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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移动式共享汽车充电桩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移动式共享汽车充电
桩，
它包括设在墙体上的充电桩，
所述充电桩通
过移动机构与墙体连接，
所述移动机构带动充电
桩相对于墙体水平移动；
所述移动机构包括丝杆
和与丝杆连接的减速电机，
还包括与充电桩固定
连接的滑块，
所述滑块与丝杆螺纹连接，
墙体上
还开有槽口 ，
减速电机设在槽口内 ；
所述墙体上
开有凹槽，
所述丝杆设在凹槽内 ，
丝杆通过轴承
座与凹槽连接；
还包括设在墙体上的卷线轮，
所
述充电桩的电源连接线缠绕在卷线轮上。
本实用
新型，
通过移动机构带动充电桩水平移动便于用
户对汽车进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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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移动式共享汽车充电桩，
它包括设在墙体(1)上的充电桩(2) ，
其特征在于：
所述
充电桩(2)通过移动机构(3)与墙体(1)连接，
所述移动机构(3)带动充电桩(2)相对于墙体
(1)水平移动；
所述移动机构(3)包括丝杆(30)和与丝杆(30)连接的减速电机(31) ，
还包括与充电桩
(2)固定连接的滑块(32)，
所述滑块(32)与丝杆(30)螺纹连接；
所述墙体(1)上开有凹槽(10)，
所述丝杆(30)设在凹槽(10)内；
还包括设在墙体(1)上的卷线轮(4) ，
所述充电桩(2)的电源连接线(5)缠绕在卷线轮
(4)上。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共享汽车充电桩，
其特征在于：
所述墙体(1)上还
设有支撑板(6)，
所述支撑板(6)上开有滑槽(60)，
所述充电桩(2)的底部设有滑轨(7)，
所述
滑槽(60)与滑轨(7)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共享汽车充电桩，
其特征在于：
所述滑块(32)包括
连接部分(320)和支撑部分(321)，
所述充电桩(2)与支撑部分(321)固定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移动式共享汽车充电桩，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固定管道
(8)，
所述电源连接线(5)贯穿在固定管道(8)内，
固定管道(8)与支撑部分(321)固定连接。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移动式共享汽车充电桩，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固定管道(8)
内设有导向滑轮(9)，
所述电源连接线(5)与导向滑轮(9)接触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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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式共享汽车充电桩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移动式共享汽车充
电桩。
背景技术
[0002] 充电桩其功能类似于加油站里面的加油机，
可以固定在地面或墙壁，
安装于公共
建筑(公共楼宇、
商场、
公共停车场等)和居民小区停车场或充电站内，
可以根据不同的电压
等级为各种型号的电动汽车充电。
随着新能源电动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充电桩也越
来越多的设在车库内，
挂壁式充电桩以其体积小、
占地少的特点遍布在许多停车场内。
[0003] 但是，
现有的挂壁式充电桩时相对于墙体固定的，
当有其他车辆或者物体放置在
充电桩前面，
使新能源电动汽车不得不放置在离充电桩较远的地方，
不便于充电。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在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结构简单，
设计合理的一
种移动式共享汽车充电桩，
通过移动机构带动充电桩水平移动便于用户对汽车进行充电。
[0005]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上述目的：
[0006] 一种移动式共享汽车充电桩，
它包括设在墙体上的充电桩，
所述充电桩通过移动
机构与墙体连接，
所述移动机构带动充电桩相对于墙体水平移动；
[0007] 所述移动机构包括丝杆和与丝杆连接的减速电机，
还包括与充电桩固定连接的滑
块，
所述滑块与丝杆螺纹连接，
墙体上还开有槽口，
减速电机设在槽口内；
[0008] 所述墙体上开有凹槽，
所述丝杆设在凹槽内，
丝杆通过轴承座与凹槽连接；
[0009] 还包括设在墙体上的卷线轮，
所述充电桩的电源连接线缠绕在卷线轮上。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优化的技术方案，
为了便于充电桩的安装，
同时防止充电
桩脱离滑块后掉落，
所述墙体上还设有支撑板，
所述支撑板上开有滑槽，
所述充电桩的底部
设有滑轨，
所述滑槽与滑轨连接。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优化的技术方案，
为了便于充电桩的安装，
所述滑块包括
连接部分和支撑部分，
所述充电桩与支撑部分固定连接。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优化的技术方案，
为了实现电源连接线的定向，
还包括固
定管道，
所述电源连接线贯穿在固定管道内，
固定管道与支撑部分固定连接。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优化的技术方案，
为了实现电源连接线的导向，
同时避免
电源连接线与固定管道直接接触磨损，
所述固定管道内设有导向滑轮，
所述电源连接线与
导向滑轮接触连接。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5] 1)本实用新型通过移动机构带动充电桩相对于墙体水平移动，
当有其他车辆妨碍
车辆充电时，
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充电桩实现充电桩靠近能源汽车，
便于用户充电 ；
[0016] 2)本实用新型通过卷线轮实现对电源连接线的收纳，
当移动充电桩时，
电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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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不会在墙体上绕乱；
[0017] 3)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
稳定性高，
设计合理，
便于实现。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A区局部放大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移动机构与墙体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
1-墙体；
10-凹槽；
2-充电桩；
3-移动机构；
30-丝杆；
31-减速电机；
32-滑块；
320-连接部分，
321-支撑部分，
4-卷线轮；
5-电源连接线；
6-支撑板；
60-滑槽；
7-滑轨；
8-固
定管道；
9-导向滑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有必要在此指出的是，
以下具体实施
方式只用于对本申请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不能理解为对本申请保护范围的限制，
该领域的
技术人员可以根据上述申请内容对本申请作出一些非本质的改进和调整。
[0023] 如图1-3所示的一种移动式共享汽车充电桩，
它包括设在墙体1上的充电桩2，
充电
桩2通过移动机构3与墙体1连接，
移动机构3带动充电桩2相对于墙体1水平移动；
[0024] 移动机构3包括丝杆30和与丝杆30连接的减速电机31，
还包括与充电桩2固定连接
的滑块32，
滑块32与丝杆30螺纹连接；
[0025] 墙体1上开有凹槽10，
丝杆30设在凹槽10内；
[0026] 还包括设在墙体1上的卷线轮4，
充电桩2的电源连接线5缠绕在卷线轮4上。
[0027] 墙体1上还设有支撑板6，
所述支撑板6上开有滑槽60，
充电桩2的底部设有滑轨7，
所述滑槽60与滑轨7连接，
实现对充电桩2的支撑，
防止其脱离支撑部分321后掉落，
同时也
便于充电桩2的安装。
[0028] 滑块32包括连接部分320和支撑部分321，
所述充电桩2与支撑部分321固定连接。
[0029] 还包括固定管道8，
电源连接线5贯穿在固定管道8内，
固定管道8与支撑部分321固
定连接。
[0030] 固定管道8上设有导向滑轮9，
电源连接线5与导向滑轮9接触连接，
实现电源连接
线5的导向，
防止其与固定管道8的侧壁直接接触，
导致电源连接线5的磨损。
[0031]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
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
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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