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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包括

壳体、控制器、充电模块及充电枪，还包括散热装

置，散热装置包括散热外壳、进风管及出风管，散

热外壳内通过隔板分隔成进风腔和出风腔，散热

外壳顶部开设有通孔，通孔与进风腔和出风腔连

通，壳体表面开设有进风口和出风口，进风腔与

进风口通过进气管连通，进风腔内设有抽风机，

出风腔通过出风管与出风口连通，出风腔内设有

排风机，进风管和出风管一端均设有凹槽，凹槽

内设有水浸传感器，壳体内设有封闭装置，封闭

装置包括挡板和推杆电机，挡板设置于进风口和

出风口一侧，挡板与推杆电机固定连接。本发明

提供了一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防止壳体内部进

入水，且能够对壳体内部进行散热，避免内部元

器件损坏。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10466378 B

2020.12.18

CN
 1
10
46
63
78
 B



1.一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包括壳体、控制器、充电模块及充电枪，所述充电模块和控

制器均设置于壳体内部，所述充电枪通过电缆与充电模块连接，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散热装

置，所述散热装置包括散热外壳、进风管及出风管，所述散热外壳设置于壳体外部，所述散

热外壳内部通过隔板分隔成进风腔和出风腔，所述散热外壳顶部开设有若干个通孔，所述

通孔分别与进风腔和出风腔连通，所述壳体表面开设有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进风腔与进

风口通过进气管连通，所述进风腔内设有抽风机，所述出风腔通过出风管与出风口连通，所

述出风腔内设有排风机，所述进风管和出风管靠近散热外壳一端均设有凹槽结构，所述凹

槽内设有水浸传感器，所述壳体内部设有两个封闭装置，所述封闭装置包括挡板和推杆电

机，所述挡板设置于进风口和出风口一侧，所述挡板与推杆电机固定连接，所述挡板通过推

杆电机可朝进风口和出风口运动，从而所述挡板可将进风口和出风口进行封闭，所述抽风

机、排风机、水浸传感器及推杆电机均与控制器电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口位于壳体下端，所

述出风口位于壳体上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为V字型或U字型结

构，所述水浸传感器设置于凹槽最底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顶部延伸出散热外

壳，所述隔板延伸出散热外壳一端起到阻隔进风腔和出风腔上方的作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外壳上方设有遮雨

罩，所述遮雨罩与隔板上端固定连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遮雨罩成人字型结构，所

述遮雨罩中心与隔板上端固定连接，所述遮雨罩两端与散热外壳边缘固定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内部设有用于放置充

电枪的放置槽，所述放置槽与壳体侧面连通。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侧面设有用于收纳电

缆的绕线柱，所述绕线柱与放置槽位于同一侧。

9.如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腔内部设有

过滤网，所述过滤网的 位置  与进风腔内的通孔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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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动汽车充电桩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节能环保要求的提出，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新能源汽车主要

动力来源为电能，充电桩是电动汽车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现有市面上充电桩存在散热效

果不佳或不均匀情况，运行时箱体内部问题基本达到150℃以上，造成内部元器件加速老

化、充电不充分和噪音大情况。

[0003] 因 此 需 要 对 充 电 桩 内 部 进 行 及 时 的 散 热 ，如 现 有 专 利 申 请 号 为

CN201910352451.4，公开了一种用于新能源汽车的便于散热充电桩铝制壳体，包括铝制充

电桩外壳,所述铝制充电桩外壳的前端面设置有按钮和控制面板，所述按钮的上方安装有

控制面板，所述铝制充电桩外壳一侧的下方安装有连接管，所述连接管的一端安装有充电

枪，所述铝制充电桩外壳一侧的中间安装有绕管柱，所述绕管柱的下方设置有冷风入口，所

述冷风入口的外侧安装有挡雨棚甲，所述铝制充电桩外壳另一侧的上方设置有热风出口，

所述热风出口的外侧安装有挡雨棚乙，所述铝制充电桩外壳的下方安装有安装底座，所述

安装底座的内部设置有八个安装孔，所述铝制充电桩外壳的底面设置有散热槽。

[0004] 上述结构中，冷风通过冷风入口进入铝制充电桩外壳的内部带走热量，循环后的

热风通过热风出口带走，纯铜底座将铝制充电桩外壳工作时产生的热量导出，利用散热扇

的工作散热，利用散热口，加快气流，进一步提高散热效率。由于通过冷风口、散热口及散热

扇进行散热，导致充电桩内部不是出于密封状态，容易导致水从冷风入口和散热口进入壳

体内，导致充电桩内部元器件受损。因此需要一种壳体密封能够防水的充电桩，且还能保证

其内部的散热需求，从而提高充电桩的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将壳体与外界进行隔离，防止壳

体内部进入水，同时能够对壳体内部进行散热，避免壳体内部温度过高，导致内部元器件损

坏。

[0006] 本发明公开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包括壳体、控制器、充电模块及充电枪，所述充电模块和

控制器均设置于壳体内部，所述充电枪通过电缆与充电模块连接，还包括散热装置，所述散

热装置包括散热外壳、进风管及出风管，所述散热外壳设置于壳体外部，所述散热外壳内部

通过隔板分隔成进风腔和出风腔，所述散热外壳顶部开设有若干个通孔，所述通孔分别与

进风腔和出风腔连通，所述壳体表面开设有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进风腔与进风口通过进

气管连通，所述进风腔内设有抽风机，所述出风腔通过出风管与出风口连通，所述出风腔内

设有排风机，所述进风管和出风管靠近散热外壳一端均设有凹槽结构，所述凹槽内设有水

浸传感器，所述壳体内部设有两个封闭装置，所述封闭装置包括挡板和推杆电机，所述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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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于进风口和出风口一侧，所述挡板与推杆电机固定连接，所述挡板通过推杆电机可朝

进风口和出风口运动，从而所述挡板可将进风口和出风口进行封闭，所述抽风机、排风机、

水浸传感器及推杆电机均与控制器电连接。

[0008]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进风口位于壳体下端，所述出风口位于壳体上端。

[0009]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凹槽为V字型或U字型结构，所述水浸传感器设置于凹槽最底

部。

[0010]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隔板顶部延伸出散热外壳，所述隔板延伸出散热外壳一端起

到阻隔进风腔和出风腔上方的作用。

[0011]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散热外壳上方设有遮雨罩，所述遮雨罩与隔板上端固定连接。

[0012]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遮雨罩成人字型结构，所述遮雨罩中心与隔板上端固定连接，

所述遮雨罩两端与散热外壳边缘固定连接。

[0013]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壳体内部设有用于放置充电枪的放置槽，所述放置槽与壳体

侧面连通。

[0014]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壳体侧面设有用于收纳电缆的绕线柱，所述绕线柱与放置槽

位于同一侧。

[0015]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进风腔内部设有过滤网，所述过滤网位与进风腔内的通孔相

对应。

[0016] 本发明公开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有益效果是：在壳体外部设有散热装置，利用

散热装置的进风管将壳体与散热外壳的进风腔进行连通，利用散热装置的出风管将壳体与

散热外壳的出风腔进行连通。在进风腔内部设有抽风机，利用抽风机将外界空气通过散热

外壳表面的通孔吸入到进风腔中，再通过进风管道流入到壳体内，利用外界空气对壳体内

部进行散热降温；同时利用出风腔中的排风机将壳体内部带有热量的气体吸入到出气管

中，再通过出风腔的通孔排放到外界中。利用散热装置对壳体内部进行气体循环，将壳体内

部的热量带着，起到散热目的，提高壳体内部元器件的使用寿命，并且避免了在壳体上开设

散热口，导致要雨水或生活用水从散热口中进入到壳体内部，对内部元器件造成损坏。在进

风管和出风管靠近散热外壳一端均设有凹槽结构，凹槽内设有水浸传感器，水浸传感器与

控制器电连接。当散热外壳要水流入时，先进入进风管或出风管中的凹槽中，当凹槽中的水

浸传感器检查到有水流入进风管道或出风管时，将信号反馈给控制器，通过控制器控制封

闭装置的推动电机进行工作，推杆电机将挡板朝向壳体的进风口或出风口一侧，利用挡板

将进风口或出风口进行封闭，从而将壳体与进风管或出风管进行阻隔，防止进风管或出风

管中的水流入到壳体中，对壳体内部元器件造成损坏，进一步加强了壳体的防水功能，提高

了充电桩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阐述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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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请参考图1和图2，一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包括壳体10、充电模块11、控制器12、充

电枪20及散热装置30。

[0021] 充电模块11和控制器12均设置于壳体10内部，充电枪20通过电缆21与壳体10组装

为一体。壳体10内部设有用于放置充电枪20的放置槽13，放置槽13与壳体10侧面连通，当人

们在不进行充电时，可将充电枪20放置于放置槽13中，防止充电枪20受到损坏，并且在壳体

10侧面设有用于收纳电缆21的绕线柱14，绕线柱14与放置槽13位于同一侧，人们可将电缆

21缠绕于绕线柱14上，对电缆21也进行收纳，使得充电桩外表更加整洁。

[0022] 请参考图2，散热装置30包括散热外壳31、进风管32及出风管33。散热外壳31设置

于壳体10外部，散热外壳31内部通过隔板34分隔成进风腔311和出风腔312，隔板34将散热

外壳31分隔成进风腔311和出风腔312，散热外壳31表面设有若干个通孔313，通孔313分别

与进风腔311和出风腔312连通。

[0023] 在本实施例中，将散热外壳31设置于壳体10顶部，避免地面有积水时，对散热外壳

31造成腐蚀。人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散热外壳31设置于其他地方。

[0024] 壳体10表面开设有进风口16和出风口15，进风腔311与进风口16通过进气管连通，

进风腔311内设有抽风机35，进风管32另一端与进风口16连通，出风腔312通过出风管33与

出风口15连通，出风腔312内设有排风机36，抽风机35和排风机36均与控制器12电连接。

[0025] 利用抽风机35将外界空气通过散热外壳31表面的通孔313吸入到进风腔311中，再

通过进风管32道流入到壳体10内，利用外界空气对壳体10内部进行散热降温；同时利用出

风腔312中的排风机36将壳体10内部带有热量的气体吸入到出气管中，再通过出风腔312的

通孔313排放到外界中。

[0026] 请参考图2，通过散热装置30对壳体10内部进行气体循环，将壳体10内部的热量带

着，起到散热目的，提高壳体10内部元器件的使用寿命，并且避免了在壳体10上开设散热

口，导致要雨水或生活用水从散热口中进入到壳体10内部，对内部元器件造成损坏。

[0027] 在上述进风腔311内部设有过滤网37，过滤网37位与进风腔311内的通孔313相对

应，利用过滤网37对进入到进风腔311中的空气进行过滤，防止灰尘也一同进入到进风管32

中，进一步提高充电桩内部的防尘效果。

[0028] 并且在进风腔311内部还设有干燥层38，干燥层38位于过滤网37下方，将经过过滤

网37之后的空气再通过干燥层38，从而吸收空气中的水分，避免要水汽进入到壳体10中，对

壳体10内部元器件造成腐蚀。上述干燥层38由氯化钙、分子筛或硅胶组成。

[0029] 上述进风口16位于壳体10下端，出风口15位于壳体10上端，当壳体10内部温度升

高时，气体受热往上升，因此壳体10内的热量主要聚集在壳体10的上端，将出风口15设置于

壳体10上端，可以更快地将热空气吸出壳体10；而进风口16设于壳体10下端，可以起到进入

壳体10中的空气，能够在壳体10内部更加充分的元器件和充电模块11表面的热量带走，再

上述至壳体10上端，通过出风口15吸出。

[0030] 进风管32和出风管33靠近散热外壳31一端均设有凹槽321结构，凹槽321内设有水

浸传感器322，且凹槽321为V字型或U字型结构，水浸传感器322设置于凹槽321最底部，从而

可以使水浸传感器322能够更快的检测出凹槽321中是否有水存在。

[0031] 壳体10内部设有两个封闭装置40，封闭装置40包括挡板41和推杆电机42，挡板41

设置于进风口16和出风口15一侧，且挡板41的表面积大于进风口16或出风口15一侧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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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挡板41与推杆电机42固定连接，挡板41通过推杆电机42可朝进风口16和出风口15运动，

从而挡板41可将进风口16和出风口15进行封闭，水浸传感器322和推杆电机42均与控制器

12电连接。

[0032] 当散热外壳31有水流入时，水流入进风管32或出风管33中的凹槽321中，在凹槽

321中的水浸传感器322检查到有水流入进风管32道或出风管33时，将信号反馈给控制器

12，通过控制器12控制封闭装置40的推动电机进行工作，推杆电机42将挡板41朝向壳体10

的进风口16或出风口15一侧，利用挡板41将进风口16或出风口15进行封闭，从而将壳体10

与进风管32或出风管33进行阻隔，防止进风管32或出风管33中的水流入到壳体10中，对壳

体10内部元器件造成损坏，进一步加强了壳体10的防水功能，提高了充电桩的使用寿命。

[0033] 隔板34顶部延伸出散热外壳31，隔板34延伸出散热外壳31一端起到阻隔进风腔

311和出风腔312上方的作用。利用隔板34将进风腔311和出风腔312上方的空间进行分隔，

防止发生乱流的情况。

[0034] 请参考图1和图2，在散热外壳31上方设有遮雨罩39，遮雨罩39与隔板34上端固定

连接，且遮雨罩39成人字型结构，遮雨罩39中心与隔板34上端固定连接，遮雨罩39两端与散

热外壳31边缘固定连接。

[0035] 利用遮雨罩39成人字型结构，对散热外壳31的通孔313进行遮挡，避免有雨水从通

孔313中流入散热外壳31中，起到挡雨的作用。

[0036] 上述方案中，控制器12型号为单片机，其型号为80C51，水浸传感器322是基于液体

导电原理，用电极探测是否有水存在，再用传感器转换成干接点输出，为现有技术，其采用

意格尔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EG-SJP12型接触式水浸传感器322。

[0037] 本发明提供一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在壳体外部设有散热装置，利用散热装置的

进风管将壳体与散热外壳的进风腔进行连通，利用散热装置的出风管将壳体与散热外壳的

出风腔进行连通。在进风腔内部设有抽风机，利用抽风机将外界空气通过散热外壳表面的

通孔吸入到进风腔中，再通过进风管道流入到壳体内，利用外界空气对壳体内部进行散热

降温；同时利用出风腔中的排风机将壳体内部带有热量的气体吸入到出气管中，再通过出

风腔的通孔排放到外界中。利用散热装置对壳体内部进行气体循环，将壳体内部的热量带

着，起到散热目的，提高壳体内部元器件的使用寿命，并且避免了在壳体上开设散热口，导

致要雨水或生活用水从散热口中进入到壳体内部，对内部元器件造成损坏。在进风管和出

风管靠近散热外壳一端均设有凹槽结构，凹槽内设有水浸传感器，水浸传感器与控制器电

连接。当散热外壳要水流入时，先进入进风管或出风管中的凹槽中，当凹槽中的水浸传感器

检查到有水流入进风管道或出风管时，将信号反馈给控制器，通过控制器控制封闭装置的

推动电机进行工作，推杆电机将挡板朝向壳体的进风口或出风口一侧，利用挡板将进风口

或出风口进行封闭，从而将壳体与进风管或出风管进行阻隔，防止进风管或出风管中的水

流入到壳体中，对壳体内部元器件造成损坏，进一步加强了壳体的防水功能，提高了充电桩

的使用寿命。

[0038]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地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

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

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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