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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板充电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壁板充电系统，其包

括具有集成式充电部件的壁板。所述壁板包含向

后突出的插座连接器，以电联接所述充电部件与

电源插座和充电装置。所述充电装置可提供有线

或无线连接以为移动电子装置的电源充电。通过

本实用新型，壁板可紧固到电源插座或邻近于其

的结构，从而保持充电部件与电源插座电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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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壁板充电系统，其包括：

壁板，其具有具备平面配置的板部分和从所述板部分延伸的外壳部分；

充电组件，其至少部分地设置于所述外壳部分内且永久地联接到所述外壳部分，所述

充电组件包括穿过所述外壳的背表面中的一个或多个开口向后突出的插座连接器以及充

电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中所述插座连接器包括2插脚或3插脚插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中所述插座连接器包括USB连接器。

4.根据权利要求1到3中任一项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中所述充电装置包括具有远端

连接器的线材，所述线材从所述外壳的前表面向前突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进一步包括围绕所述前表面中的开口安装

到所述外壳的线材保护器。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中所述外壳部分从所述板部分向前突出，且

进一步包括从其侧壁向外突出的凸缘。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中所述凸缘的一部分与所述壁板平行。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中所述凸缘进一步包括大小设定成在其中

以摩擦方式收纳所述线材的一部分的一个或多个槽孔开口。

9.根据权利要求1到3中任一项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中所述充电装置包括发射器线

圈，所述发射器线圈设置于所述外壳部分内且具有平行于所述外壳部分的充电表面而延伸

的主表面。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中所述外壳部分在水平方向上从所述板部

分向前延伸，使得所述外壳部分的充电表面面向上以在其上收纳移动电子装置。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中所述外壳部分从所述板部分向上延伸；

且所述壁板进一步包括从所述外壳部分向前延伸以在其上收纳移动电子装置的壁架。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中所述外壳部分以相对于所述板部分的

纵轴向后倾斜的方式延伸。

13.根据权利要求1到3中任一项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中所述充电系统包括转换器。

14.根据权利要求1到3中任一项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中所述充电系统包括开关模

式电力供应器。

15.根据权利要求1到3中任一项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中所述壁板进一步包括插口

开口，所述外壳和所述插口开口被配置成与电源插座的相应插口对准。

16.根据权利要求1到3中任一项所述的壁板充电系统，其中所述壁板进一步包括延伸

穿过所述壁板以将所述壁板紧固到电源插座或邻近于电源插座的结构的紧固件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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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板充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大体上涉及用于电子装置的插头，且更确切地说，涉及用于电源插座

的保持部件。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技术进步，用于再充电并连接移动装置的线材已采用多种形式。在一种当前

形式中，线材在其第一端处包含被配置成连接到移动装置的连接器，并在第二端处包含另

一连接器以连接到电源或第二电子装置。用于第二端的一个常用连接器为允许移动装置连

接到具有对应端口的计算装置或电源的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USB)连接

器。USB连接器还可接合适配器利用以将移动装置插入到壁式插座中以为移动装置再充电。

不利的是，随着连接件增加，连接件中的一个无意中分离的机率会增加。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根据一个方面，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壁板充电系统，其包含具备大体平面配置的

板部分和从所述板部分延伸的外壳部分。所述系统进一步包含充电组件，所述充电组件至

少部分地设置于所述外壳部分内且永久地联接到所述外壳部分，所述充电组件包括穿过所

述外壳的背表面中的一个或多个开口向后突出的插座连接器以及充电装置。

[0004] 根据一些形式，所述系统可包含以下方面中的一个或多个：所述插座连接器可以

是2插脚或3插脚插头；所述壁板可包含插口开口，其中所述外壳和所述插口开口被配置成

与电源插座的相应插口对准；所述壁板可包含延伸穿过所述壁板以将所述壁板紧固到电源

插座或邻近于电源插座的结构的紧固件开口；或所述充电系统可包含转换器或开关模式电

力供应器。

[0005] 根据一个版本，所述充电装置可以是具有从所述外壳的前表面中的开口向前突出

的远端连接器的线材。在一种形式中，所述系统可包含围绕所述前表面中的所述开口安装

到所述外壳的线材保护器。在另一种形式中，所述外壳部分可从所述板部分向前突出，并可

包含从其侧壁向外突出的凸缘。另外，所述凸缘的前表面可与所述外壳的所述前表面平面，

和/或所述凸缘可包含大小设定成在其中以摩擦方式收纳所述线材的一部分的一个或多个

槽孔开口。

[0006] 根据另一版本，所述充电装置可以是发射器线圈，所述发射器线圈设置于所述外

壳部分内并具有大体上平行于所述外壳部分的充电表面延伸的主表面。在一种形式中，所

述外壳部分可在大体水平定向上从所述板部分向前延伸，使得所述充电表面面向上以在其

上收纳移动电子装置。在其它形式中，所述外壳部分可从所述板部分向上且必要时相对于

所述板部分的纵轴以向后角度延伸。在这些形式中，所述壁板可包含从所述外壳部分向前

延伸以在其上收纳移动电子装置的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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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7] 通过提供在以下详细描述中描述的实施例而至少部分满足以上需要，在与附图结

合研究时尤其如此，其中：

[0008] 图1是根据各种实施例的第一实例壁板充电系统的前透视图；

[0009] 图2是图1的壁板充电系统的后透视图；

[0010] 图3是根据各种实施例的第二实例壁板充电系统的前透视图；

[0011] 图4是图3的壁板充电系统的后透视图；

[0012] 图5是根据各种实施例的第三实例壁板充电系统的前透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本文中描述了具有集成式充电部件的壁板。所述壁板包含向后突出的插座连接

器，以电联接所述充电部件与电源插座和充电装置。在一些版本中，充电装置可包含有线或

无线连接。壁板可紧固到电源插座或邻近于其的结构，从而保持充电部件与电源插座电接

合。可使用任何合适的机构，例如通过使用紧固件、搭扣配合等等，来将壁板紧固到所述结

构。

[0014] 在一种形式中，充电部件可包含从壁板向外延伸以使得用户可将移动电子装置物

理连接到充电部件的电线。在另一种形式中，充电部件可包含被配置成以感应方式为设置

为邻近于壁板的移动电子装置充电的发射器线圈和相关联部件。充电部件可包含任何电路

系统以将电压和电力修改成适用于特定移动电子装置的形式。在任一形式中，壁板紧固到

壁或其它衬底以由此阻止人带着充电装置离开墙壁。

[0015] 尽管所描绘形式被设计且配置成适应标准两插脚或三插脚电源插座，但可易于修

改本文中所描述的实施例以容纳更小USB连接器或其它合适的插头。也就是说，归因于移动

装置的增殖和为这些装置电充电的需要，电供应的最近趋势包含作为传统2插脚或3插脚电

源插座中的一个的补充或替代而为壁电力插座(即，电插口)提供USB连接器端口。这有利地

使得用户能够将充电线材的第一端直接插入到USB插座中，而不需要单独的适配器电路系

统或部件。因此，应了解，可易于修改本实用新型以适应此简单变化。

[0016] 如各图中所示出，在本文中所描述的充电系统和方法被配置为对合适的便携式电

子装置50充电，例如智能电话、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等。便携式电子装置50包含由电源52

供电的电子部件，所述电子部件可通过有线连接从电力供应器将充电电力接收到端口54，

或通过感应连接从下文更详细地描述的电力供应器发射器线圈将充电电力接收到如通常

理解的线圈56。如图所示，线圈56具有盘形结构，其主表面58在相对于装置50的主表面60大

体平行的方向上延伸。

[0017] 现参考图，图1和2中有充电壁板系统100的带线实施例。系统100包含壁板或插座

盖板102，所述壁板或插座盖板具有视情况具有如所示出的斜削或楔形边缘106的大体平面

板部分104。壁板102被配置成通过任何合适的机构邻近于电源插座10紧固到例如插座10的

结构、接线盒、围绕插座10延伸的墙壁12等等。举例来说，可使用延伸穿过板部分104中的开

口108的一个或多个紧固件来紧固壁板102，所述紧固件具有任何期望驱动类型，例如正方

形、六边形、槽形、菲利浦、梅花型、花键等。替代地，壁板102可包含搭扣配合、榫槽或带螺纹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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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在所说明形式中，壁板102进一步包含大小设定成能围绕插座10的插口14延伸的

充电外壳110和开口112。外壳110与开口112彼此间隔开以与插座10的插口14对准。尽管示

出两插口壁板102，但可为具有更大或更小阵列的插口的插座提供额外外壳110和/或开口

112。在另一实施例中，壁板102可包含两个或更多个外壳110而不包含一个或多个开口112。

[0019] 系统100的充电组件114包含插座连接器116、在所说明实施例中穿过后开口118从

外壳110向后突出以与插口14和充电装置120电联接的插脚。在此形式中，充电装置120是穿

过前开口122从外壳110向前突出到连接器124以使得系统100提供与移动电子装置50的有

线连接的线材。在一些版本中，壁板102可包含邻近于外壳110围绕线材120的一部分延伸的

线材保护延伸部126。线材连接器124可被适配成插入到移动电子装置50的端口54中，以由

此将装置50电联接到来自插座10的电力供应器来为电源52充电。

[0020] 外壳110可大小设定成容纳任何电路系统和/或电气部件以将来自插座10的电力

转移和/或调节到线材120来为移动电子装置供电和/或充电。在一个版本中，充电组件114

可包含转换器电路系统，以将AC电力供应转换成DC输出，例如将120V  AC或240V  AC转换成

5V  DC输出。举例来说，充电组件114可包含降压变压器、整流电路、滤波电路和/或调节器电

路。在另一版本中，充电组件114可包含开关模式电力供应器，包含其各种部件。举例来说，

充电组件114可包含输入整流器和滤波器、具有高频信号和开关装置的反相器、电力变压

器、输出整流器和滤波器、以及反馈系统和电路控件。

[0021] 虽然外壳110示出为从板部分104向前突出相当大的量，但是在其它形式中，外壳

110可以相对于板部分104具有减小的深度，包含具有相同的深度，使得外壳110相对于板部

分104的外表面是平面的、具有两倍于板部分104的深度等等。

[0022] 可使用任何合适方法来形成系统100。举例来说，使用注塑或3D打印系统，壁板102

可形成于充电组件114的部件上方和周围，包含插脚和线材120。在另一版本中，壁板102可

以形成有开口118、122和外壳110中的空腔，所述空腔大小设定成通过任何合适的方法(包

含注塑、3D打印、吹塑等等)在其中收纳充电组件114的部件。在安装充电组件之后，可以通

过任何合适的方法例如通过粘合剂、超声波焊接等，用壳体件以永久方式将腔体封闭。应理

解，可利用任一形成方法以产生具有一体化充电组件的系统。换句话说，外壳可与充电组件

114一体地形成，或可永久地在其中收纳充电组件114以使得组合件114的部件无法与外壳

分离。

[0023] 如图1和2中所示出，外壳110可进一步包含例如在大体上平行于板部分104的平面

上从外壳110的侧壁130的全部或部分向外突出的凸缘128。在所示的形式中，凸缘128从外

壳110的与其前表面132对准的侧壁130突出。当然，凸缘128可设置于外壳110的其它深度

处。凸缘128可为用户提供便利的手指握持件来抓持壁板102。此外，凸缘128可有利地包含

延伸穿过所述凸缘且可通过其边缘136接近的一个或多个槽孔开口134。在所示的形式中，

凸缘128包含从外壳110的侧延伸的侧向部分，且槽孔开口134横向地穿过凸缘128的边缘

136。槽孔开口134可大小设定成通过摩擦配合在其中收纳线材120。如此配置，线材120的从

壁板102延伸的部分可缠绕在外壳110周围，且可利用凸缘128和槽孔开口134以在缠绕配置

中保持线材120。

[0024] 在图3和4中示出充电壁板系统200的无线实施例。系统200包含壁板或插座盖板

202，所述壁板或插座盖板具有视情况具有如所示出的斜削或楔形边缘206的大体平面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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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04。壁板202被配置成通过任何合适的机构邻近于电源插座10紧固至，例如插座10的结

构、接线盒、围绕插座10延伸的墙壁12等。举例来说，可使用延伸穿过板部分204中的开口

208的一个或多个紧固件来紧固壁板202，所述紧固件具有任何期望驱动类型，例如正方形、

六边形、槽形、菲利浦、梅花型、花键等。替代地，壁板202可包含搭扣配合、榫槽或带螺纹结

构。

[0025] 在所说明形式中，壁板202进一步包含大小设定成能围绕插座10的插口14延伸的

充电外壳210和开口212。外壳210与开口212彼此间隔开以与插座10的插口14对准。尽管示

出两插口壁板202，但可为具有更大或更小阵列的插口的插座提供额外外壳210和/或开口

212。在另一实施例中，壁板202可包含两个或更多个外壳210以代替一个或多个开口212。

[0026] 系统200的无线充电组件214包含插座连接器216、在所说明实施例中穿过后开口

218从外壳210向后突出以与插口14和充电装置220电联接的插脚。在此形式中，充电装置

200是在外壳210内沿着其长度延伸的发射器线圈。必要时，组件214可包含屏蔽件以屏蔽组

件214和/或插座10的部件。

[0027] 在图3和4中示出的第一形式中，外壳210可例如在大体上垂直的定向上从板部分

204向前突出。运用此配置，壁板102可紧固到插座10或紧固于插座周围，且外壳210将从插

座10水平延伸，从而呈现面向上的充电表面222，用户可以将移动电子装置50放置在所述充

电表面上来为电源52充电。具体地说，用户可以将装置50定位于充电表面222上，以使线圈

56与发射器线圈220对准来从其接收充电电力。在如图5中所示出的另一形式中，外壳210可

从板部分204向上突出，例如大体上平行于所述板部分或相对于所述板部分向后倾斜。在此

形式中，壁板202可进一步包含从外壳210向外突出的壁架或架子224。运用此配置，用户可

将移动电子装置50搁置于壁架224上，且装置50将沿着外壳210的面向前的充电表面226延

伸，以与发射器线圈220对准来为装置50的电源52充电。具体地说，在壁架224上定位装置50

使线圈56与外壳210中的发射器线圈220对准，以从所述发射器线圈接收充电电力。如所示

出，发射器线圈220的主表面228大体平行于充电表面222、226而延伸，因此将移动电子装置

50定位在其上会使装置50内的线圈56与发射器线圈220对准。

[0028] 外壳210可大小设定成容纳任何电路系统和/或电气部件以将来自插座10的电力

转移和/或调节到发射器线圈220来为移动电子装置供电和/或充电。因此，虽然外壳210示

出为具有从板部分204向前突出的部分，但是在其它形式中，外壳210可以具有相同的深度，

使得外壳210的外表面相对于板部分204的外表面是平面的。

[0029] 可使用任何合适方法来形成系统200。举例来说，使用注塑或3D打印系统，壁板202

可形成于充电组件214的部件上方和周围，包含插脚。在另一版本中，壁板202可以形成有开

口218和外壳210中的空腔，所述空腔大小设定成通过任何合适的方法在其中收纳充电组件

214的部件，包含注塑、3D打印、吹塑等等。在安装充电组件之后，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法，

例如通过粘合剂、超声波焊接等，用壳体件永久地将腔体封闭。应理解，可利用任一形成方

法以产生具有一体化充电组件的系统。换句话说，外壳可与充电组件214一体地形成，或可

永久地在其中收纳充电组件214以使得组件214的部件无法与外壳分离。

[0030] 应了解，图中的元件仅为简单和清晰起见而进行绘示，且不一定按比例绘制。举例

来说，在图中元素中的一些的尺寸和/或相对定位可相对于其它元素放大以有助于改善对

本实用新型的各种实施例的理解。另外，在商业上可行的实施例中为有用的或必要的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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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好理解的元件通常未描绘以便于较少遮挡这些各种实施例的视图。相同附图标记可用

以描述相同或类似部分。另外，尽管已在本文中公开了若干实例，但来自任何实例之任何特

征可与来自其它实例之其它特征组合或被其它特征替换。此外，尽管已在本文中公开了若

干实例，但可在不脱离权利要求书的范围的情况下对所公开实例作出改变。

[0031]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认识到，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的情况下，可对上述实

施例作出各种修改、改变和组合，且此类修改、变化和组合被视为在本实用新型的发明构思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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