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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维修用充电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维修用充电器，包括：

前盖总成、后盖总成、上壳总成、下壳总成；前盖

总成包括：电源插头锁扣、电源插座、电源开关、

防尘网、前盖、DC输出线压块、防尘网挡板、压块

螺钉、直流充电输出线；后盖总成包括：风扇螺

钉、风扇、后盖；所述风扇通过风扇螺钉安装在后

盖的前侧；上壳总成包括：按键、旋钮帽、透明防

护罩、按键线路板、显示屏线路板、上壳；下壳总

成包括：滤波磁环上盖、滤波磁环、DC端子接线防

护壳体、DC正极连接端子、DC负极连接端子、

Micro  USB和温度传感器接口线路板、下壳、主线

路板；本实用新型具备一定的防水防尘性能，抗

冲击性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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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维修用充电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前盖总成、后盖总成、上壳总成、下壳总成；

前盖总成包括：电源插头锁扣(1)、电源插座(2)、电源开关(3)、防尘网、前盖(5)、DC输

出线压块(7)、防尘网挡板(8)、压块螺钉(10)、直流充电输出线(36)；所述电源插头锁扣

(1)、电源插座(2)、电源开关(3)依次卡接在前盖(5)上；前盖(5)上设有Micro  USB接口

(33)、温度传感器接口(34)，以及进风口(35)；防尘网挡板(8)固定在前盖(5)后侧，防尘网

插在前盖(5)与防尘网挡板(8)之间，与相应的进风口相对；DC输出线压块(7)通过压块螺钉

(10)装配在前盖(5)上，用于压住穿过前盖(5)的直流充电输出线(36)；

后盖总成包括：风扇螺钉(27)、风扇(28)、后盖(29)；所述风扇(28)通过风扇螺钉(27)

安装在后盖(29)的前侧；

上壳总成包括：按键(19)、旋钮帽(20)、透明防护罩(21)、按键线路板(23)、显示屏线路

板(24)、上壳(25)；按键(19)安装在上壳(25)上侧，按键线路板(23)、显示屏线路板(24)均

安装在上壳(25)下侧，且按键线路板(23)上的按键柄和旋钮柄向上穿过按键线路板(23)；

按键柄与按键(19)相对应；透明防护罩(21)安装在上壳(25)上侧，与显示屏线路板(24)上

的显示屏相对应；旋钮帽(20)安装在按键线路板(23)上的旋钮柄上；

下壳总成包括：滤波磁环上盖(11)、滤波磁环(12)、DC端子接线防护壳体(13)、DC正极

连接端子(14)、DC负极连接端子(15)、Micro  USB和温度传感器接口线路板(16)、下壳(17)、

主线路板(18)；

所述DC端子接线防护壳体(13)和主线路板(18)通过螺钉安装在下壳(17)上，DC端子接

线防护壳体(13)位于主线路板(18)前侧；滤波磁环(12)置于DC端子接线防护壳体(13)上，

并通过滤波磁环上盖(11)固定；

DC正极连接端子(14)、DC负极连接端子(15)均具有前凸的弯折部以及前连接端和后连

接端；DC正极连接端子(14)和DC负极连接端子(15)的前凸弯折部穿入滤波磁环(12)，DC正

极连接端子(14)和DC负极连接端子(15)的后连接端分别连接在主线路板(18)上；DC正极连

接端子(14)和DC负极连接端子(15)的前连接端分别与直流充电输出线(36)中的正极线和

负极线连接；

Micro  USB和温度传感器接口线路板(16)连接主线路板(18)前端；Micro  USB和温度传

感器接口线路板(16)上的Micro  USB口、温度传感器口分别对应前盖(5)上的Micro  USB接

口(33)、温度传感器接口(3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维修用充电器，其特征在于，

前盖总成通过导线连接到主线路板(18)，后盖总成上的风扇(28)通过导线连接到主线

路板(18)，在上壳总成与下壳总成间设置导流板(26)，将上壳总成装配在下壳总成上，数个

壳体螺钉(30)穿过后盖，分别连接上壳与下壳，组装为成品。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维修用充电器，其特征在于，

前盖(5)上设有左右两个进风口(35)，所述防尘网包括左防尘网(4)、右防尘网(9)，分

别与相应的进风口相对。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维修用充电器，其特征在于，

Micro  USB接口(33)上设有USB保护盖(6)。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维修用充电器，其特征在于，

上壳(25)上侧还贴有产品标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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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用充电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车载设备，尤其是一种维修用充电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车辆一般很少配备专门的充电器用于维护和保养电瓶。此类充电器需要接

交流市电，输出用于电瓶充电的直流电压。

[0003] 维修用充电器的结构设计比较讲究，需要可靠，具备一定的防护能力和耐冲击力。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维修用充电器，具有紧凑合理

的结构，具备一定的防水防尘性能，抗冲击性能好。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维修用充电器，包括：前盖总成、后盖总成、上壳总成、下壳总成；

[0006] 前盖总成包括：电源插头锁扣、电源插座、电源开关、防尘网、前盖、DC输出线压块、

防尘网挡板、压块螺钉、直流充电输出线；所述电源插头锁扣、电源插座、电源开关依次卡接

在前盖上；前盖上设有Micro  USB接口、温度传感器接口，以及进风口；防尘网挡板固定在前

盖后侧，防尘网插在前盖与防尘网挡板之间，与相应的进风口相对；DC输出线压块通过压块

螺钉装配在前盖上，用于压住穿过前盖的直流充电输出线；

[0007] 后盖总成包括：风扇螺钉、风扇、后盖；所述风扇通过风扇螺钉安装在后盖的前侧；

[0008] 上壳总成包括：按键、旋钮帽、透明防护罩、按键线路板、显示屏线路板、上壳；按键

安装在上壳上侧，按键线路板、显示屏线路板均安装在上壳下侧，且按键线路板上的按键柄

和旋钮柄向上穿过按键线路板；按键柄与按键相对应；透明防护罩通过安装在上壳上侧，与

显示屏线路板上的显示屏相对应；旋钮帽安装在按键线路板上的旋钮柄上；

[0009] 下壳总成包括：滤波磁环上盖、滤波磁环、DC端子接线防护壳体、DC正极连接端子、

DC负极连接端子、Micro  USB和温度传感器接口线路板、下壳、主线路板；

[0010] 所述DC端子接线防护壳体和主线路板通过螺钉安装在下壳上，DC端子接线防护壳

体位于主线路板前侧；滤波磁环置于DC端子接线防护壳体上，并通过滤波磁环上盖固定；

[0011] DC正极连接端子、DC负极连接端子均具有前凸的弯折部以及前连接端和后连接

端；DC正极连接端子和DC负极连接端子的前凸弯折部穿入滤波磁环，DC正极连接端子和DC

负极连接端子的后连接端分别连接在主线路板上；DC正极连接端子和DC负极连接端子的前

连接端分别与直流充电输出线中的正极线和负极线连接；

[0012] Micro  USB和温度传感器接口线路板连接主线路板前端；Micro  USB和温度传感器

接口线路板上的Micro  USB口、温度传感器口分别对应前盖上的Micro  USB接口、温度传感

器接口。

[0013] 进一步地，前盖总成通过导线连接到主线路板，后盖总成上的风扇通过导线连接

到主线路板，在上壳总成与下壳总成间设置导流板，将上壳总成装配在下壳总成上，数个壳

体螺钉穿过后盖，分别连接上壳与下壳，组装为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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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地，前盖上设有左右两个进风口，所述防尘网包括左防尘网、右防尘网，分

别与相应的进风口相对。

[0015] 进一步地，Micro  USB接口上设有USB保护盖。

[0016] 进一步地，上壳上侧还贴有产品标签。

[0017]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8] 1）结构合理，防护性能好，防水防尘等级达到IP20。

[0019] 2）具有较好的抗冲击能力。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爆炸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装配完成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具体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3] 如图1、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出一种维修用充电器，包括：电源插头锁扣

1、电源插座2、电源开关3、左防尘网4、前盖5、USB保护盖6、DC输出线压块7、防尘网挡板8、右

防尘网9、压块螺钉10、滤波磁环上盖11、滤波磁环12、DC端子接线防护壳体13、DC正极连接

端子14、DC负极连接端子15、Micro  USB和温度传感器接口线路板16、下壳17、主线路板18、

按键19、旋钮帽20、透明防护罩21、产品标签22、按键线路板23、显示屏线路板24、上壳25、导

流板26、风扇螺钉27、风扇28、后盖29、壳体螺钉30、直流充电输出线36；

[0024] 前盖总成，包括：电源插头锁扣1、电源插座2、电源开关3、左防尘网4、前盖5、USB保

护盖6、DC输出线压块7、防尘网挡板8、右防尘网9、压块螺钉10、直流充电输出线36；

[0025] 所述电源插头锁扣1、电源插座2、电源开关3依次卡接在前盖5上；电源插头锁扣1

能够将插入电源插座2的电源线固定住，防止脱开；前盖5上设有Micro  USB接口33、温度传

感器接口34，以及左右两个进风口35；Micro  USB接口33上设有USB保护盖6；防尘网挡板8固

定在前盖5后侧，左防尘网4和右防尘网9插在前盖5与防尘网挡板8之间，分别与相应的进风

口相对；DC输出线压块7通过压块螺钉10装配在前盖5上，用于压住穿过前盖5的直流充电输

出线36；

[0026] 后盖总成，包括：风扇螺钉27、风扇28、后盖29；所述风扇28通过风扇螺钉27安装在

后盖29的前侧；

[0027] 上壳总成，包括：按键19、旋钮帽20、透明防护罩21、产品标签22、按键线路板23、显

示屏线路板24、上壳25；按键19安装在上壳25上侧，按键线路板23、显示屏线路板24均安装

在上壳25下侧，且按键线路板23上的按键柄和旋钮柄向上穿过按键线路板23；按键柄与按

键19相对应；透明防护罩21通过双面胶粘接在上壳25上侧，与显示屏线路板24上的显示屏

相对应；产品标签22贴在上壳25上侧；旋钮帽20安装在按键线路板23上的旋钮柄上；

[0028] 下壳总成，包括：滤波磁环上盖11、滤波磁环12、DC端子接线防护壳体13、DC正极连

接端子14、DC负极连接端子15、Micro  USB和温度传感器接口线路板16、下壳17、主线路板

18；

[0029] 所述DC端子接线防护壳体13和主线路板18通过螺钉安装在下壳17上，DC端子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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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壳体13位于主线路板18前侧；滤波磁环12置于DC端子接线防护壳体13上，并通过滤波

磁环上盖11固定；

[0030] DC正极连接端子14、DC负极连接端子15均具有前凸的弯折部以及前连接端和后连

接端；DC正极连接端子14和DC负极连接端子15的前凸弯折部穿入滤波磁环12，DC正极连接

端子14和DC负极连接端子15的后连接端分别连接在主线路板18上，例如可通过螺钉连接；

DC正极连接端子14和DC负极连接端子15的前连接端分别与直流充电输出线36中的正极线

和负极线连接；

[0031] Micro  USB和温度传感器接口线路板16连接主线路板18前端；Micro  USB和温度传

感器接口线路板16上的Micro  USB口、温度传感器口分别对应前盖5上的Micro  USB接口33、

温度传感器接口34；

[0032] 成品组装，先将前盖总成通过导线连接到主线路板18，再将后盖总成上的风扇28

通过导线连接到主线路板18，在上壳总成与下壳总成间设置导流板26，将上壳总成装配在

下壳总成上，数个壳体螺钉30穿过后盖，分别连接上壳与下壳，组装为成品。导流板26一方

面起隔断作用，另一方面对风扇产生的冷却风起到前后向导向作用。

[0033] 最后所应说明的是，以上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限

制，尽管参照实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

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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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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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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