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410629218.3

(22)申请日 2014.11.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436286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5.02.18

(73)专利权人 纽福克斯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

地址 201712 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4589号

(72)发明人 龚士权　张健行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申新律师事务所 31272

代理人 俞涤炯

(51)Int.Cl.

H02M 7/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2939293 U,2013.05.15,

CN 101625558 A,2010.01.13,

CN 103117671 A,2013.05.22,

CN 101975879 A,2011.02.16,

审查员 刘中芳

 

(54)发明名称

一种逆变器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电子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逆变器装置，针对传统方法造成的用户无法及

时得到逆变器显示面板上的信息、用户离开后无

法改变逆变器的开关状态、无法获取电池信息造

成的电池过放或者浪费以及风机只能处于全速

开启或者关闭状态现象，提出一种逆变器装置，

设置一可延长的柔性电缆将逆变器显示面板固

定于用户需要放置的地方及时获得逆变器的信

息，通过无线传输实现用户远距离控制逆变器的

开关状态，同时添加测试模块，避免了电池过放

和有电就关闭导致的电池浪费的现象，在此之上

增加风机控制功能，使风机可以处于变速状态，

降低了噪音，延长了风机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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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逆变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逆变器主机，所述装置还包括：

无线通讯装置，通过柔性电缆与所述逆变器主机连接；

其中，所述无线通讯装置与所述逆变器主机均为相互独立的器件，以便于所述无线通

讯装置收发信息；

所述无线通讯装置通过蓝牙、Wifi或2.4G进行数据信号的收发；

移动控制端，通过所述无线通讯装置实现对所述逆变器本体的控制；

所述无线通讯装置上还集成有显示面板，所述显示面板通过所述柔性电缆与所述逆变

器主机连接，以用于显示所述显示面板观察所述逆变器主机的状态信息；

通过所述柔性电缆将所述显示面板  置于用户需要的位置；

所述逆变器装置还设置有测试模块，以实现对待转换的电源的容量、启动电流、启动能

力的测试。

2.如权利要求1所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逆变器装置还设置有：

风机，以用于对所述逆变器装置进行降温；

风机控制器，与所述风机连接，以控制该风机的运行。

3.如权利要求1所述装置，其特征在于，移动控制端通过蓝牙、Wifi或2.4G与所述无线

通讯装置通讯，以用于所述无线通讯装置收发信息。

4.如权利要求3所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控制端为手机或平板电脑。

5.如权利要求1所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逆变器主机上设置有控制单元，所述无线

通讯装置通过控制所述控制单元实现对所述逆变器主机的控制。

6.如权利要求1所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逆变器主机上还设置有一用于放置所述无

线通讯装置的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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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逆变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子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逆变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设备的发展，对逆变器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已经实现了逆变器的高频

率，在高频率的同时对易操作及对电池的测试功能有了更高的追求。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是

遥控配线逆变器，该类型逆变器利用遥控控制逆变器的开关状态，方便了用户。

[0003] 但是，该类型逆变器大多固定在一个角落，为了用户能方便开关，设置了遥控配

线，但是纵使用户能通过遥控配线控制开关的状态，但是也无法及时得到显示面板上的使

用信息；特别是逆变器安装在不易观察或无线通讯传输困难(如发送和接收距离过远、接收

被屏蔽等)的情况下，逆变器的状态显示功能和无线功能将会失效。同时，逆变器在使用的

过程中，风机处于单一的“开启”状态，风机的噪音比较大，逆变器使用过程不能单纯关闭风

机；逆变器无定时功能，逆变器是开还是关必须在用户离开前完成设置，用户离开后无法远

距离改变逆变器的状态；目前的逆变器只是一个电压装换装置，用户无法知道电池的状态，

即没有设定功能，容易导致电池还有电时就提前关闭或者电池没电还要放电，导致过放状

态。另外，逆变器的供电主体是电池和发电机，用户无法知道电池和发电机状态。

[0004] 因此，如何能得到一款更加方便使用并且有测试功能的逆变器成为本领域技术人

员面临的一大难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逆变器装置，通过一柔性电缆将逆变器的无线通

讯装置和显示面板引出，以解决现有技术中逆变器由于被安装在不易观察或无线通讯传输

困难(如发送和接收距离过远、接收被屏蔽等)的地方而导致的显示功能和无线功能失效的

问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逆变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逆变器主机，所述装置还包括：

[0008] 无线通讯装置，通过柔性电缆与所述逆变器主机连接；

[0009] 其中，所述无线通讯装置与所述逆变器主机均为相互独立的器件，以便于所述无

线通讯装置收发信息。

[0010] 上述装置，其中，所述无线通讯装置上还集成有显示面板，所述显示面板通过所述

柔性电缆与所述逆变器主机连接，以用于显示所述显示面板观察所述逆变器主机的状态信

息。

[0011] 上述装置，其中，所述逆变器装置还设置有测试模块，以实现对待转换的电源的容

量、启动电流、启动能力的测试。

[0012] 上述装置，其中，所述逆变器装置还设置有：

[0013] 风机装置，以用于对所述逆变器装置进行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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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风机控制器，与所述风机连接，以控制该风机的运行。

[0015] 上述装置，其中，所述无线通讯装置通过蓝牙、Wifi或2.4G进行数据信号的收发。

[0016] 上述装置，其中，移动控制端通过蓝牙、Wifi或2.4G与所述无线通讯装置通讯，以

用于所述无线通讯装置收发信息。

[0017] 上述装置，其中，所述移动控制端为手机或平板电脑。

[0018] 上述装置，其中，所述移动控制端通过所述无线通讯装置实现对所述逆变器本体

的控制。

[0019] 上述装置，其中，所述逆变器主机上设置有控制单元，所述无线通讯装置通过控制

所述控制单元实现对所述逆变器主机的控制。

[0020] 上述装置，其中，所述逆变器主机上还设置有一用于放置所述无线通讯装置的凹

槽。

[0021]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或者有益效果：

[0022] 本发明针对传统方法的逆变器放置于一个固定角落，造成的用户无法及时得到逆

变器显示面板上的信息，用户离开后无法改变逆变器的开关状态以及针对传统逆变器造成

的电池过放或者还有电就关闭以及风机只能处于全速开启或者关闭状态现象，提出一种逆

变器装置，通过设置一可延长的柔性电缆将集成有逆变器显示面板的无线通讯装置固定于

用户需要放置的地方，以便于无线通讯装置收发信息，同时用户可以及时获得逆变器的信

息，并通过于逆变器装置中添加测试模块，避免了需要转换的电池过放和有电就关闭导致

的电池浪费的现象，同时使风机可以处于变速状态，降低了噪音，延长了风机寿命。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现有技术中逆变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逆变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是不作为本发明的限

定。

[0027]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披露了一种逆变器装置，将状态显示和无线通讯装

置集成在一个独立的组件上，并通过一柔性电缆引出，有效解决了用户不方便获取逆变器

的状态显示信息和无法远距离控制逆变器状态的问题，同时设置测试模块，有效解决了用

户无法知道电池的好坏导致的电池过放或者浪费的问题；在此之上，用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技术，简称PWM)控制逆变器主机上本来就设置有的风机控制器，

从而控制风机运行，达到控制风机转速的目的，有效控制了风机的转速和噪音，有效延长了

风机寿命。

[0028] 如图1所示，是现有技术中逆变器装置结构示意图，为了方便用户使用，已经设置

了遥控配线，逆变器装置放置于角落后用户可以使用遥控器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控制逆变器

的开关状态，对范围的要求要满足预设的距离条件，否则距离太远，逆变器将不在遥控器的

控制范围，用户将无法有效控制逆变器的开关状态；同时逆变器的视野也要满足预设条件，

否则，遥控器信号被挡住或者被屏蔽导致状态显示和无线通讯功能失效。

[0029] 如图2所示，是本发明中一种逆变器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逆变器上设置一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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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包括无线通讯装置和集成在该无线通讯装置上的显示面板的集成组件2，设置凹槽1时需

满足一定的预设条件，要刚好能卡扣好集成组件2，不能凹槽太大导致状态显示和无线接收

组件掉进凹槽，同时不能太小当用户需要时无法将集成组件2放进凹槽1；逆变器主机上设

置有控制单元，移动控制端发送控制命令给无线通讯设备，无线通讯设备调用控制单元完

成对逆变器的操作，然后命令返回给移动控制端；逆变器主机上的开关也被拖出，集成在集

成组件2上，方便用户控制逆变器的开关状态。

[0030] 凹槽底部设置有一凹槽底板3，面板上设置有一通孔4，通孔4用于为柔性电缆5提

供路径，因此，通孔4的设置需要满足一定的预设条件，比如，通孔的直径要稍大于柔性电缆

的直径，以使柔性电缆能顺畅的被拖出和被被拖进。凹槽底板3下方(图中为示出)设置有接

线柱并设置有多余的空间，接线柱用于与柔性电缆5的一端连接，柔性电缆5的另一端与集

成组件2相连，以实现显示面板和逆变器主机6的电连接，凹槽底板3下方设置的多余空间用

来存储暂时用不到的柔性电缆，以实现显示面板可以在柔性电缆长度范围内根据用户的需

要放置于合适的位置，同时，当用户暂时不用或者需要将显示面板放置于凹槽1中时，此时

所有的柔性电缆都应放置于面板内的多余空间，所以对面板内多余空间的设置要满足一定

的预设条件，比如，能容纳改装置用到的柔性电缆。

[0031] 集成组件2通过一柔性电缆与逆变器主机连接，其中显示面板内设置有无线通讯

装置，通过无线传输接收移动控制端发出的信息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无线控制端可以为

手机或平板电脑等便携式手持移动终端设备，作为一可选的实施例，无线控制终端为手机，

手机与无线通讯装置通信通过wifi无线传输。控制端手机内植入开发好的APP软件，无线通

讯装置植入相应的上位机软件，通过无线传输手机APP软件与上位机软件通信，以用户远距

离控制逆变器状态的功能。另外，无线通讯装置与移动控制端还可以通过蓝牙或者2.4G通

信，增加了系统的灵活性。同时作为移动控制端的手机可以选择苹果或者Andriod机，且针

对这两种系统分别开发有适合两种系统的APP软件及与其对应的上位机软件。通过无线传

输，用户不仅可以利用无线控制端对逆变器实现控制，而且可以将逆变器状态信息显示在

无线控制端上，很大程度上方便了用户使用。

[0032] 测试模块，无线通讯装置接收到移动客户端发出的“测试”请求信息，调动控制单

元完成对转换的电池的容量、CCA(冷启动电流，通常指零下十八度的启动电流)、启动能力，

发电机状态，同时将测试结果返回到移动控制端，用户可以根据得到的信息及时控制电池，

不至于造成有的电池没电了还要进一步放电导致过放现象，同时也避免了有的电池还有电

却要停止，导致浪费的现象。

[0033] 风机控制模块，用户可以使用无线控制终端，比如手机，通过无线传输控制风机转

速，克服了传统模式上风机只能处于“关闭”与“开启”两种状态，风机全速开启是噪音很大，

设置控制功能可以使风机处于变速状态，同时控制了风机的噪音，同时延长了风机的寿命。

[0034] 综上所述，本发明通过引入一柔性电缆使显示面板与逆变器主机在一定距离内

“分离”，通过柔性电缆将二者电连接，并在显示面板内设置无线通讯装置，通过无线传输接

收移动控制端发出的控制信息，实现用户远距离控制逆变器的开关状态；同时用户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要将显示面板置于一位置，方便用户及时获取逆变器的状态信息；置入测试模

块，以在用户需要时由移动控制端发出测试消息，无线通讯装置接收到测试消息后相应消

息，完成对电池的测试后将测试结果反馈给手机控制端，用户可以及时获取电池的电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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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好坏的信息，避免电池或者过放或者浪费，做到最大限度使用电池的电能，在此之上可

以控制风机使其处于变速状态，降低了风机噪音，延长了风机寿命。

[0035]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理解，本领域技术人员在结合现有技术以及上述实施例可以

实现所述变化例，在此不做赘述。这样的变化例并不影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在此不予赘

述。

[0036] 以上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特定实施方式，其中未尽详细描述的设备和结构应该理解为用本领域中的普通方式予以实

施；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情况下，都可利用上述揭示

的方法和技术内容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出许多可能的变动和修饰，或修改为等同变化的等

效实施例，这并不影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因此，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

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及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

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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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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