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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移动智能应急电源箱

(57)摘要

一种移动智能应急电源箱，它涉及电源技术

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移动智能应急电源箱。它包

含电源箱、储物盒、LED工作台灯、LED灯供电座、

USB充电端口、移动应急插片电源、防爆LED灯、

18650电池充电座、220V交流输出端口、温控风

扇、数控编码可调电压电流充电、箱体、电量显示

屏、DC输出端口、USB输出端口、交流/直流供电选

择开关、外接220V输入口、内置直流输出开关、

220V交流输出总开关、内置交流输出重启开关、

智能感应无线充电区域、直流输入端口，采用上

述技术方案后，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为：它集合

了多种电子类装备应急充/供电快充装置，输出

全部采用恒流、恒压控制模块，确保了可充电池

类电子设备的充电速度和效率，设备的用电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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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智能应急电源箱,其特征在于：它包含电源箱(1)、储物盒(2)、LED工作台灯

(3)、LED灯供电座(4)、USB充电端口(5)、移动应急电源(6)、防爆LED灯(7)、18650电池充电

座(8)、220V交流输出端口(9)、温控风扇(10)、数控编码可调电压电流充电(11)、箱盖(12)、

电量显示屏(13)、DC输出端口(14)、USB输出端口(15)、交流/直流供电选择开关(16)、外接

220V输入口(17)、内置直流输出开关(18)、220V交流输出总开关(19)、内置交流输出重启开

关(20)、智能感应无线充电区域(21)、直流输入端口(22)，所述的电源箱(1)上设置有储物

盒(2)，储物盒(2)的右侧设置有LED灯供电座(4)，LED灯供电座(4)的前侧设置有USB充电端

口(5)，USB充电端口(5)的前侧设置有移动应急电源(6)，移动应急电源(6)的前侧设置有

18650电池充电座(8)，18650电池充电座(8)的左侧设置有智能感应无线充电区域(21)，智

能感应无线充电区域(21)的左侧设置有内置直流输出开关(18)、内置交流输出重启开关

(20)，内置直流输出开关(18)、内置交流输出重启开关(20)的左侧设置有220V交流输出总

开关(19)，储物盒(2)的左侧设置有直流输入端口(22)，电源箱(1)的上方设置有箱盖(12)，

箱盖(12)上设置有电量显示屏(13)，电量显示屏(13)的下方设置有DC输出端口(14)，DC输

出端口(14)为4.2V头灯DC输出端口，DC输出端口(14)的下方设置有USB输出端口(15)，USB

输出端口(15)为5V头灯USB输出端口，USB输出端口(15)的下方设置有外接220V输入口

(17)，外接220V输入口(17)的右侧设置有交流/直流供电选择开关(16)，电量显示屏(13)的

右侧设置有数控编码可调电压电流充电(11)，数控编码可调电压电流充电(11)设置有七路

电压为1-35V可调电压，电流50ma-5000ma输出，预留两路为无人机应急充电XT60/T型端子

接口，数控编码可调电压电流充电(11)的中间设置有温控风扇(10)，数控编码可调电压电

流充电(11)的右侧设置有220V交流输出端口(9)，上述部件的连接方式为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智能应急电源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源箱(1)配

备有配件箱，配件箱内部配有24V启动电源转接头、12V启动电源转接头、12V/24V只能点火

夹子线、12V/24V应急启动电源、四米25mm212V/24V供电线、DC5521圆头转DC5521圆头延长

线、DC5521转接头、应急插片式移动电源、三合一收缩数据充电线、T型/XT60无人机充电转

接线、12V/24V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充电器、三米国标品字尾电源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智能应急电源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源箱(1)外

接防爆LED灯(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智能应急电源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LED灯供电座

(4)为12/24V供电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智能应急电源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USB充电端口

(5)设置有六个，分别为三个快充端口、三个智能识别电流充电端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智能应急电源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温控风扇(10)

设置有两个。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智能应急电源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直流输入端口

(22)为220V的直流输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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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智能应急电源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移动智能应急电源箱。

背景技术

[0002] 为延长电子类装备的工作时间，提高使用效率，平时及紧急情况下应急充/用电迫

切需要，解决在复杂、长时间应急救援任务中的应急电源问题，保障电子装备在警务执勤和

灭火救援现场的全天候使用，特研发本产品。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全新设计的移动智

能应急电源装置，它集合了多种电子类装备应急充/供电快充装置，输出全部采用恒流、恒

压控制模块，确保了充/用电设备的用电安全，设备自身蓄电方式灵活，通过外接电源、车载

12V/24V电瓶、防爆蓄电池组方式储电，提高电子装备使用率，全面延长了电子装备的工作

时间和使用效率，一举解决了在复杂环境下，应急充电时充电器易遗失、型号繁多、电源不

匹配、充电时间长、充/供电间断、携行运输不便等问题，移动方便，操作简单，分模块设计。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是：它包含电源箱1、储物盒2、LED

工作台灯3、LED灯供电座4、USB充电端口5、移动应急电源6、防爆LED灯7、18650电池充电座

8、220V交流输出端口9、温控风扇10、数控编码可调电压电流充电11、箱盖12、电量显示屏

13、DC输出端口14、USB输出端口15、交流/直流供电选择开关16、外接220V输入口17、内置直

流输出开关18、220V交流输出总开关19、内置交流输出重启开关20、智能感应无线充电区域

21、直流输入端口22，所述的电源箱1上设置有储物盒2，储物盒2的右侧设置有LED灯供电座

4，LED灯供电座4的前侧设置有USB充电端口5，USB充电端口5的前侧设置有移动应急电源6，

移动应急电源6的前侧设置有18650电池充电座8，18650电池充电座8的左侧设置有智能感

应无线充电区域21，智能感应无线充电区域21的左侧设置有内置直流输出开关18、内置交

流输出重启开关20，内置直流输出开关18、内置交流输出重启开关20的左侧设置有220V交

流输出总开关19，储物盒2的左侧设置有直流输入端口22，电源箱1的上方设置有箱盖12，箱

盖12上设置有电量显示屏13，电量显示屏13的下方设置有DC输出端口14，DC输出端口14为

4.2V头灯DC输出端口，DC输出端口14的下方设置有USB输出端口15，USB输出端口15为5V头

灯USB输出端口，USB输出端口15的下方设置有外接220V输入口17，外接220V输入口17的右

侧设置有交流/直流供电选择开关16，电量显示屏13的右侧设置有数控编码可调电压电流

充电11，数控编码可调电压电流充电11设置有七路电压为1-35V可调电压，电流50ma-

5000ma输出，预留两路为为无人机应急充电XT60/T型端子接口，数控编码可调电压电流充

电11的中间设置有温控风扇10，数控编码可调电压电流充电11的右侧设置有220V交流输出

端口9，上述部件的连接方式为电性连接。

[0005] 所述的电源箱1配备有配件箱，配件箱内部配有24V启动电源转接头、12V启动电源

转接头、12V/24V只能点火夹子线、12V/24V应急启动电源、四米25mm212V/24V供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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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5521圆头转DC5521圆头延长线、DC5521转接头、应急插片式移动电源、三合一收缩数据充

电线、T型/XT60无人机充电转接线、12V/24V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充电器、三米国标品字尾电

源线。

[0006] 所述的电源箱1外接防爆LED灯7。

[0007] 所述的LED灯供电座4为12/24V供电座。

[0008] 所述的USB充电端口5设置有六个，分别为三个快充端口、三个智能识别电流充电

端口。

[0009] 所述的温控风扇10设置有两个。

[0010] 所述的直流输入端口22为220V的直流输入端口。

[0011]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1、采用交流供电方式：将电源插头插入外接220V输入口

17，将开关按到开的一方，将交流/直流供电选择开关16选择到交流供电档，打开这两个开

关，可以给设备供电同时给设备的内置锂电池供电；2、直流供电方式：将交流/直流供电选

择开关16选择到直流供电档位；3、外接汽车电源供电方式：将本机的电源线插入直流输入

端口22，将夹子与汽车电池相连(只能接一个电池12V或24V)，当12V直流输入时，需先连接

好设备端，然后在连接12V汽车电瓶，最后在打开此区域内船型开关档位到“开”状态，当接

入24V电瓶时候,需先连接好设备端,然后在连接24V汽车电瓶，最后在打开此区域内船型开

关档位到“开”状态入于，(注意:禁止接入24V电瓶时，同时开启12V直流输入开关,否则会损

坏产品。)4、电量显示：电量显示为产品通电即显示，查看电量需要开启内置旋转切换开关

至开状态或者直接对产品充电也可以显示电量，为保证电池的使用寿命，请将电池最少电

量保证在5%以上；5、DC输出端口14(4.2V头灯输出)：打开此区域内船型开关到“开”位置，此

时对应输出端口亮绿灯，当给电池充电时候，亮红灯，满电自动跳转为绿灯；6、USB输出端口

15(5V头灯输出)：打开此区域内船型开关到“开”位置，此时对应输出端口亮绿灯，当给电池

充电时候，亮红灯，满电自动跳转为绿灯；7、充电操作：打开船型开关到开状态，然后设置好

所需的电压电流参数(具体操作按照上述操作说明调整)，检查设置好的参数是否准确，确

保输出开关在关闭状态，此时图标为红色，(如使用智能识别功能，然后在打开智能识别开

关到识别位置，连接好DC线到相应的产品输入端，然后打开输出开关，此时图标为绿色，放

置误碰到功能旋钮按键后调整的参数发生改变,需要长按3S编码开关，此时进入锁定状态，

所有按键都无法进行操作。(注:设定的输出电压、电流为原设备的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和电

流)；8、220V交流输出端口9：内置直流供电时，先打开交流输出开关，然后在打开重启保护

开关到开状态，此时交流输出处于待机状态，然后在打开相对应的区域开关，此时绿色亮,

即AC座有电输出接入供电产品即可。(注:内置交流供电输出额定功率为1000W,最高能承受

1200W)，外置交流供电时，先打开交流输出开关，此时交流输出处于待机状态，然后在打开

相对应的区域开关，此时绿色亮，即AC座有电输出,接入供电产品即可(注:外接交流供电

时，不受电池容量与功率的影响)；9、18650电池充电座8：按下开关，则可以打开此充电座，

将18650或其他圆柱电池放入槽内，即可进行充电，设备自带正负极转换，充满显示功能，及

放及充(注:  禁止为止负极在同-端口或普通不可充电池充电)；10、智能感应无线充电区域

21：按下对应的按钮，此时充电指示灯为红色LED灯常亮(待机状态)，把手机放置于智能无

线感应充电支架范围100mm内，此时自动开合夹臂张开，然后把手机放入灭臂内，夹臂会自

动闭合，此时充电指示灯为红色LED熄灭，绿色LED常亮进入无线充电状态；11、USB工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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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按钮，按钮将变为蓝色灯此时被打开6个USB接口的电源指示灯也会亮起，再次按下按

钮，将关闭USB接口的输出(打开防USB尘盖，蓝芯为快充端口)；12、插片式应急电源：打开此

区域内开关，此时充电座属于待机态下，然后安装上移动应急电源，蓝色电量显示灯全亮为

满电状态，3个插片式移动应急电源，支持热插拔，即插即充，即拔即用，方便使用，插片移动

应急电源自带安卓、苹果、Type-C充电线,自带USB输出端口为5V/2A；13、储物盒2：产品预留

储物盒，主要放置DC转换座等配件，储物盒2盖丝印参数为产品基本操作说明；14、LED工作

台灯3：LED工作台灯外白光，打开此区域的开关,为黑夜操作面板功能键提供照明，支持

360°旋转；15、外接LED防爆灯7：先确定支架是否有垫片，在支架与灯头拧紧之后，再连接好

航空防水端子延长线，最后另一端接入产品供电端，等调整好灯角度与方向后再拧紧灯架

固定端，(此灯供电电压为12-24V,推荐使用24V电压供电)；16、12V/24V应急启动电源操作

步骤：在启动汽车之前，确保产品电量指示灯至少在3格或以上,确保12V汽车连接12V转换

头，以及24V汽车连接到24V转换头(通常人多数12v车和24v卡车无论是柴油还是汽油发动

机都可以启动，一些较旧的车辆由于起动系统效率低而无法轻松启动，将点火夹连接到转

换头，(要启动12V汽车，对应连接12V转换头，要启动24V汽车对应链接24V转换头)，将转换

头完全插入启动电源的启动端口，按下智能夹的盒子上的开关按钮，直到蓝灯亮起，将夹子

连接到车辆电池，红色夹子连接到车辆的电源端子(+)，黑色夹子连接到负极端子(-)，确保

智能夹具盒上的蓝色和绿色LED灯都亮着，然后打开钥匙启动汽车，车辆启动后，在30秒内

将夹具从车辆上断开。

[001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为：它具有以下优点：1、蓄电方便，四

种蓄电方式：a、使用自带防爆磷酸铁锂电池组进行供电，供电时间为:500W满负荷功耗时，

持续供电6-8个小时以上,额定功率1000W,最大功率为1200W；b、外接220V交流直接供电；C、

连接小型汽车12V电源供电；d、连接中重型汽车电瓶24V电源对产品充电；实现供电方式的

多样性，保证了自身蓄电和二次供电连续性；2、安全可靠：a、电源防爆设计。使用最新防爆

磷酸铁锂电池技术，无氢气排放，避免了氢氧混合，确保了电池使用的安全性；b、设备运行

可靠。新型的无修正正弦波220V输出，保证了电子设备的无干扰运行，电池放电主板具备智

能自动监控输入/输出电压电流的过压、过流、过热、过冲保护，方便了设备的日常维护，延

长了器材使用寿命；c、各类输出口采用递进式保护。避免了输出口之间的相互影响，提高了

安全性；d、整体防震、防水，外壳厚度达4mm，可承受60cm自由坠落;  1米水深防水设计，箱体

防水等级IP65；3、移动方便，整套设备40KG重，便携式拉杆箱设计，单兵即可携行运输；4、操

作简便：全部采用船型开关，标识化处理，每个功能单独控制、互不干扰，操作简单易学，可

操作性强；5、模块设计：产品分为：移动智能应急电源箱、配件箱包，满足在不同使用环境下

应急用电需求；适用范围包括：公安、消防使用的通讯器材、勘验侦检器材、照明器材、摄像

器材、手持平板、笔本记电脑等各种电子装备，通过本产品进行直流充/供电口(DC):  4.2V、

5V、12V、24V、1V-35V  (可调输出口:电压1V-35V、电流0ma-5000ma) ,交流供电口(AC):220V/

50Hz/  1200W输出口给上述设备进行充电/供电，该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公安、军队、交通、农

林、水利野外作业、警务执勤和消防灭火抢险救援等场所使用，民用领域市场前景更为广

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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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附图标记说明：电源箱1、储物盒2、LED工作台灯3、LED灯供电座4、USB充电端口5、

移动应急电源6、防爆LED灯7、18650电池充电座8、220V交流输出端口9、温控风扇10、数控编

码可调电压电流充电11、箱盖12、电量显示屏13、DC输出端口14、USB输出端口15、交流/直流

供电选择开关16、外接220V输入口17、内置直流输出开关18、220V交流输出总开关19、内置

交流输出重启开关20、智能感应无线充电区域21、直流输入端口22。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参看图1所示，本具体实施方式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它包含电源箱1、储物盒2、LED工

作台灯3、LED灯供电座4、USB充电端口5、移动应急电源6、防爆LED灯7、18650电池充电座8、

220V交流输出端口9、温控风扇10、数控编码可调电压电流充电11、箱盖12、电量显示屏13、

DC输出端口14、USB输出端口15、交流/直流供电选择开关16、外接220V输入口17、内置直流

输出开关18、220V交流输出总开关19、内置交流输出重启开关20、智能感应无线充电区域

21、直流输入端口22，所述的电量显示屏13为液晶显示屏，开机或充电即显示，显示电源箱1

充满电与有工况模式下可使用时间；数控编码可调电压电流充电11有七路，每路独立开关

控制、智能正负极自动输出识别，保证充电效率，输出电压调节范围为(1-35V)可调，可调精

确度为0.01V,输出电流可调范围为50-5000ma,可调精确度为0.001A，产品带有掉电预设值

存储功能，可存储10组预设值，并可快捷调出两组预设值，自带液晶显示，具有电压电流表

功能，通过液晶屏可方便查看预设电压、预设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功率、输入电

压等，输出状态提示区域可以方便地看出当前是否打开/关闭输出、恒压/恒流输出状态、输

出是否正常、按键是否锁定以及当前正在调用的数据组，在数据设定界面中还可以对过压

值、过流值、过功率值、数据组、液晶亮度等进行调整；DC输出端口14为4.2V头灯充电输出，

充电端口采用DC5521各4个输出端口，各端口充电电流为1200ma ,每个端口具备LED充电指

示，充电时为红灯，满电为绿灯；USB输出端口15为5VUSB头灯电压输出，充电端口采用4个

USB输出端口，各端口充电电流为1400ma ,每个端口具备LED充电指示，充电时为红灯，满电

为绿灯；使用交流供电，通过交流/直流供电选择开关16来切换是否直流供电与交流供电，

交流供电时候，对产品自身充电，并且输出功率不受设备自身放电时功率限制:直流供电采

用自身蓄电工作；采用1200W纯正弦波逆变器，输出4纽220V交流输出端口9采用一个总开关

与每路独立开关控制，并且具备LED输出状态指示灯；智能感应无线充电区域21采用2个输

出10W充电座；18650电池充电座8可充4个18650，具备正负极自动识别输出,即不用区分正

负极性，充电电流为每组400ma；移动应急电源6采用3组移动插片电源，每片自带三合一充

电线，插片式电源可随放随充，支持热插拔功能，输出电流为5V/2A；LED工作台灯3功率为

3W，具备360度角度旋转功能；USB充电端口5设置有6个USB端口与一拖三充电端口配合使

用，其中3个USB口为快充端口，3个USB端口为自动识别电流端口，快充端口如手机不支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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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自动智能转换为5V/2A对产品充电，所有端口通过一个总开关控制；具有第三方权威机

构检测报告，产品在深圳立讯实验室，经过高强度、耐老化各种测试，并出具有产品检测合

格认证报告。

[0017] 注意事项：

[0018] 1、多功能充电口最高电压不得超过36V；

[0019] 2、强光手电筒充电座不得给18650无正负极电池进行充电；

[0020] 3、电源箱1在关闭的情况下可达到防水效果，开启箱盖12请在干净T燥环境下使

用；

[0021] 4、设备额定功率1000W, 最大负载功率1200W，严禁超负载运行；

[0022] 5、设备快充必须设备带有快充IC电池管理芯片才能进行快充，切不可强行调高电

压快充；

[0023] 6、24V对产品充电时候，不得同时开启12V直流输入开关；

[0024] 7、内置交流供电时，输出出现过流/过载/短路保护时候,需要排除故障后重新启

动一次重新开关。

[0025] 维护保养：

[0026] a .定期给设备充电，保证电量显示电量是100%(  当电量显示为100%的时候，要持

续充电1小时以上)；

[0027] b.长期不适用的时候，切记每3个月补一次电；

[0028] c.设备储存时请放置阴凉干燥处；

[0029] d.在设备上清洁时，请使用干的抹布。

[0030] 以上所述，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所做的其它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只要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精神和范围，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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