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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

近远光手电筒，其包括筒体、电池组件和尾盖。电

池组件包括置于筒体内的电池、充电板和电压转

换器，电池和电压转换器分别与充电板电性连

接；尾盖设有放电接口，尾盖与筒体的连接，放电

接口与电池组件电性连接。通过设置电压转换器

和放电接口，电压转换器将电池的电压提升，然

后通过放电接口，将电池的能量输送给外部的设

备，为外部设备进行充电，从而近远光手电筒增

加了充电宝的功能，也便于用户外出携带，则不

需要同时携带充电宝，提高用户的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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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其特征在于，包括：

筒体；

电池组件，包括置于所述筒体内的电池、充电板和电压转换器，所述电池和所述电压转

换器分别与所述充电板电性连接；

尾盖，设有放电接口，所述尾盖与所述筒体的连接，所述放电接口与所述充电板电性连

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电接口

设有两个凸缘，所述两个凸缘置于所述尾盖远离所述筒体一侧的外壁，且处于所述放电接

口的外边缘。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电接口

为USB  3.0接口或USB  2.0接口。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其特征在于：所述尾盖还设

有充电接口，所述充电接口与所述电池组件电性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接口

为microUSB接口、Lightning接口、Type‑C接口任一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采用

镍氢电池、镍镉电池、铅蓄电池、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中任一种。

7.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组件

还包括电池散热座，所述电池散热座为圆筒形，且所述电池散热座置于所述筒体内。

8.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包括

尾盖提手，所述尾盖提手置于所述尾盖的外壁。

9.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包括

第一外筒，所述第一外筒设有多个通孔，多个所述通孔布置于所述第一外筒的壁面。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括

手柄，所述手柄与所述筒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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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手电筒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远光手电筒作为一种用于紧急照明的手持工具，在

工业维修中和户外活动中都被广泛应用，如被应用于工人进行机器设备维修作业时的照

明、野外作业时的照明或应急照明等。但是现有技术的近远光手电筒仅有照明功能，且近远

光手电筒中的电池容量经常无法充分利用，而且，用户在户外活动时，需要同时携带大容量

充电宝和大功率近远光手电筒，会占用过多的储物空间，且在外出使用时十分不便利，所以

近远光手电筒不具备充电宝功能，不能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使用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克服目前的近远光手电筒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

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

[0004]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其

包括筒体、电池组件和尾盖。

[0005] 电池组件包括置于筒体内的电池、充电板和电压转换器，电池和电压转换器分别

与充电板电性连接。

[0006] 尾盖设有放电接口，尾盖与筒体的连接，放电接口与充电板电性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放电接口设有两个凸缘，两个凸缘置于尾盖远离筒体一侧的外壁，且处

于放电接口的外边缘。

[0008] 进一步地，放电接口为USB  3.0接口或USB  2.0接口。

[0009] 进一步地，尾盖还设有充电接口，充电接口与电池组件电性连接。

[0010] 进一步地，充电接口为microUSB接口、Lightning接口、Type‑C接口任一种。

[0011] 进一步地，电池采用镍氢电池、镍镉电池、铅蓄电池、锂离子电池、聚合物锂离子电

池任一种。

[0012] 进一步地，电池组件还包括电池散热座，电池散热座为圆筒形，且电池散热座置于

筒体内。

[0013] 进一步地，筒体包括尾盖提手，尾盖提手置于尾盖的外壁。

[0014] 进一步地，筒体包括第一外筒，第一外筒设有多个通孔，多个通孔布置于第一外筒

的壁面。

[0015] 进一步地包括手柄，手柄与筒体连接。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其有

益效果是：

[0017] 1、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其包括筒体、电池组

件和尾盖。电池组件包括置于筒体内的电池、充电板和电压转换器，电池和电压转换器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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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充电板电性连接；尾盖设有放电接口，尾盖与筒体的连接，放电接口与电池组件电性连

接。通过设置电压转换器和放电接口，电压转换器将电池的电压提升，然后通过放电接口，

将电池的能量输送给外部的设备，为外部设备进行充电，从而近远光手电筒增加了充电宝

的功能，也便于用户外出携带，则不需要同时携带充电宝，提高用户的体验感。

[0018] 2、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放电接口设置两个凸缘，两个凸缘置于尾盖远离筒体一侧的

外壁，且处于放电接口的外边缘。当为外部设备充电时，可以确保充电线与放电接头的交接

处稳固，保持为外部设备充电过程的稳定性。

[001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之内。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结构分解示意图；

[0021] 图2是图1的A方向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实例，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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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3]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的”、“左”、

“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

[0024]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远光手电筒作为一种用于紧急照明的手持工具，在

工业维修中和户外活动中都被广泛应用，如被应用于工人进行机器设备维修作业时的照

明、野外作业时的照明或应急照明等。但是现有技术的近远光手电筒仅有照明功能，且近远

光手电筒中的电池容量经常无法充分利用，而且，用户在户外活动时，需要同时携带大容量

充电宝和大功率近远光手电筒，会占用过多的储物空间，且在外出使用时十分不便利，所以

近远光手电筒不具备充电宝功能，不能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使用需求。

[0025] 鉴于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其解决近远光

手电筒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问题。

[0026] 请参阅图1‑2，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具备充电宝功能的近远光手电筒100，其包括

筒体110、电池组件120和尾盖130。

[0027] 电池组件120包括置于筒体110内的电池121、充电板122和电压转换器123，电池

121和电压转换器123分别与充电板122电性连接。尾盖130设有放电接口131，尾盖130与筒

体110的连接，放电接口131与充电板122电性连接。电压转换器123可以将电池121的电压进

行升压和降压，从而使得储存的电池121可以进行充电或放电。

[0028] 上述实施例中，通过设置电压转换器123和放电接口131，电压转换器123将电池

121的电压提升，然后通过放电接口131，将电池121的能量输送给外部的设备，为外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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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充电，从而近远光手电筒100增加了充电宝的功能，也便于用户外出携带，则不需要同

时携带充电宝，提高用户的体验感。

[0029] 当需要给外部的设备充电时，放电接口131插入充电头时，容易产生松动，所以进

一步地设计放电接口131，参阅图1‑2，放电接口131设有两个凸缘132，两个凸缘132置于尾

盖远离筒体110一侧的外壁，且处于放电接口131的外边缘。通过设置凸缘132，当为外部设

备充电时，可以确保充电线与放电接口131的交接处稳固，保持为外部设备充电过程的稳定

性。

[0030] 具体地，放电接口131可以为USB  3.0接口或USB  2.0接口。采用USB  3.0接口，传输

速率更快，放电效果更佳。

[0031] 为了可以循环利用近远光手电筒100内的电池121，参阅图1‑2，尾盖130还可以设

有充电接口133，充电接口133与电池121组件120电性连接。通过增加充电接口133，可以对

近远光手电筒100内的电池121进行充电，外部接电后，由充电接口133进入，经过充电板122

和电压转换器123，再进入电池121，增加电池121的电量，因此，可以循环利用近远光手电筒

100内的电池121，不必对电池121进行更换，也避免浪费资源。

[0032] 充电接口133可以为microUSB接口、Lightning接口、Type‑C接口任一种。当采用

Type‑C接口时，由于Type‑C接口是一种被广泛应用在安卓智能手机上的接口，且Type‑C接

口正面和反面一样，都可以插入，使得用户充电时可以方便插入。当采用Lightning接口时，

Lightning接口更加小巧，而且支持正反插入，便于进行充电。

[0033] 为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以及提高电池121使用寿命，电池121可以采用镍氢电池、

镍镉电池、铅蓄电池、锂离子电池、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任一种。通过采用二次电池，自放电率

低，体积小，重量低，同时使用寿命长，安全环保，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0034] 当电池121处于筒体110密闭空间内，难以将内部热量散出，所以电池121组件120

还包括电池散热座124，电池散热座124为圆筒形，且电池散热座124置于筒体110内。电池散

热座124可以将筒体110内部的腔室与筒体110的外部导通，电池散热座124上设有多个翅

片，通过翅片，将电池散热座124内的热量散发到筒体110的外部，提高散热效果。

[0035] 参阅图1，进一步地，筒体110还可以包括尾盖提手111，尾盖提手111置于尾盖130

的外壁。设置尾盖提手111，可以将近远光手电筒100通过绳索或其它工具，挂到用户随身携

带的背包或其它行李上，避免丢失，也便于用户拿取和使用。

[0036] 由于近远光手电筒100内的电池121容易产生热量，参阅图1，进一步地设计筒体

110，筒体110包括第一外筒112，第一外筒112设有多个通孔，多个通孔布置于第一外筒112

的壁面。通过在第一外筒112设置多个通孔，第一外筒112内零件产生的热量可以散发到外

部，避免高温对内部零件产生影响。

[0037] 参阅图1，进一步地包括手柄140，手柄140与筒体110连接。手柄140与筒体110可以

为螺丝连接，在手柄140的两端和筒体110上设置相同的开孔，采用螺丝将手柄140与筒体

110连接起来，可以稳定手柄140在近远光手电筒100的筒体110上，同时，使用螺丝进行连

接，也方便对手柄140进行拆卸和安装。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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