送至用电的装置，该装置使用接收

到的能量对电池充电，并同时供其本身运作之用，由于充电器与用电装置之间以磁场传送

能量，两者之间不用电线连接，因此充电器及用电的装置都可以做到无导电接点外露。

[0003] 授权公开号为CN212486164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中公开了一种无线充电宝，其包

括充电宝主体和活动充电板，所述活动充电板与充电宝主体活动连接；所述充电宝主体内

设有电池、控制板和第一发射线圈，所述电池、第一发射线圈分别与控制板电连接；所述活

动充电板内设有第二发射线圈，充电宝主体和活动充电板采用活动连接，客户可以根据需

要给单个设备进行无线充电，或给两个设备同时无线充电。

[0004] 该实用新型虽然提出了多个充电板活动连接的方案，但是多个充电板必然会导致

供电不足，也就是充电电池本身容量不足，如果扩大电池体积，就会不便携。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公开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包括电池壳Ⅰ和电池

壳Ⅱ，电池壳Ⅰ和电池壳Ⅱ之间铰接，电池壳Ⅰ和电池壳Ⅱ内装有电池和电路板，所述电池壳

Ⅰ上装有支架Ⅰ，支架Ⅰ上装有充电板Ⅱ，所述电池壳Ⅱ上装有支架Ⅱ，支架Ⅱ上装有充电板

Ⅰ。

[0006] 所述支架Ⅰ包括架子Ⅰ，架子Ⅰ的第一端铰接在所述电池壳Ⅰ上，所述充电板Ⅱ安装

在架子Ⅰ上，所述架子Ⅰ第二端两侧都铰接有支杆Ⅰ，两个支杆Ⅰ上都铰接有滑块Ⅱ，两个滑块

Ⅱ分别滑动安装在所述电池壳Ⅰ的两侧。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架子Ⅰ上设置阻尼滑槽，所述充电板Ⅱ滑动安装在阻尼滑槽内。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电池壳Ⅱ的两侧滑动装有滑块Ⅳ，滑块Ⅳ上铰接有支杆Ⅱ，支杆Ⅱ

上铰接有架子Ⅱ，架子Ⅱ铰接在所述电池壳Ⅱ上，架子Ⅱ上装有所述充电板Ⅰ。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架子Ⅱ上设置阻尼滑槽，所述充电板Ⅰ滑动安装在阻尼滑槽内。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电池壳Ⅰ的两端滑动装有滑块Ⅰ，滑块Ⅰ上铰接有弯杆，所述滑块Ⅰ位

于滑块Ⅱ上远离电池壳Ⅱ的一侧，弯杆上铰接有滑块Ⅲ，滑块Ⅲ滑动安装在所述电池壳Ⅱ

上，滑块Ⅲ与电池壳Ⅱ之间装有弹簧，所述电池壳Ⅱ上设置限位片，电池壳Ⅰ和电池壳Ⅱ闭

合状态下，弹簧将滑块Ⅲ顶在限位片的一侧。

[0011] 进一步地，滑块Ⅰ上设置连接槽，滑块Ⅱ上设置弹性片，当滑块Ⅱ不动时，滑块Ⅰ移

动会使得弹性片脱离或者插入连接槽。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支架Ⅱ包括长杆，长杆与所述滑块Ⅲ固定连接，长杆与滑块Ⅳ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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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架子Ⅰ上滑动装有挡板Ⅰ，挡板Ⅰ位于架子Ⅰ与电池壳Ⅰ铰接的一端。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架子Ⅱ上滑动装有挡板Ⅱ，挡板Ⅱ位于架子Ⅱ与电池壳Ⅱ铰接的

一端。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充电板Ⅰ和充电板Ⅱ都通过线路与电池相连，所述挡板Ⅱ上设置缺

口，挡板Ⅱ的缺口与架子Ⅱ上的阻尼滑槽重合时，充电板Ⅰ滑出架子Ⅱ，所述挡板Ⅰ上设置缺

口，挡板Ⅰ上的缺口与架子Ⅰ上的阻尼滑槽重合时，充电板Ⅱ滑出架子Ⅰ。

[001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是：（1）本发明设计为可折叠充电宝，电池壳Ⅰ

和电池壳Ⅱ的折叠可以增加充电宝容量，减小充电宝占用空间，方便携带；（2）本发明在展

开时架子Ⅰ会支起，充当手机支架，方便手机在使用时进行充电；（3）本发明的架子Ⅰ上设置

阻尼滑槽，可以使得在调整充电板Ⅱ与手机线圈之间的位置后不会因为重力自己变动，始

终保持稳定的充电；（4）本发明还设置有支架Ⅱ，可以对两个手机都进行支撑，两个手机同

时在使用时进行充电；（5）本发明的支架Ⅰ和电池壳Ⅱ进行联动，在展开的同时自动支起架

子Ⅰ，联动的设计也可以保证支撑的稳定，架子Ⅰ不会自动滑倒；（6）本发明中的连接槽和弹

性片可以使得滑块Ⅰ在往返时都会带动滑块Ⅱ，并且在滑块Ⅱ不动时也可以自动脱离，使得

结构不容易损坏；（7）本发明设置的挡板Ⅰ和挡板Ⅱ可以辅助手机放在架子Ⅱ和架子Ⅰ上。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中A处放大图。

[0019] 图3为图1中B处放大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的滑块Ⅰ和滑块Ⅱ之间配合的示意图。

[0021] 图5为图4中D处放大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的完全展开状态示意图。

[0023] 图7为图6中C处放大图。

[0024] 图8为本发明两个电池壳闭合时两个支架的示意图。

[0025] 图9为本发明的完全折叠状态示意图。

[0026] 图10为本发明在折叠状态进行充电的示意图。

[0027] 附图标号：1‑电池壳Ⅰ；2‑支架Ⅰ；3‑支架Ⅱ；4‑充电板Ⅰ；5‑充电板Ⅱ；6‑电池壳Ⅱ；

7‑充电口；201‑滑块Ⅰ；202‑弯杆；203‑支杆Ⅰ；204‑滑块Ⅱ；205‑挡板Ⅰ；206‑滑块Ⅲ；207‑弹

簧；208‑连接槽；209‑弹性片；210‑架子Ⅰ；301‑滑块Ⅳ；302‑支杆Ⅱ；303‑架子Ⅱ；304‑长杆；

305‑挡板Ⅱ。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9] 其中，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表示的仅是示意图，而非实物图，不能理解为对本

专利的限制；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

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

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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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实施例：如图1‑图10所示的一种便携式手机无线充电宝，包括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

Ⅱ6，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Ⅱ6铰接，电池壳Ⅰ1上装有支架Ⅰ2，支架Ⅰ2上装有充电板Ⅱ5，电池壳

Ⅱ6上装有支架Ⅱ3，支架Ⅱ3上装有充电板Ⅰ4，充电板Ⅰ4和充电板Ⅱ5通过线路连接电池壳Ⅰ

1和电池壳Ⅱ6内的线路板和电池，初始时，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Ⅱ6处于闭合状态，充电板Ⅰ4

和充电板Ⅱ5能够滑出分别给不同手机进行充电，需要手机支架时，转动电池壳Ⅱ6，支架Ⅰ2

逐渐支起，完全打开后支架Ⅰ2和支架Ⅱ3全部支起。

[0031] 支架Ⅰ2包括架子Ⅰ210，架子Ⅰ210的第一端铰接在电池壳Ⅰ1上，架子Ⅰ210的第二端

的两侧都铰接有支杆Ⅰ203，支杆Ⅰ203的下端铰接有滑块Ⅱ204，两个滑块Ⅱ204滑动安装在

电池壳Ⅰ1的两侧，电池壳Ⅰ1的两侧还滑动装有滑块Ⅰ201，滑块Ⅰ201位于滑块Ⅱ204远离电池

壳Ⅱ6的一侧，滑块Ⅰ201上铰接有弯杆202，弯杆202的一端铰接有滑块Ⅲ206，滑块Ⅲ206滑

动安装在电池壳Ⅱ6上，电池壳Ⅱ6上设置限位片，滑块Ⅲ206与电池壳Ⅱ6之间设置弹簧

207，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Ⅱ6闭合时，弹簧207将滑块Ⅲ206顶住使其与限位片接触，架子Ⅰ210

上靠近架子Ⅰ210与电池壳Ⅰ1铰接的一端滑动装有挡板Ⅰ205，挡板Ⅰ205上设置缺口，架子Ⅰ

210上设置阻尼滑槽，充电板Ⅱ5滑动安装在阻尼滑槽内，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Ⅱ6闭合时，向

下滑动挡板Ⅰ205，挡板Ⅰ205上的缺口与阻尼滑槽重合，可将充电板Ⅱ5从架子Ⅰ210中滑出，

给手机进行充电，充电板Ⅱ5和电池电路板通过线路连接，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Ⅱ6处于打开

状态时，挡板Ⅰ205向上滑动将手机放在架子Ⅰ210上，手机下端被挡板Ⅰ205挡住，调节充电板

Ⅱ5使其与手机上的线圈重合，以便更好的充电。滑块Ⅰ201上设置连接槽208，滑块Ⅱ204上

设置弹性片209，当滑块Ⅱ204不动时，滑块Ⅰ201移动会使得弹性片209脱离或者插入连接槽

208。

[0032] 支架Ⅱ3包括架子Ⅱ303，架子Ⅱ303铰接在电池壳Ⅱ6上，架子Ⅱ303的两端铰接有

支杆Ⅱ302，支杆Ⅱ302上铰接有滑块Ⅳ301，滑块Ⅳ301滑动安装在电池壳Ⅱ6上，滑块Ⅳ301

上固定装有长杆304，长杆304与滑块Ⅱ204固定连接，架子Ⅱ303内设置阻尼滑槽，充电板Ⅰ4

滑动安装在阻尼滑槽内，架子Ⅱ303上靠近架子Ⅱ303与电池壳Ⅱ6铰接的一侧滑动装有挡

板Ⅱ305，挡板Ⅱ305上设置缺口，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Ⅱ6闭合状态时，滑动挡板Ⅱ305使得挡

板Ⅱ305的缺口和架子Ⅱ303的阻尼滑槽对齐，将充电板Ⅰ4滑出架子Ⅱ303，给手机进行充

电，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Ⅱ6打开状态时，向上滑动挡板Ⅱ305，将手机放在架子Ⅱ303上，手机

下端被挡板Ⅱ305顶住，滑动充电板Ⅰ4与手机线圈重合。

[0033] 工作原理：在不使用时，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Ⅱ6处于闭合状态，也就是折叠状态，充

电时从充电口7处进行充电，需要对手机进行充电时，将充电板Ⅰ4或者充电板Ⅱ5滑出，摆在

需要的位置进行充电，需要几个滑出几个，当需要充电宝充当支架时，将电池壳Ⅱ6翻开，折

叠状态时滑块Ⅰ201与滑块Ⅱ204不接触，当电池壳Ⅱ6展开到足够架子Ⅰ210支起时滑块Ⅰ201

开始接触滑块Ⅱ204，由于滑块Ⅲ206被弹簧207顶住，所以滑块Ⅲ206不滑动，滑块Ⅰ201带动

滑块Ⅱ204一起滑动，滑块Ⅱ204带动支杆Ⅰ203运动，支杆Ⅰ203将架子Ⅰ210支起，最终支杆Ⅰ

203处于竖直状态，架子Ⅰ210完全支起，此时滑块Ⅱ204滑到了尽头，被电池壳Ⅰ1卡住不再移

动，此时将手机放在架子Ⅰ210上可以进行充电，如果需要给两个手机进行充电，则继续转动

电池壳Ⅱ6，由于滑块Ⅱ204无法继续滑动，所以滑块Ⅱ204的弹性片209会卡入连接槽208

内，之后滑块Ⅰ201和滑块Ⅱ204都不再移动，此后滑块Ⅲ206压缩弹簧207，滑块Ⅲ206带动长

杆304运动，长杆304带动滑块Ⅳ301滑动，滑块Ⅳ301通过支杆Ⅱ302带动架子Ⅱ303运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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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Ⅱ303支起后将手机放在架子Ⅱ303上进行充电，此时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Ⅱ6之间为一百

八十度，由于电池壳Ⅰ1和电池壳Ⅱ6中间的结构，所以弯杆202的弯折部分位于中间位置，为

了防止干涉，滑块Ⅱ204上也设置了缺口，防止弯杆202和滑块Ⅱ204干涉。防止干涉的特征

可根据实际产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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