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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LEASING TERMINAL OF MOBILE POWER SUPPLY

(54) 发明名称 一种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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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leasing terminal of a mobile power supply. The leasing terminal comprises a CPU, a network communication mod -
ule and a main control MCU which are respectively connected to the CPU, and at least one charging module, at least one charging
cabinet motion drive motor and at least one mobile power supply information reading module which are respectively connected to
the main control MCU; and each charging cabinet corresponds to one charging module, one charging cabinet motion drive motor
and one mobile power supply information reading module. By mean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when a user i s outside, a mobile
power supply can be leased from a leasing terminal of the mobile power supply in a self-service manner, thereby providing the flex -
ible charging service to the user.

(57) 摘要:一种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所述租借终端包括 CPU 、分别与 CPU 连接 的网络通信模块和主控 MCU
以及分别与主控 MCU 连接 的至少一充 电模块 、至少一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和至少一移动 电源信 息读取模块 ；
每个充 电柜对应 一个充 电模块 、一个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和一个移动 电源信 息读取模块 。本发 明使用户在外面
时，可 以自助从该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租借移动 电源 ，从而给用户提供灵活 的充 电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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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电源的租借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学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移动电源的租借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手机、IPAD 和笔记本 电脑成为商务人士和大学生的必备

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是每个人都会随身携带的电子产品。随着手机应用功能的多样化，

功耗也逐渐的加剧，这导致用户的手机经常只用几个小时就没电了，例如早上外出的时候是

满 电量的，到中午就没电了，只能等回到办公室或家里的时候才能充电，因此对用户的工作

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 明的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旨在解决现有技术在外面无法给

电子产品提供灵活的充电服务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移动 电源的租借终端，所述租借终端包括 CPU 、分别与 CPU 连接

的网络通信模块和主控 MCU 、以及分别与主控 MCU 连接的至少一充电模块、至少一充电

柜运动驱动 电机和至少一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每个充电柜对应一个充电模块、一个充电

柜运动驱动 电机和一个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CPU 用于根据网络通信模块从云端服务器接收的租借指令来控制主控 MCU 生成相应的租借

控制指令，还用于控制主控 MCU 生成充电管理控制指令，还用于接收主控 MCU 获取的信

息通过网络通信模块反馈至云端服务器；

主控 MCU 用于生成充电管理控制指令，控制充电模块给充电柜中的移动 电源充电，还用于

生成租借控制指令控制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的正转和反转，还用于从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获取移动 电源的相关信息；

充电模块用于给充电柜中的移动 电源充电；

充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用于将移动 电源传入充电柜或从充电柜传出；

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用于读取与其连接的移动 电源的相关信息。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主控 MCU 连接的至少一充电柜 门驱动电机，每个

充电柜对应一个充电柜 门驱动 电机；

主控 MCU 还用于生成租借控制指令控制充电柜 门驱动 电机的正转和反转；

充电柜 门驱动 电机用于打开和关闭充电柜 门。



[0006] 进一步地 ，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主控 MCU 连接 的至少一充 电柜 门传感器 ，每个充

电柜对应一个充 电柜 门传感器 ；

充 电柜 门传感器用于判断充 电柜 门的启 闭状态 ；

主控 MCU 还用于从充 电柜 门传感器获取充 电柜 门的启 闭状态信息。

[0007] 进一步地 ，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主控 MCU 连接 的至少一第一光 电传感器 ，每个充

电柜对应一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 ；

第一光 电传感器用于判断移动 电源是否在充 电柜 ；

主控 MCU 还用于从第一光 电传感器获取移动 电源是否在充 电柜 的信息；

或者，

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主控 MCU 连接 的两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 ，每个充 电柜对应两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 ，其 中一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用于判断移动 电源是否位于充 电柜 门口，另一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用于判断移动 电源是否被取走；主控 MCU 还用于从两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 中获取移

动 电源是否位于充 电柜 门口的信息和移动 电源是否被取走的信息。

[0008] 进一步地 ，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主控 MCU 连接 的至少一到位检测传感器 ，每个充

电柜对应一个到位检测传感器 ；

到位检测传感器用于判断移动 电源是否已经传入到充 电位置 ；

主控 MCU 还用于从到位检测传感器获取移动 电源是否已经传入到充 电位置 的信息。

[0009] 进一步地 ，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 CPU 连接 的输入模块 ，输入模块用于输入归还指

令 。

[0010] 进一步地 ，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 CPU 连接 的输 出模块 ，输 出模块用于输 出移动 电

源 的租借终端 的身份识别号码和/或提示信息。

[0011] 进一步地 ，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 CPU 连接 的回收仓控制模块和分别与 回收仓控制

模块连接 的第二光 电传感器和 回收仓 门驱动 电机 ；

回收仓控制模块用于控制 回收仓 门驱动 电机 的正转和反转 ，还用于从第二光 电传感器获取 回

收仓是否放入 了移动 电源 的信息；

回收仓 门驱动 电机用于开启或关 闭回收仓 门；

第二光 电传感器用于判断回收仓是否放入 了移动 电源 ；

CPU 还用于发送开仓或关仓指令给 回收仓控制模块 ，还用于接收 回收仓控制模块从第二光

电传感器获取的信息通过 网络通信模块反馈至云端服务器 。

[0012] 进一步地 ，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 CPU 连接 的至少一售线控制模块和分别与售线控



制模块连接 的第三光 电传感器和售线控制 电机 ；

售线控制模块用于控制售线控制 电机 的正转和反转 ，还用于从第三光 电传感器获取是否 出数

据线的信息；

第三光 电传感器用于判断是否出数据线；

CPU 还用于发送售线指令给售线控制模块 ，还用于接收售线控制模块从第三光 电传感器获

取的信息通过 网络通信模块反馈至云端服务器 。

[0013] 在本发 明中，由于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包括 CPU 、分别与 CPU 连接 的网络通信模块

和主控 MCU 、以及分别与主控 MCU 连接 的至少一充 电模块 、至少一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和至少一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每个充 电柜对应一个充 电模块 、一个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和一个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因此使用户在外面时，可 以自助从该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租

借移动 电源 ，从而给用户提供灵活的充 电服务 。

附图说明

[0014] 图 1 是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 2 是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 3 是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 4 是本发 明实施例 四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 了使本 发 明的 目的、技 术方案及有 益 效果更加清 楚 明 白， 以下结合 附 图及 实施

例 ，对本发 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 明。应 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 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 以解释本发

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 明。

[0019] 为 了说 明本发 明所述 的技术方案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来进行说 明。

[0020] 实施例一 -

请参阅图 1，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包括 CPU 11、分别与 CPU 11 连接

的网络通信模块 12 和主控 MCU 13、以及分别与主控 MCU 13 连接 的至少一充 电模块 14、

至少一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15 和至少一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16。

[0021] 其 中，充 电模块 14、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15 和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16 的数量是

相等的，每个充 电柜对应一个充 电模块 14、一个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15 和一个移动 电源信

息读取模块 16; 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15 可 以是步进 电机 ，步进 电机可 以通过软件控制精确

控制 电机转动速度和距离 。这样就可 以减少机械撞击 ，减小故障，增加使用寿命 。

[0022]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的工作原理如下：



CPU 11 用于根据 网络通信模块 12 从云端服务器接收的租借指令来控制主控 MCU 13 生成相

应 的租借控制指令 ，CPU 11 还用于控制主控 MCU 13 生成充 电管理控制指令 ，CPU 11 还用

于接收主控 MCU 13 获取的信息通过 网络通信模块 12 反馈至云端服务器 ，其 中，租借指令

包括借入指令和/或归还指令 ；主控 MCU 13 用于生成充 电管理控制指令 ，控制充 电模块 14

给充 电柜 中的移动 电源充 电，还用于生成租借控制指令控制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15 的正转

和反转 ，还用于从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16 获取移动 电源 的相关信息；充 电模块 14 用于给

充 电柜 中的移动 电源充 电；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15 用于将移动 电源传入充 电柜或从充 电柜

传 出；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16 用于读取与其连接 的移动 电源 的相关信息，例如移动 电源

的电量 、移动 电源 的身份识别号码等 。

[0023] 例如，当用户通过手机 APP 获取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的身份识别号码 ，并 向云端服

务器发送 向该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借入移动 电源 的指令时，云端服务器 向该移动 电源 的租借

终端发送借入移动 电源 的指令 ，网络通信模块从云端服务器接收借入移动 电源 的指令 ，CPU

根据该借入移动 电源 的指令来控制主控 MCU 生成相应 的借入移动 电源 的控制指令 ，主控

MCU 生成相应 的借入移动 电源 的控制指令后 ，控制其 中一个或多个具有移动 电源 的充 电柜

对应 的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正转 （控制其 中多个具有移动 电源 的充 电柜对应 的充 电柜运动驱

动 电机正转 的前提是 ：当借入移动 电源 的数量是多个时 ），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将移动 电源

从充 电柜传 出，供用户给手机等 电子产 品充 电。在移动 电源从充 电柜传 出之前 ，主控 MCU

从移动 电源信 息读 取模块 获取移动 电源 的相 关信 息 ，例如移动 电源 的身份 识别号码 ， 由

CPU 接收主控 MCU 获取的信息通过 网络通信模块反馈至云端服务器 ，再 由云端服务器反馈

至手机 APP ，以提示用户借入 的移动终端信息。

[0024] 当用户通过手机 APP 获取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的身份识别号码 ，并 向云端服务器发

送 向该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归还移动 电源 的指令时，云端服务器 向该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发

送归还移动 电源 的指令 ，网络通信模块从云端服务器接收归还移动 电源 的指令 ，CPU 根据

该归还移动 电源 的指令来控制主控 MCU 生成相应 的归还移动 电源 的控制指令 ，主控 MCU

生成相应 的归还移动 电源 的控制指令后，控制其 中一个或多个不具有移动 电源 的充 电柜对应

的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反转 （控制其 中多个不具有移动 电源 的充 电柜对应 的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反转 的前提是 ：当归还移动 电源 的数量是多个时 ），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将移动 电源传

入充 电柜 。另外，归还移动 电源时，可 以不通过云端服务器发送指令 ，而是直接在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上输入归还指令 ，然后再 由 CPU 执行相应 的操作 ，详见实施例 四。在移动 电源

传入充 电柜之后，主控 MCU 从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获取移动 电源 的相关信息，例如移动



电源 的身份识别号码 ，由 CPU 接收主控 MCU 获取的信息通过 网络通信模块反馈至云端服

务器 ，再 由云端服务器反馈至手机 APP ，以提示用户归还 的移动终端信息。

[0025] 在本发 明实施例一 中，由于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包括 CPU 、分别与 CPU 连接 的网络

通信模块和主控 MCU 、以及分别与主控 MCU 连接 的至少一充 电模块 、至少一充 电柜运动

驱动 电机和至少一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每个充 电柜对应一个充 电模块 、一个充 电柜运动

驱动 电机和一个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因此使用户在外面时，可 以自助从该移动 电源 的租

借终端租借移动 电源 ，从而给用户提供灵活的充 电服务 。

[0026] 实施例二：

请参阅图 2，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包括 CPU 2 1、分别与 CPU 2 1 连接

的网络通信模块 22 和主控 MCU 23、以及分别与主控 MCU 23 连接 的至少一充 电模块 24、

至少一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25、至少一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26、至少一充 电柜 门驱动 电

机 27 和至少一充 电柜 门传感器 28。

[0027] 其 中，充 电模块 24、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25、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26、充 电柜 门

驱动 电机 27 和充 电柜 门传感器 28 的数量是相等的，每个充 电柜对应一个充 电模块 24、一

个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25、一个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26、一个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27 和一

个充 电柜 门传感器 28; 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25 和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27 可 以是步进 电机 ，

步进 电机可 以通过软件控制精确控制 电机转动速度和距离 。这样就可 以减少机械撞击 ，减小

故障，增加使用寿命 。

[0028] 本 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与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

借终端 的区别在于，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的充 电柜还包括充 电柜 门，

因此在 电路结构上还包括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27 和充 电柜 门传感器 28。在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

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中，主控 MCU 23 用于生成充 电管理控制指令 ，控制充 电模块 24

给充 电柜 中的移动 电源充 电，还用于生成租借控制指令控制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25 和充 电

柜 门驱动 电机 27 的正转和反转 ，还用于从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26 获取移动 电源 的相关信

息，还用于从充 电柜 门传感器 28 获取充 电柜 门的启 闭状态信息；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27 用于

打开和关 闭充 电柜 门；充 电柜 门传感器 28 用于判断充 电柜 门的启 闭状态 。

[0029] 当用户需借入移动 电源时，主控 MCU 生成相应 的借入移动 电源 的控制指令后，控制

其 中一个或多个具有移动 电源 的充 电柜对应 的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27 正转 （控制其 中多个具

有移动 电源 的充 电柜对应 的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正转 的前提是：当借入移动 电源 的数量是多个

时），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27 打开充 电柜 门，同时，充 电柜 门传感器 28 判断充 电柜 门的启 闭



状态 ，如果正常开启，则控制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正转 ，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将移动 电源从

充 电柜传 出，供用户给手机等 电子产 品充 电，最后控制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27 反转 ，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27 关 闭充 电柜 门，这时充 电柜 门传感器 28 判断充 电柜 门的启 闭状态，如柜 门关

闭不成功，终端将会重复关 闭步骤 ，直至柜 门关 闭。

[0030] 当用户需归还移动 电源时，主控 MCU 生成相应 的归还移动 电源 的控制指令后，控制

其 中一个或多个不具有移动 电源 的充 电柜对应 的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27 正转 （控制其 中多个

不具有移动 电源 的充 电柜对应 的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正转 的前提是 ：当归还移动 电源 的数量是

多个时），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27 打开充 电柜 门，同时，充 电柜 门传感器 28 判断充 电柜 门的

启 闭状态 ，如果正常开启 ，则控制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反转 ，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将移动 电

源传入充 电柜 ，最后控制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27 反转 ，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27 关 闭充 电柜 门，

这时充 电柜 门传感器 28 判断充 电柜 门的启 闭状态 ，如柜 门关 闭不成功，终端将会重复关 闭

步骤 ，直至柜 门关 闭。

[0031] 实施例三：

请参阅图 3，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包括 CPU 3 1、分别与 CPU 3 1 连接

的网络通信模块 32 和主控 MCU 33、以及分别与主控 MCU 33 连接 的至少一充 电模块 34、

至少一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35、至少一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36、至少一充 电柜 门驱动 电

机 37、至少一充 电柜 门传感器 38、至少一第一光 电传感器 39 和至少一到位检测传感器

40。

[0032] 其 中，充 电模块 34、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35、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36、充 电柜 门

驱动 电机 37、充 电柜 门传感器 38、第一光 电传感器 39 和到位检测传感器 40 的数量是相等

的，每个充 电柜对应一个充 电模块 34、一个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35、一个移动 电源信息读

取模块 36、一个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37、一个充 电柜 门传感器 38、一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 39

和一个到位检测传感器 40; 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35 和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37 可 以是步进 电

机 ，步进 电机可 以通过软件控制精确控制 电机转动速度和距离 。这样就可 以减少机械撞击 ，

减小故障，增加使用寿命 。

[0033] 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与本发 明实施例一和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

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的主要区别在于，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还包

括至少一第一光 电传感器 39 和至少一到位检测传感器 40。在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移动 电

源 的租借终端 中，主控 MCU 33 用于生成充 电管理控制指令 ，控制充 电模块 34 给充 电柜 中

的移动 电源充 电，还用于生成租借控制指令控制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35 和充 电柜 门驱动 电



机 37 的正转和反转 ，还用于从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36 获取移动 电源 的相关信息，还用于

从第一光 电传感器 39 获取移动 电源是否在充 电柜 的信息和从到位检测传感器 40 获取移动 电

源是否已经传入到充 电位置 的信息；第一光 电传感器 39 用于判断移动 电源是否在充 电柜 ；

到位检测传感器 40 用于判断移动 电源是否已经传入到充 电位置 。

[0034] 本发 明实施例三 中，移动 电源租借终端也可 以包括两个与主控 MCU 连接 的第一光

电传感器 ，每个充 电柜对应两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 ，其 中一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用于判断移动 电

源是否位于充 电柜 门口，另一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用于判断移动 电源是否被取走 ，主控 MCU

还用于从两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 中获取移动 电源是否位于充 电柜 门口的信息和移动 电源是否被

取走的信息。

[0035] 当用户需借入或归还移动 电源时，主控 MCU 生成相应 的借入或归还移动 电源 的控制

指令后，主控 MCU 从第一光 电传感器获取移动 电源是否在充 电柜 的信息，当生成的是借入

移动 电源 的控制指令时，主控 MCU 控制其 中一个具有移动 电源 的充 电柜对应的电机执行相

应操作 ，当生成的是归还移动 电源 的控制指令时，主控 MCU 控制其 中一个不具有移动 电源

的充 电柜对应 的电机执行相应操作 。

[0036] 当用户 需归还移动 电源 时，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将移动 电源传入充 电柜后 ，到位检

测传感器判断移动 电源是否已经传入到充 电位置 ，如果 已经传入到充 电位置 ，则主控 MCU

控制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反转 ，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关 闭充 电柜 门。

[0037] 实施例四：

请参阅图 4，本发 明实施例 四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包括 CPU 4 1、分别与 CPU 4 1 连接

的网络通信模块 42 和主控 MCU 43、以及分别与主控 MCU 43 连接 的至少一充 电模块 44、

至少一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45、至少一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46、至少一充 电柜 门驱动 电

机 47、至少一充 电柜 门传感器 48、至少一第一光 电传感器 49 和至少一到位检测传感器

50。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还包括分别与 CPU 4 1 连接 的输入模块 5 1、输 出模块 52、回收仓

控制模块 53 和至少一售线控制模块 54，输入模块 5 1 可 以是触摸屏或者是键盘 ，输 出模块

52 可 以是扬声器和/或显示器 。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还包括分别与 回收仓控制模块 53 连接 的

第二光 电传感器 55 和 回收仓 门驱动 电机 56，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还包括分别与售线控制模

块 54 连接 的第三光 电传感器 57 和售线控制 电机 58。

[0038] 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45、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47、回收仓 门驱动 电机 56 和售线控制

电机 58 可 以是步进 电机 ，步进 电机可 以通过软件控制精确控制 电机转动速度和距离 。这样

就可 以减少机械撞击 ，减小故障，增加使用寿命 。



[0039] 本发 明实施例 四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与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

借终端 的主要区别在于，本发 明实施例 四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还包括分别与 CPU 4 1

连接 的输入模块 5 1、输 出模块 52、回收仓控制模块 53 和售线控制模块 54。输入模块 5 1 用

于输入归还指令 ，还可 以用于售后维修 ；输 出模块 52 用于输 出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的身份

识别号码和/或提示信息；CPU 4 1 还用于发送开仓或关仓指令给 回收仓控制模块 53，还用于

发送售线指令给售线控制模块 54，所述开仓或关仓指令可 以是 由输入模块 5 1 输入 的，或者

是根据 网络通信模块 42 从云端服务器接收的开仓或关仓指令来控制 回收仓控制模块 53 生成

相应 的开仓或关仓指令 ；所述售线指令可 以是 由输入模块 5 1 输入 的，或者是根据 网络通信

模块 42 从云端服务器接收的售线指令来控制售线控制模块 54 生成相应 的售线指令 ；CPU

4 1 还用于接收回收仓控制模块 53 从第二光 电传感器 55 获取的信息和售线控制模块 54 从第

三光 电传感器 57 获取的信息通过 网络通信模块 42 反馈至云端服务器 。回收仓控制模块 53

用于控制 回收仓 门驱动 电机 56 的正转和反转 ，还用于从第二光 电传感器 55 获取 回收仓是否

放入 了移动 电源 的信息；回收仓 门驱动 电机 56 用于开启或关 闭回收仓 门；第二光 电传感器

55 用于判断回收仓是否放入 了移动 电源 ，还可用于计算放入 的移动 电源数量 ；售线控制模

块 54 用于控制售线控制 电机 58 的正转和反转 ，还用于从第三光 电传感器 57 获取是否出数

据线的信息；第三光 电传感器 57 用于判断是否出数据线 。

[0040] 本发 明实施例 四提供 的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还可 以包括与 CPU 连接 的至少一用于对

位于充 电柜 中的移动 电源进行杀菌的杀菌模块 ，一个杀菌模块对应一个或多个充 电柜 。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还可 以包括与 CPU 连接 的安全检査模块 ，例如烟雾传感器 ，漏 电开关等 ，

用于检测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是否安全 。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 明的较佳实施例而 已，并不用 以限制本发 明，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

和原则之 内所作 的任何修改、等 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 . 一种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租借终端包括 CPU 、分别与 CPU 连接 的网

络通信模块和主控 MCU 、 以及分别与主控 MCU 连接 的至少一充 电模块 、至少一充 电柜运

动驱动 电机和至少一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每个充 电柜对应一个充 电模块 、一个充 电柜运

动驱动 电机和一个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

CPU 用于根据 网络通信模块从云端服务器接收的租借指令来控制主控 MCU 生成相应 的租借

控制指令 ，还用于控制主控 MCU 生成充 电管理控制指令 ，还用于接收主控 MCU 获取的信

息通过 网络通信模块反馈至云端服务器 ；

主控 MCU 用于生成充 电管理控制指令 ，控制充 电模块给充 电柜 中的移动 电源充 电，还用于

生成租借控制指令控制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 的正转和反转 ，还用于从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

获取移动 电源 的相关信息；

充 电模块用于给充 电柜 中的移动 电源充 电；

充 电柜运动驱动 电机用于将移动 电源传入充 电柜或从充 电柜传 出；

移动 电源信息读取模块用于读取与其连接 的移动 电源 的相关信息。

2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租借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主控 MCU 连接 的至

少一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每个充 电柜对应一个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

主控 MCU 还用于生成租借控制指令控制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 的正转和反转 ；

充 电柜 门驱动 电机用于打开和关 闭充 电柜 门。

3.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租借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主控 MCU 连接 的至

少一充 电柜 门传感器 ，每个充 电柜对应一个充 电柜 门传感器 ；

充 电柜 门传感器用于判断充 电柜 门的启 闭状态 ；

主控 MCU 还用于从充 电柜 门传感器获取充 电柜 门的启 闭状态信息。

4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租借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主控 MCU 连接 的至

少一第一光 电传感器 ，每个充 电柜对应一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 ；

第一光 电传感器用于判断移动 电源是否在充 电柜 ；

主控 MCU 还用于从第一光 电传感器获取移动 电源是否在充 电柜 的信息；

或者，

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主控 MCU 连接 的两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 ，每个充 电柜对应两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 ，其 中一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用于判断移动 电源是否位于充 电柜 门口，另一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用于判断移动 电源是否被取走；主控 MCU 还用于从两个第一光 电传感器 中获取移

动 电源是否位于充 电柜 门口的信息和移动 电源是否被取走的信息。



5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租借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主控 MCU 连接 的至

少一到位检测传感器 ，每个充 电柜对应一个到位检测传感器 ；

到位检测传感器用于判断移动 电源是否已经传入到充 电位置 ；

主控 MCU 还用于从到位检测传感器获取移动 电源是否已经传入到充 电位置 的信息。

6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租借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 CPU 连接 的输入模

块 ，输入模块用于输入归还指令 。

7 . 如权利要求 1 或 6 所述 的租借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 CPU 连接 的输

出模块 ，输 出模块用于输 出移动 电源 的租借终端 的身份识别号码和/或提示信息。

8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租借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 CPU 连接 的回收仓

控制模块和分别与 回收仓控制模块连接 的第二光 电传感器和 回收仓 门驱动 电机 ；

回收仓控制模块用于控制 回收仓 门驱动 电机 的正转和反转 ，还用于从第二光 电传感器获取 回

收仓是否放入 了移动 电源 的信息；

回收仓 门驱动 电机用于开启或关 闭回收仓 门；

第二光 电传感器用于判断回收仓是否放入 了移动 电源 ；

CPU 还用于发送开仓或关仓指令给 回收仓控制模块 ，还用于接收 回收仓控制模块从第二光

电传感器获取的信息通过 网络通信模块反馈至云端服务器 。

9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租借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 CPU 连接 的至少一

售线控制模块和分别与售线控制模块连接 的第三光 电传感器和售线控制 电机 ；

售线控制模块用于控制售线控制 电机 的正转和反转 ，还用于从第三光 电传感器获取是否 出数

据线的信息；

第三光 电传感器用于判断是否出数据线；

CPU 还用于发送售线指令给售线控制模块 ，还用于接收售线控制模块从第三光 电传感器获

取的信息通过 网络通信模块反馈至云端服务器 。

10.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租借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租借终端还包括与 CPU 连接 的至少

一杀菌模块 ，一个杀菌模块对应一个或多个充 电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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