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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能车充电连接设施，包括固定安装在

充电桩体左端上侧处的充电座以及用以与所述

充电座配合连接的充电枪，所述充电桩体底部端

面固设有支撑底板，所述充电座底部端面内设有

连电孔，所述连电孔左右两侧的所述充电座底部

端面内互称设有向上延长设置的锁紧槽，所述连

电孔上侧的所述充电座内壁体内设有左右两侧

延长设置的第一滑移腔，所述第一滑移腔内顶壁

互通设有向左右两侧延长设置的第二滑移腔，所

述第一滑移腔左右两侧延长末端底部分别与左

右两侧的所述锁紧槽顶部延长末端互通设置；本

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能实现快速锁定插接

的使用工作，同时，能实现自动控制供电工作，大

大提高了使用人员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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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能车充电连接设施，包括固定安装在充电桩体左端上侧处的充电座以及用以

与所述充电座配合连接的充电枪，所述充电桩体底部端面固设有支撑底板，其特征在于：所

述充电座底部端面内设有连电孔，所述连电孔左右两侧的所述充电座底部端面内互称设有

向上延长设置的锁紧槽，所述连电孔上侧的所述充电座内壁体内设有左右两侧延长设置的

第一滑移腔，所述第一滑移腔内顶壁互通设有向左右两侧延长设置的第二滑移腔，所述第

一滑移腔左右两侧延长末端底部分别与左右两侧的所述锁紧槽顶部延长末端互通设置，所

述第二滑移腔内滑动配合连接有第一滑移块，所述第一滑移块底部末端固设有顶入所述第

一滑移腔内，且与之滑动配合连接的第二滑移块，所述第二滑移块底部端面内固设有螺状

管筒，所述螺状管筒内螺纹配合连接有向下延长设置的螺状杆，所述螺状杆底部延长末端

穿出所述第二滑移块底部端面外，所述螺状杆底部延长末端与第一马达动力配合连接，所

述第一马达外表面嵌于所述第一滑移腔内底壁内，且与之固定配合连接，所述第二滑移腔

左右两侧延长末端均互通设有向下延长设置的第三滑移腔，所述第三滑移腔底部延长段位

于所述锁紧槽外侧的所述充电座内壁体内，所述锁紧槽与所述第三滑移腔之间的所述充电

座内壁体内贯通设有通孔，左右两侧的所述第三滑移腔内分别滑动配合连接有内侧顶部与

所述第一滑移块左右两侧末端固定配合连接的第三滑移块，所述第三滑移块内侧端面内开

设有向下延长并贯穿所述第三滑移块底部端面的导移槽，所述导移槽内滑动配合连接有导

移块，所述导移块内侧的底部固设有顶入所述通孔内且滑动配合连接的锁紧块，所述第一

滑移块内设有用以与左右两侧所述导移块动力配合连接的锁紧驱使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能车充电连接设施，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滑移腔内顶

壁左右两侧互称设有输电孔，所述输电孔底部相对的所述第一滑移块顶部端面左右互称设

有用以与所述输电孔插接配合连接的连电销，所述连电销与所述连电孔电力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能车充电连接设施，其特征在于：所述锁紧驱使组件包

括固定设置在所述第一滑移块内壁体内的第二马达，所述第二马达左侧的所述第一滑移块

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长设置的第一螺状柱，所述第一螺状柱右侧延长末端与所述第二

马达左侧末端动力配合连接，所述第一螺状柱左侧延长段贯穿所述第一滑移块左侧端面并

顶入左侧所述第三滑移块内的所述导移槽且与左侧所述第三滑移块内的所述导移槽内壁

转动配合连接，左侧所述第三滑移块内的所述导移槽内的所述第一螺状柱与左侧所述第三

滑移块内的所述导移槽内所述导移块螺纹配合连接，所述第二马达右侧的所述第一滑移块

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长设置的第二螺状柱，所述第二螺状柱左侧延长末端与所述第二

马达右侧末端动力配合连接，所述第二螺状柱右侧延长段贯穿所述第一滑移块右侧端面并

顶入右侧所述第三滑移块内的所述导移槽且与右侧所述第三滑移块内的所述导移槽内壁

转动配合连接，右侧所述第三滑移块内的所述导移槽内的所述第二螺状柱与右侧所述第三

滑移块内的所述导移槽内所述导移块螺纹配合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能车充电连接设施，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枪顶部端面

上固设有用以与所述连电孔插接配合连接的连电块，所述连电块左右两侧的所述充电枪顶

部端面互称设有用以与所述锁紧槽插接配合连接的插联杆，两个所述插联杆外侧端面内互

称设有用以与所述锁紧块锁定配合连接的锁腔。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电能车充电连接设施，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螺状柱与所

述第二螺状柱螺纹互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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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能车充电连接设施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设备领域，具体为一种电能车充电连接设施。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对于节能环保的大力提倡，电动汽车的使用量越来越多，电动汽车使用

之前需要给电动汽车中的蓄电池充电，传统的都是将于电动汽车连接的充电枪直接插入充

电部内，充电枪与充电部之间并没有设置锁固装置，从而当意外触碰到与电动汽车连接的

电线时，充电枪会从充电部中意外脱落，从而导致充电中断，影响充电使用，而且传统的在

将充电枪与充电部进行插接时容易导致触电事故的发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能车充电连接设施，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

陷。

[0004]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电能车充电连接设施，包括固定安装在充电桩体左端上侧处的

充电座以及用以与所述充电座配合连接的充电枪，所述充电桩体底部端面固设有支撑底

板，所述充电座底部端面内设有连电孔，所述连电孔左右两侧的所述充电座底部端面内互

称设有向上延长设置的锁紧槽，所述连电孔上侧的所述充电座内壁体内设有左右两侧延长

设置的第一滑移腔，所述第一滑移腔内顶壁互通设有向左右两侧延长设置的第二滑移腔，

所述第一滑移腔左右两侧延长末端底部分别与左右两侧的所述锁紧槽顶部延长末端互通

设置，所述第二滑移腔内滑动配合连接有第一滑移块，所述第一滑移块底部末端固设有顶

入所述第一滑移腔内，且与之滑动配合连接的第二滑移块，所述第二滑移块底部端面内固

设有螺状管筒，所述螺状管筒内螺纹配合连接有向下延长设置的螺状杆，所述螺状杆底部

延长末端穿出所述第二滑移块底部端面外，所述螺状杆底部延长末端与第一马达动力配合

连接，所述第一马达外表面嵌于所述第一滑移腔内底壁内，且与之固定配合连接，所述第二

滑移腔左右两侧延长末端均互通设有向下延长设置的第三滑移腔，所述第三滑移腔底部延

长段位于所述锁紧槽外侧的所述充电座内壁体内，所述锁紧槽与所述第三滑移腔之间的所

述充电座内壁体内贯通设有通孔，左右两侧的所述第三滑移腔内分别滑动配合连接有内侧

顶部与所述第一滑移块左右两侧末端固定配合连接的第三滑移块，所述第三滑移块内侧端

面内开设有向下延长并贯穿所述第三滑移块底部端面的导移槽，所述导移槽内滑动配合连

接有导移块，所述导移块内侧的底部固设有顶入所述通孔内且滑动配合连接的锁紧块，所

述第一滑移块内设有用以与左右两侧所述导移块动力配合连接的锁紧驱使组件。

[0005]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二滑移腔内顶壁左右两侧互称设有输电孔，所述输电

孔底部相对的所述第一滑移块顶部端面左右互称设有用以与所述输电孔插接配合连接的

连电销，所述连电销与所述连电孔电力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锁紧驱使组件包括固定设置在所述第一滑移块内壁体内

的第二马达，所述第二马达左侧的所述第一滑移块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长设置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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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状柱，所述第一螺状柱右侧延长末端与所述第二马达左侧末端动力配合连接，所述第一

螺状柱左侧延长段贯穿所述第一滑移块左侧端面并顶入左侧所述第三滑移块内的所述导

移槽且与左侧所述第三滑移块内的所述导移槽内壁转动配合连接，左侧所述第三滑移块内

的所述导移槽内的所述第一螺状柱与左侧所述第三滑移块内的所述导移槽内所述导移块

螺纹配合连接，所述第二马达右侧的所述第一滑移块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长设置的第

二螺状柱，所述第二螺状柱左侧延长末端与所述第二马达右侧末端动力配合连接，所述第

二螺状柱右侧延长段贯穿所述第一滑移块右侧端面并顶入右侧所述第三滑移块内的所述

导移槽且与右侧所述第三滑移块内的所述导移槽内壁转动配合连接，右侧所述第三滑移块

内的所述导移槽内的所述第二螺状柱与右侧所述第三滑移块内的所述导移槽内所述导移

块螺纹配合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充电枪顶部端面上固设有用以与所述连电孔插接配合连

接的连电块，所述连电块左右两侧的所述充电枪顶部端面互称设有用以与所述锁紧槽插接

配合连接的插联杆，两个所述插联杆外侧端面内互称设有用以与所述锁紧块锁定配合连接

的锁腔。

[0008]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一螺状柱与所述第二螺状柱螺纹互反设置。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充电座底部端面内设连电

孔，连电孔左右两侧的充电座底部端面内互称设向上延长设置的锁紧槽，连电孔上侧的充

电座内壁体内设左右两侧延长设置的第一滑移腔，第一滑移腔内顶壁互通设向左右两侧延

长设置的第二滑移腔，第一滑移腔左右两侧延长末端底部分别与左右两侧的锁紧槽顶部延

长末端互通设置，第二滑移腔内滑动配合连接第一滑移块，第一滑移块底部末端固设顶入

第一滑移腔内，且与之滑动配合连接的第二滑移块，第二滑移块底部端面内固设螺状管筒，

螺状管筒内螺纹配合连接向下延长设置的螺状杆，螺状杆底部延长末端穿出第二滑移块底

部端面外，螺状杆底部延长末端与第一马达动力配合连接，第一马达外表面嵌于第一滑移

腔内底壁内，且与之固定配合连接，第二滑移腔左右两侧延长末端均互通设向下延长设置

的第三滑移腔，第三滑移腔底部延长段位于锁紧槽外侧的充电座内壁体内，锁紧槽与第三

滑移腔之间的充电座内壁体内贯通设通孔，左右两侧的第三滑移腔内分别滑动配合连接内

侧顶部与第一滑移块左右两侧末端固定配合连接的第三滑移块，第三滑移块内侧端面内开

设向下延长并贯穿第三滑移块底部端面的导移槽，导移槽内滑动配合连接导移块，导移块

内侧的底部固设顶入通孔内且滑动配合连接的锁紧块，第一滑移块内设用以与左右两侧导

移块动力配合连接的锁紧驱使组件，从而实现自动控制锁定配合连接以及自动控制供电配

合连接工作，提高了安装速度，同时，提高了使用人员的操作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发明中一种电能车充电连接设施外部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中充电座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中充电枪内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下面结合图1-图3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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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参照图1-图3，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一种电能车充电连接设施，包括固定安装在

充电桩体4左端上侧处的充电座6以及用以与所述充电座6配合连接的充电枪53，所述充电

桩体4底部端面固设有支撑底板3，所述充电座6底部端面内设有连电孔61，所述连电孔61左

右两侧的所述充电座6底部端面内互称设有向上延长设置的锁紧槽62，所述连电孔61上侧

的所述充电座6内壁体内设有左右两侧延长设置的第一滑移腔63，所述第一滑移腔63内顶

壁互通设有向左右两侧延长设置的第二滑移腔64，所述第一滑移腔63左右两侧延长末端底

部分别与左右两侧的所述锁紧槽62顶部延长末端互通设置，所述第二滑移腔64内滑动配合

连接有第一滑移块641，所述第一滑移块641底部末端固设有顶入所述第一滑移腔63内，且

与之滑动配合连接的第二滑移块631，所述第二滑移块631底部端面内固设有螺状管筒632，

所述螺状管筒632内螺纹配合连接有向下延长设置的螺状杆633，所述螺状杆633底部延长

末端穿出所述第二滑移块631底部端面外，所述螺状杆633底部延长末端与第一马达634动

力配合连接，所述第一马达634外表面嵌于所述第一滑移腔63内底壁内，且与之固定配合连

接，所述第二滑移腔64左右两侧延长末端均互通设有向下延长设置的第三滑移腔65，所述

第三滑移腔65底部延长段位于所述锁紧槽62外侧的所述充电座6内壁体内，所述锁紧槽62

与所述第三滑移腔65之间的所述充电座6内壁体内贯通设有通孔66，左右两侧的所述第三

滑移腔65内分别滑动配合连接有内侧顶部与所述第一滑移块641左右两侧末端固定配合连

接的第三滑移块651，所述第三滑移块651内侧端面内开设有向下延长并贯穿所述第三滑移

块651底部端面的导移槽652，所述导移槽652内滑动配合连接有导移块653，所述导移块653

内侧的底部固设有顶入所述通孔66内且滑动配合连接的锁紧块654，所述第一滑移块641内

设有用以与左右两侧所述导移块653动力配合连接的锁紧驱使组件。

[0013] 有益地或示例性地，所述第二滑移腔64内顶壁左右两侧互称设有输电孔642，所述

输电孔642底部相对的所述第一滑移块641顶部端面左右互称设有用以与所述输电孔642插

接配合连接的连电销643，所述连电销643与所述连电孔61电力连接，从而实现自动控制供

电插接工作，大大提高使用人员的安全性。

[0014] 有益地或示例性地，所述锁紧驱使组件包括固定设置在所述第一滑移块641内壁

体内的第二马达6411，所述第二马达6411左侧的所述第一滑移块641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

右延长设置的第一螺状柱6412，所述第一螺状柱6412右侧延长末端与所述第二马达6411左

侧末端动力配合连接，所述第一螺状柱6412左侧延长段贯穿所述第一滑移块641左侧端面

并顶入左侧所述第三滑移块651内的所述导移槽652且与左侧所述第三滑移块651内的所述

导移槽652内壁转动配合连接，左侧所述第三滑移块651内的所述导移槽652内的所述第一

螺状柱6412与左侧所述第三滑移块651内的所述导移槽652内所述导移块653螺纹配合连

接，所述第二马达6411右侧的所述第一滑移块641内转动配合连接有左右延长设置的第二

螺状柱6413，所述第二螺状柱6413左侧延长末端与所述第二马达6411右侧末端动力配合连

接，所述第二螺状柱6413右侧延长段贯穿所述第一滑移块641右侧端面并顶入右侧所述第

三滑移块651内的所述导移槽652且与右侧所述第三滑移块651内的所述导移槽652内壁转

动配合连接，右侧所述第三滑移块651内的所述导移槽652内的所述第二螺状柱6413与右侧

所述第三滑移块651内的所述导移槽652内所述导移块653螺纹配合连接，从而实现自动控

制锁定使用工作，减少人工使用步骤，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

[0015] 有益地或示例性地，所述充电枪53顶部端面上固设有用以与所述连电孔61插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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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连接的连电块533，所述连电块533左右两侧的所述充电枪53顶部端面互称设有用以与所

述锁紧槽62插接配合连接的插联杆532，两个所述插联杆532外侧端面内互称设有用以与所

述锁紧块654锁定配合连接的锁腔5321。

[0016] 有益地或示例性地，所述第一螺状柱6412与所述第二螺状柱6413螺纹互反设置，

从而实现自动控制左右两侧的导移块653相对或相背滑动工作。

[0017] 初始状态时，第一滑移块641位于第二滑移腔64内的最底部位置，同时，由第一滑

移块641带动底部末端的第二滑移块631完全顶入第一滑移腔63内，此时，使第一滑移块641

顶部端面上的连电销643最大程度远离输电孔642，同时，由第一滑移块641带动第三滑移块

651最大程度位于第三滑移腔65内的底部位置，此时，左右两侧的导移块653分别位于左右

两侧导移槽652内的最外侧位置，同时，由导移块653带动锁紧块654内侧末端完全位于通孔

66内的最底部位置。

[0018] 当需要安装使用时，首先将充电枪53移动至充电座6的底部位置，同时，使充电枪

53上的插联杆532与锁紧槽62处于相对状态位置，此时，连电块533与连电孔61处于相对位

置，然后通过向上移动充电枪53，使插联杆532逐渐顶入锁紧槽62内，直至插联杆532顶部端

面与第二滑移块631底部端面相抵接，此时，使插联杆532外侧的锁腔5321与锁紧块654内侧

末端处于相对位置，然后通过第二马达6411带动左右两侧的第一螺状柱6412以及第二螺状

柱6413转动，进而由第一螺状柱6412以及第二螺状柱6413同时带动左右两侧的导移块653

逐渐沿导移槽652内侧方向相对滑动工作，同时，使导移块653带动锁紧块654内侧末端逐渐

顶入锁腔5321内，直至锁紧块654内侧末端最大程度顶入锁腔5321内时，此时，控制第二马

达6411停止转动，从而实现锁定配合连接工作，然后，由第一马达634带动螺状杆633转动，

由螺状杆633带动螺状管筒632以及螺状管筒632上的第二滑移块631逐渐沿第一滑移腔63

内的顶部方向滑动，同时，由第二滑移块631带动第一滑移块641逐渐沿第二滑移腔64内的

顶部方向滑动，进而由第一滑移块641带动第三滑移块651逐渐沿第三滑移腔65内的顶部方

向滑动，此时，由第三滑移块651内的锁紧块654以及与锁紧块654锁定配合连接的插联杆

532逐渐沿锁紧槽62内的顶部方向滑动，直至充电枪53与充电座6底部端面相抵接时，此时，

插联杆532最大程度顶入锁紧槽62内，同时，使连电块533与连电孔61完全配合连接，同时，

使第一滑移块641滑动至第二滑移腔64内的最顶部位置，此时，使第一滑移块641带动连电

销643完全插入输电孔642内，实现自动控制供电连接。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充电座底部端面内设连电

孔，连电孔左右两侧的充电座底部端面内互称设向上延长设置的锁紧槽，连电孔上侧的充

电座内壁体内设左右两侧延长设置的第一滑移腔，第一滑移腔内顶壁互通设向左右两侧延

长设置的第二滑移腔，第一滑移腔左右两侧延长末端底部分别与左右两侧的锁紧槽顶部延

长末端互通设置，第二滑移腔内滑动配合连接第一滑移块，第一滑移块底部末端固设顶入

第一滑移腔内，且与之滑动配合连接的第二滑移块，第二滑移块底部端面内固设螺状管筒，

螺状管筒内螺纹配合连接向下延长设置的螺状杆，螺状杆底部延长末端穿出第二滑移块底

部端面外，螺状杆底部延长末端与第一马达动力配合连接，第一马达外表面嵌于第一滑移

腔内底壁内，且与之固定配合连接，第二滑移腔左右两侧延长末端均互通设向下延长设置

的第三滑移腔，第三滑移腔底部延长段位于锁紧槽外侧的充电座内壁体内，锁紧槽与第三

滑移腔之间的充电座内壁体内贯通设通孔，左右两侧的第三滑移腔内分别滑动配合连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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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顶部与第一滑移块左右两侧末端固定配合连接的第三滑移块，第三滑移块内侧端面内开

设向下延长并贯穿第三滑移块底部端面的导移槽，导移槽内滑动配合连接导移块，导移块

内侧的底部固设顶入通孔内且滑动配合连接的锁紧块，第一滑移块内设用以与左右两侧导

移块动力配合连接的锁紧驱使组件，从而实现自动控制锁定配合连接以及自动控制供电配

合连接工作，提高了安装速度，同时，提高了使用人员的操作安全性。

[0020]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明确，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总体精神以及构思的情形下，可

以做出对于以上实施例的各种变型。其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发明的保护方案

以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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