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557669.9

(22)申请日 2019.04.23

(73)专利权人 深圳昊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

一道008号创维大厦A座803A室

(72)发明人 邓兆华　张智斌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汇信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44477

代理人 赵英杰

(51)Int.Cl.

H01R 24/20(2011.01)

H01R 13/6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电源插座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源插座。该电源插座

包括电源插头、电源线、插座本体及设置在插座

本体上的电源插孔，插座本体上设有USB接口，

USB接口包括USB-C接口，插座本体内设有电路

板，电路板上包括PD电源适配器电路，PD电源适

配器电路的输入端依次通过电源线、电源插头与

外部电源相连，PD电源适配器电路的输出端与

USB-C接口相连，PD电源适配器电路用于将外部

电源的电压转换为与USB-C接口相适配的电压。

该电源插座适用于多种终端设备的充电使用，可

满足用户的不同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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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源插座，包括电源插头、电源线、插座本体及设置在所述插座本体上的电源插

孔，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座本体上设有USB接口，所述USB接口包括USB-C接口，所述插座本体

内设有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上包括PD电源适配器电路，所述PD电源适配器电路的输入端依

次通过所述电源线、所述电源插头与外部电源相连，所述PD电源适配器电路的输出端与所

述USB-C接口相连，所述PD电源适配器电路用于将所述外部电源的电压转换为与所述USB-C

接口相适配的电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源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PD电源适配器电路包括变压电路

和整流电路，所述变压电路的输入端与所述外部电源相连，所述变压电路的输出端与所述

整流电路的输入端相连，所述整流电路的输出端与所述USB-C接口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源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座本体上设有USB开关和USB指

示灯，所述USB开关连接控制所述USB接口，所述USB指示灯用于指示所述USB接口的通电状

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源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座本体内还设有保护装置，所

述保护装置包括保护门座、弹簧组件和保护门盖，所述保护门座设有所述电路板火线端相

连接的火线导电插头和与所述电路板零线端相连接的零线导电插头，所述弹簧组件安装在

所述保护门座内，所述保护门盖被配置为当所述电源插头未插入所述电源插孔内时，所述

保护门盖盖住位于所述保护门座内的火线导电插头和零线导电插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源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座本体包括上盖和下盖，所述

上盖可拆卸式与所述下盖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源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USB接口还包括USB-A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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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插座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源插座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电源插座。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使用的插座种类繁多，但都只具有单一的电源插座。随着技术的发

展，电子产品越来越多，需要用到PD电源适配器也越来越多，然而市面上多数插座不带PD电

源适配器，不能给需要PD电源适配器的电子产品供电充电，严重影响到用户的操作体验。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兼顾PD电源适配器功能的电源插座。

[0004] 为实现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电源插座，包括电源插头、电源线、插座本体及设置在所述插座本体上的电源

插孔，所述插座本体上设有USB接口，所述USB接口包括USB-C接口，所述插座本体内设有电

路板，所述电路板上包括PD电源适配器电路，所述PD电源适配器电路的输入端依次通过所

述电源线、所述电源插头与外部电源相连，所述PD电源适配器电路的输出端与所述USB-C接

口相连，所述PD电源适配器电路用于将所述外部电源的电压转换为与所述USB-C接口相适

配的电压。

[0006] 上述的电源插座，包括插座本体及设置在插座本体上的电源插孔，插座本体上还

设有USB-C接口，插座本体内设有电路板，电路板上包括PD电源适配器电路，PD电源适配器

电路用于将外部电源的电压转换为与USB-C接口相适配的电压。该电源插座适用于多种终

端设备的充电使用，可满足用户的不同操作要求。

[000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PD电源适配器电路包括变压电路和整流电路，所述变

压电路的输入端与所述外部电源相连，所述变压电路的输出端与所述整流电路的输入端相

连，所述整流电路的输出端与所述USB-C接口相连。

[000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插座本体上设有USB开关和USB指示灯，所述USB开关连

接控制所述USB接口，所述USB指示灯用于指示所述USB接口的通电状态。

[000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插座本体内还设有保护装置，所述保护装置包括保护

门座、弹簧组件和保护门盖，所述保护门座设有所述电路板火线端相连接的火线导电插头

和与所述电路板零线端相连接的零线导电插头，所述弹簧组件安装在所述保护门座内，所

述保护门盖被配置为当所述电源插头未插入所述电源插孔内时，所述保护门盖盖住位于所

述保护门座内的火线导电插头和零线导电插头。

[001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插座本体包括上盖和下盖，所述上盖可拆卸式与所述

下盖相连。

[001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USB接口还包括USB-A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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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一实施例中电源插座中各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一实施例中电源插座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另一实施例中电源插座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一实施例中电源插座的电路原理图；

[0016] 图5为一实施例中PD电源适配器电路的结构框架图；

[0017] 图6为另一实施例中PD电源适配器电路的结构框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便于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更全面的描

述。附图中给出了本实用新型的首选实施例。但是，本实用新型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

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实用新型的公

开内容更加透彻全面。

[0019]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

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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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表示是唯一的实施方式。

[0021]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竖直”、“水平”、“内”、

“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法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

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

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2] 参见图1至图3，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电源插座，该电源插座包括电源插头100、电

源线200、插座本体300及设置在插座本体300上的电源插孔310，插座本体300上设有USB接

口320，USB接口320包括USB-C接口321，插座本体300内设有电路板330，电路板330上包括PD

电源适配器电路331，PD电源适配器电路331的输入端依次通过电源线200、电源插头100与

外部电源相连，PD电源适配器电路331的输出端与USB-C接口321相连，PD电源适配器电路

331用于将外部电源的电压转换为与USB-C接口321相适配的电压。

[0023]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提供的电源插座的电源插头100与外部电源相连，电源插

孔310与家用电器相连，用于为家用电器提供交流电压供其正常工作。其工作原理为：电源

插座中的电源线200的一端通过电源插头100与外部电源相连，电源线200的另一端包括火

线接头和零线接头，其中，参见图4，火线接头L和零线接头N分别包括两条支路，火线接头L

的一条支路与电路板330的火线端相连，另一条支路与电源插孔310的火线插孔相连；零线

接头N的一条支路与电路板330的零线端相连，另一条支路与电源插孔310的零线插孔相连，

从而实现电源插孔310为家用电器提供交流电源。其中，该电源插孔310可以为三相插孔或

两相插孔，当电源插孔310为三相插孔时，电源线200的地线接头E直接与电源插孔310的地

线插孔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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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在本实施例中，该电源插座还包括PD电源适配器电路331和USB接口320，其中，USB

接口320包括USB-C接口321，USB-C接口321与电子设备相连，该电子设备主要是指需要配合

PD电源适配器才能正常工作的电子设备，PD电源适配器电路331主要用于将外部电源提供

的高压交流电转换为与该接口相适配的低压直流电，从而为电子设备充电。当然，USB接口

320也可以包括USB-A接口322。

[0025] 具体地，参见图5，PD电源适配器电路331包括变压电路3311和整流电路3312，变压

电路3311的输入端与外部电源相连，变压电路3311的输出端与整流电路3312的输入端相

连，整流电路3312的输出端与USB-C接口321相连。其中，变压电路3311和整流电路3312主要

用于将外部电源提供的高压交流电通过调压、整流处理后转换为与USB-C接口321相适配的

低压直流电。

[0026] 上述的电源插座，包括插座本体300及设置在插座本体300上的电源插孔310，插座

本体300上还设有USB-C接口321，插座本体300内设有电路板330，电路板330上包括PD电源

适配器电路331，PD电源适配器电路331用于将外部电源的电压转换为与USB-C接口321相适

配的电压。该电源插座适用于多种终端设备的充电使用，可满足用户的不同操作要求。

[0027] 在一个实施例中，参见图6，插座本体300上设有USB开关360和USB指示灯370，USB

开关360连接控制USB接口320，USB指示灯370用于指示USB接口320的通电状态。

[0028] 在本实施例中，插座本体300上设有USB开关360和USB指示灯370，USB开关360和

USB指示灯370设于PD电源适配器电路331与USB接口320之间，其中，USB开关360连接控制

USB接口320，即当USB开关360关闭时，USB接口320断电，USB指示灯370熄灭；USB开关360开

启时，USB接口320通电，USB指示灯370点亮。具体地，插座本体300上还可以包括电源插孔开

关350，用于连接控制电源插孔310。

[0029] 在一个实施例中，参见图1，插座本体310内还设有保护装置340，保护装置340包括

保护门座341、弹簧组件342和保护门盖343，保护门座341设有与电路板330火线端相连接的

火线导电插头和与电路板330零线端相连接的零线导电插头，弹簧组件342安装在保护门座

341内，保护门盖343被配置为当电源插头400未插入电源插孔310内时，保护门盖343盖住位

于保护门座341内的火线导电插头和零线导电插头。

[0030] 在本实施例中，插座本体310内还设有保护装置340，保护装置340包括保护门座

341、弹簧组件342和保护门盖343，保护门座341设有与电路板330火线端相连接的火线导电

插头和与电路板330零线端相连接的零线导电插头，其中，火线导电插头与电源插孔310的

火线插孔相连，零线导电插头与电源插孔310的零线插孔相连，弹簧组件342安装在保护门

座341内，保护门盖343被配置为当电源插头100未插入电源插孔310内时，保护门盖343盖住

位于保护门座341内的火线导电插头和零线导电插头。保护装置340的设计可以有效解决误

触摸到电源插孔310内的导电体导致触电事故的问题。

[0031] 在一个实施例中，插座本体300包括上盖301和下盖302，上盖301可拆卸式与下盖

302相连。

[0032] 在本实施例中，参见图1，插座本体300包括上盖301和下盖302，上盖301可拆卸式

与下盖302相连，其中，上盖302与下盖302可拆卸式连接的方式可以包括扣合、卡接和螺纹

连接等，当电路板330上的电路发生故障时便于检修。

[0033]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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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34]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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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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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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