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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

端电源适配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一种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

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包括适配器本体、切

换驱动板、火线插脚导体板、零线插脚导体板、火

线插脚旋转底座、零线插脚旋转底座、收纳槽、转

换电路、USB-A型连接插座；还包括平动传动机

构，所述平动传动机构上端设置有压槽，中间设

置有拉孔，下端对称设置第一齿和第二齿；火线

插脚旋转底座上设置有第一扇形齿轮，零线插脚

旋转底座上设置有第二扇形齿轮，所述第一扇形

齿轮与第一齿啮合，所述第二扇形齿轮与第二齿

啮合；所述转换电路输入端与火线插脚导体板和

零线插脚导体板连接，转换电路输出端与USB-A

型连接插座连接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易于

制作、便于携带、安全可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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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包括适配器本体、切换驱

动板、火线插脚导体板、零线插脚导体板、火线插脚旋转底座、零线插脚旋转底座、收纳槽、

转换电路、USB-A型连接插座；其特征是，

还包括平动传动机构，所述平动传动机构上端设置有压槽，中间设置有拉孔，下端对称

设置第一齿和第二齿；火线插脚旋转底座上设置有第一扇形齿轮，零线插脚旋转底座上设

置有第二扇形齿轮，所述第一扇形齿轮与第一齿啮合，所述第二扇形齿轮与第二齿啮合；

还设置有转动轴、切换驱动板上设置有转动轴孔，所述转动轴和转动轴孔相配合；

所述切换驱动板前端设置有拉钩，所述拉钩和拉孔相配合；所述切换驱动板与压槽接

触位置为接触点，所述压槽与接触点相配合；

所述转换电路输入端与火线插脚导体板和零线插脚导体板连接，转换电路输出端与

USB-A型连接插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其特征

是，所述平动传动机构由钩槽板和齿条组成，沟槽板上端设置有压槽，中间设置有拉孔，下

端设置有锯齿状结构，所述齿条上端设置有筒状结构，下端对称设置有第一齿和第二齿，所

述锯齿状结构和筒状结构相配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其特征

是，所述钩槽板采用金属材料，所述齿条采用绝缘的塑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其特

征是，所述火线插脚导体板和零线插脚导体板分别设置有火线电源线焊接孔和零线电源线

焊接孔。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其特征

是，所述火线插脚导体板和零线插脚导体板分别设置有火线电源线焊接孔和零线电源线焊

接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其特

征是，所述收纳槽上设置有拾取凹坑，所述切换驱动板上设置有指甲拾取槽。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其特征

是，所述收纳槽上设置有拾取凹坑，所述切换驱动板上设置有指甲拾取槽。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其特征

是，所述收纳槽上设置有拾取凹坑，所述切换驱动板上设置有指甲拾取槽。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其特征

是，所述收纳槽上设置有拾取凹坑，所述切换驱动板上设置有指甲拾取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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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源适配器，尤其涉及一种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

信终端电源适配器。

背景技术

[0002] 1、自从我国国家标准《GB  1002-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型式、基本参

数和尺寸》《GB  2099-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颁布实施以来，常见的通用五孔插座

(由《GB  1002-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中规定的“单相两

极双用插座”和“单相两极带接地插座”组合构成，单相两极双用插座在上，单相两极带接地

插座在下)已成为我国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固定插座的主流。此型插座的一个特点是：两极

插孔和三极插孔只能与相应的两极插头和三极插头配合使用，两者不通用；

[0003] 2、现在，移动通信终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随时都需要使用，而且随

着其功能的不断增强，电功耗也在提高，随时需要充电的需求在不断上升；

[0004] 3、现在，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的交流输入端插头一般是两极插脚插头。

[0005] 由于上述原因，在各种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快餐厅等，插座

上部的两极插孔的数量无法满足需求，往往需要人们排队使用，而下部的三极插孔经常闲

置。这样同时造成了使用者的不便和资源的浪费。

[0006] 专利号为2011205035511的可旋转折叠插脚的插头公开了：“一种可旋转折叠插脚

的插头，其特征在于该插头包括插头底座、第一插脚、第二插脚、第一旋转底座、第三插脚、

第二旋转底座和折叠槽，所述插头底座的上部设置有第一插脚、第二插脚和第三插脚；所述

第一插脚的底部下方设置有折叠槽；所述第二插脚的底部设置有第一旋转底座；所述第三

插脚的底部设置有第二旋转底座。”

[0007] 专利号为201520269182 .2的一种多功能插头公开了：“一种多功能插头，包括外

壳、底座、N插片、L插片以及接地插片，该底座上形成有分别供N插片、L插片和接地插片贯穿

通过的N插片孔、L插片孔和接地插片孔；其特征在于，该多功能插头还包括旋转螺母、第一

旋转轴、主齿轮、第一齿轮、第二齿轮和第二旋转轴，该旋转螺母和主齿轮分别固定在第一

旋转轴的两端并同步转动，该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分别固定在N插片和L插片上并均与主齿

轮啮合相连，该底座上还形成有容纳槽，该接地插片通过第二旋转轴可嵌设容置在容纳槽

内。”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易于制作、便于携带、安全可靠的二

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

[0009]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10] 一种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包括适配器本体、切换

驱动板、火线插脚导体板、零线插脚导体板、火线插脚旋转底座、零线插脚旋转底座、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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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转换电路、USB-A型连接插座；

[0011] 还包括平动传动机构，所述平动传动机构上端设置有压槽，中间设置有拉孔，下端

对称设置第一齿和第二齿；火线插脚旋转底座上设置有第一扇形齿轮，零线插脚旋转底座

上设置有第二扇形齿轮，所述第一扇形齿轮与第一齿啮合，所述第二扇形齿轮与第二齿啮

合；

[0012] 还设置有转动轴、切换驱动板上设置有转动轴孔，所述转动轴和转动轴孔相配合；

[0013] 所述切换驱动板前端设置有拉钩，所述拉钩和拉孔相配合；所述切换驱动板与压

槽接触位置为接触点，所述压槽与接触点相配合；

[0014] 所述转换电路输入端与火线插脚导体板和零线插脚导体板连接，转换电路输出端

与USB-A 型连接插座连接。

[0015]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这样一些特征：

[0016] 1 .所述平动传动机构由钩槽板和齿条组成，沟槽板上端设置有压槽，中间设置有

拉孔，下端设置有锯齿状结构，所述齿条上端设置有筒状结构，下端对称设置有第一齿和第

二齿，所述锯齿状结构和筒状结构相配合；

[0017] 2.所述钩槽板采用金属材料，所述齿条采用绝缘的塑料；

[0018] 3.所述火线插脚导体板和零线插脚导体板分别设置有火线电源线焊接孔和零线

电源线焊接孔；

[0019] 4.所述收纳槽上设置有拾取凹坑，所述切换驱动板上设置有指甲拾取槽。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1] 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易于制作、便于携带、安全可靠的特点；

[0022] 在两脚插孔或三脚插孔的情况下均可使用。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二极插脚状态的外观示意图；

[0024] 图2是二极插脚状态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三极插脚状态的外观示意图；

[0026] 图4是三极插脚状态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是切换驱动板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a是平动传动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b是图6a的装配示意图；

[0030] 图7是插脚旋转底座示意图；

[0031] 图8a是插脚导体板和旋转底座相配合示意图；

[0032] 图8b是图8a的装配示意；

[0033] 图9是电源适配器背面示意图；

[0034] 图10常见的通用五孔插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6] 一种二极和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包括适配器本体1、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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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板2、火线插脚导体板3、零线插脚导体板4、火线插脚旋转底座5、零线插脚旋转底座6、

收纳槽7、转换电路、USB-A型连接插座33；

[0037] 还包括平动传动机构，所述平动传动机构上端设置有压19槽，中间设置有拉孔18，

下端对称设置第一齿20和第二齿21；火线插脚旋转底座5上设置有第一扇形齿轮，零线插脚

旋转底座6上设置有第二扇形齿轮，所述第一扇形齿轮与第一齿20啮合，所述第二扇形齿轮

与第二齿21啮合；

[0038] 还设置有转动轴13、切换驱动板2上设置有转动轴孔14，所述转动轴13和转动轴孔

14  相配合；

[0039] 所述切换驱动板2前端设置有拉钩16，所述拉钩16和拉孔18相配合；所述接触点17 

与压槽19相配合，所述转换电路输入端与火线插脚导体板3和零线插脚导体板4连接，转换

电路输出端与USB-A型连接插座33连接；为实现导体板转动条件下的可靠电气连接，转换电

路输入端与导体板之间采用多芯铜材绝缘软导线(例如：RV电线，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连接软

电线)连接；所述平动传动机构由钩槽板9和齿条10组成；所述火线插脚导体板3和零线插脚

导体板4分别设置有火线电源线焊接孔11和零线电源线焊接孔12；所述收纳槽上设置有拾

取凹坑8，所述切换驱动板上设置有指甲拾取槽15；所述钩槽板采用金属材料，所述齿条采

用绝缘的塑料。

[0040] 本实用新型包括配适器本体1、切换驱动板2、火线插脚导体板3、零线插脚导体板

4、火线插脚旋转底座5、零线插脚旋转底座6、收纳槽7、拾取凹坑8、钩槽板9、齿条10、火线电

源线焊接孔11、零线电源线焊接孔12、切换驱动板转动轴13、切换驱动板转动轴孔14、切换

驱动板指甲拾取槽15、钩槽板上的拉孔18、钩槽板上的压槽19、插脚旋转底座上的扇形齿轮

24、插脚旋转底座上的第一轴向定位环25和第二轴向定位环26和USB-A型连接插座  33；本

实用新型切换驱动板2，是两种插脚状态相互切换的驱动机构，上面设有指甲拾取沟  15，还

设置有转动轴13；本实用新型平动传动机构，包括钩槽板9和齿条10；钩槽板9，采用金属材

料制作，上面开有拉孔18和压槽19，为了与齿条10连接，设置配合注塑工艺的锯齿状结构

22；齿条10采用绝缘的塑料制作，设置第一齿20和第二齿21，通过注塑工艺加工，锯齿状结

构22与筒状结构23连接在一起，从而使钩槽板9和齿条10成为一体构成平动传动机构；本实

用新型火线插脚由火线插脚导体板3和火线插脚旋转底座5组成；零线插脚由零线插脚导体

板4和零线插脚旋转底座6组成；火线插脚与零线插脚对称布置；火线插脚导体板3和零线插

脚导体板4分别设置有火线电源线焊接孔11和零线电源线焊接孔12，设置配合注塑工艺的

第一凹槽30第二凹槽32和第一凸起29和第二凸起31；火线插脚旋转底座5  和零线插脚旋转

底座6采用绝缘的塑料制作，设有扇形齿轮24和第一轴向定位环25和第二轴向定位环26，通

过注塑工艺加工，火线插脚旋转底座5和零线插脚旋转底座6包裹在火线插脚导体板3和零

线插脚导体板4外部；本实用新型在切换驱动板2被收起、压入收纳槽7 的过程中，切换驱动

板2上的接触点17，挤压钩槽板9上的压槽19，推动齿条10，再通过齿条10上的第一齿20和第

二齿21与火线插脚旋转底座5的第一扇形齿轮和零线插脚旋转底座6上的第二扇形齿轮啮

合，带动火线插脚导体板3和零线插脚导体板4转动到平行位置，电源适配器切换到二极插

脚状态；本实用新型在切换驱动板2被从收纳槽7中提出，翻转至与火线插脚导体板3和零线

插脚导体板4成空间平行状态的过程中，切换驱动板2上的部位  16，插入钩槽板9上的拉沟

18，拉动齿条10，再通过齿条10上的第一齿20和第二齿21与火线插脚旋转底座5和零线插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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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底座6上的扇形齿轮24的啮合，带动火线插脚导体板3  和零线插脚导体板4转动到互成

60°角，电源适配器切换到三极插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切换驱动板2以地线插脚的形式插

入插座的地线插孔，推开插座的保护门。

[0041]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通过切换驱动板翻转，带动插脚导体板转动，可在两极插孔

和三极插孔上均可使用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

[0042] 本实用新型，包括适配器本体1、切换驱动板2、火线插脚导体板3、零线插脚导体板

4、火线插脚旋转底座5、零线插脚旋转底座6、收纳槽7、拾取凹坑8、钩槽板9、齿条10、火线电

源线焊接孔11、零线电源线焊接孔12、切换驱动板转动轴13、切换驱动板转动轴孔14、切换

驱动板指甲拾取槽15、钩槽板上的拉孔18、钩槽板上的压槽19、插脚旋转底座上的扇形齿轮

24、插脚旋转底座上的第一轴向定位环25和第二轴向定位环26和USB-A型连接插座  33。

[0043] 切换驱动板2，是两种插脚状态相互切换的驱动机构，上面设有指甲拾取槽15，转

动轴13。适配器本体1上设置收纳槽7、拾取凹坑8。二极插脚状态时，切换驱动板2收入在收

纳槽7中；在向三极插脚状态切换时，拾取凹坑8便于手指接触到切换驱动板2。切换驱动板

指甲拾取槽15，便于使用者指甲用力，作用于切换驱动板，将其拉出，其工作原理与指甲刀

的使用相同。

[0044] 平动传动机构，包括钩槽板9和齿条10；钩槽板9，采用金属材料制作，上面开有拉

孔  18和压槽19，为了与齿条10连接，设置配合注塑工艺的锯齿状结构22；齿条10，采用绝缘

的塑料制作，设置双面的第一齿20和第二齿21，通过注塑工艺加工，锯齿状结构22与筒状结

构23连接在一起，从而使钩槽板9和齿条10成为一体。

[0045] 在切换驱动板2被收起、压入收纳槽7的过程中，切换驱动板2上的接触点17挤压钩

槽板9上的压槽19，推动齿条10，再通过齿条10上的第一齿20和第二齿21与火线插脚旋转底

座5和零线插脚旋转底座6上的扇形齿轮24的啮合，带动火线插脚导体板3和零线插脚导体

板4转动到平行位置，电源适配器切换到二极插脚状态。

[0046] 在切换驱动板2被从收纳槽7中提出，翻转至与火线插脚导体板3和零线插脚导体

板4  成空间平行状态的过程中，切换驱动板2上的部位16，插入钩槽板9上的拉沟18，拉动齿

条  10，再通过齿条10上的第一齿20和第二齿21与火线插脚旋转底座5和零线插脚旋转底座

6  上的扇形齿轮24的啮合，带动火线插脚导体板3和零线插脚导体板4转动到互成60°角，电

源适配器切换到三极插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切换驱动板2以地线插脚的形式插入插座的

地线插孔，推开插座的保护门。

[0047] 切换驱动板2暴露在电源适配器外面的部分的外形和尺寸，参照国家标准《GB 

1002-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GB  2099-2008家用和类

似用途插头插座》制作，具有两个功能：一是两种插脚状态相互切换的驱动机构，二是在三

极插脚状态下作为与插座插合时推开保护门的驱动装置。切换驱动板2无电气功能，不与任

何电气零部件连接。

[0048] 电源适配器配器本体1的背面设置USB-A型连接插座33，作为直流输出接口。

[0049] 本实用新型作为一种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上述描述以外的技术要求，遵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YD/T  1591-2009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及充电/数据接

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0050] 综上：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二极/三极插脚可切换的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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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电源适配器，在切换驱动板做180°翻转的过程中，分别可在二极插脚或三极插脚两种状

态下使用。切换驱动板，通过挤压或钩拉平动传动机构(包括钩槽板和齿条)，带动扇形齿

轮，驱动插脚旋转底座转动，进而完成插脚导体板转动，实现火线/零线插脚在二极插脚或

三极插脚两种状态下的切换。在二极插脚状态下，切换驱动板收入到电源适配器本体上的

收纳槽中；在三极插脚两种状态下，切换驱动板以地线极脚的形式插入到地线插孔，推开插

座的保护门。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易于制作、便于携带、安全可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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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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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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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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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b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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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a

图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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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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