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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

(57)摘要

本发明中公开了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

桩，涉及充电桩技术领域；具体包括底座和充电

桩箱体，所述底座的顶部安装有支撑架，且支撑

架的顶部安装有充电桩安装座，所述充电桩箱体

的内部依次安装有蓄电池、GPS定位器和扬声器，

且充电桩箱体的侧面安装有充电桩控制器，蓄电

池、GPS定位器和扬声器与充电桩控制器之间电

性连接。本发明中充电桩上下部件实现快速的拆

装，充电桩箱体需要通过特制的解锁机构实现内

部结构的分离，有效避免不法分子利用简单的工

具将充电桩破坏，其次，充电桩中设置有蓄电池、

GPS定位器和扬声器，当充电桩出现异常断电、位

移现象时，及时发生报警和实时定位，有效提高

充电桩的防盗和防破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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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包括底座（1）和充电桩箱体（6），所述底座（1）的顶部安

装有支撑架（2），且支撑架（2）的顶部安装有充电桩安装座（3），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桩箱

体（6）的内部依次安装有蓄电池（9）、GPS定位器（12）和扬声器（10），且充电桩箱体（6）的侧

面安装有充电桩控制器（11），蓄电池（9）、GPS定位器（12）和扬声器（10）与充电桩控制器

（11）之间电性连接，所述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底端安装有隔板（16），且隔板（16）的顶部安

装有充电桩电流交变主机（5），充电桩电流交变主机（5）与充电桩控制器（11）电性连接，所

述隔板（16）的中部与充电桩安装座（3）的顶部之间安装有接电连接器（14），所述充电桩箱

体（6）的侧面设置有嵌装槽，且嵌装槽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收纳箱（13），所述收纳箱（13）的内

部滑动安装有充电导向枪架（15），且充电导向枪架（15）与收纳箱（13）之间安装有电动推杆

（7），所述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顶端安装有充电线收卷机构（8），且充电线收卷机构（8）的

外侧卷绕有充电线，充电线的端部安装有充电枪，充电枪卡接于充电导向枪架（15）的内部，

所述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底端安装有锁紧组件（18），且隔板（16）的中部设置有与锁紧组

件（18）相适配的锁合机构（17），所述锁合机构（17）的端部设置有解锁机构（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锁紧组件（18）

包括两个半圆形结构的第一锁紧块（1811），且第一锁紧块（1811）的顶部设置有第一锁合导

向槽（1812），两个所述第一锁紧块（1811）相互靠近的一侧均设置有与充电桩安装座（3）外

形相适配的M型结构的第一锁紧槽（1814），且两个第一锁紧块（1811）相互靠近的一侧两端

分别设置有限位槽（1813）和限位滑杆（1815），限位槽（1813）和限位滑杆（1815）相互滑动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接电连接器

（14）由接电插座和接电插头构成，且接电插头通过电滑环安装于充电桩安装座（3）顶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锁紧组件（18）

包括两个矩形结构的第二锁紧块（1821），且第二锁紧块（1821）的顶部设置有第二锁合导向

槽（1822），两个所述第二锁紧块（1821）相互靠近的一侧均设置有与充电桩安装座（3）外形

相适配的M型结构的第二锁紧槽（1824），第二锁紧块（1821）的另一侧与充电桩箱体（6）内壁

之间安装有弧形回弹杆（1823），锁紧组件（18）还包括两个安装于充电桩箱体（6）内壁的导

向轨（1826），且第二锁紧块（1821）的两端均设置有与导向轨（1826）相适配的导向滑槽

（182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锁紧组件（18）

两个矩形结构的第三锁紧块（1831），且第三锁紧块（1831）的顶部设置有第三锁合导向槽

（1832），两个所述第三锁紧块（1831）相互靠近的一侧均设置有与充电桩安装座（3）外形相

适配的M型结构的第三锁紧槽（1834），第三锁紧块（1831）的另一侧与充电桩箱体（6）内壁之

间安装有弹簧杆（1833），第三锁紧槽（1834）的中部设置有楔形结构的挤压槽，且挤压槽的

内部滑动安装有楔形自锁块（1835），所述第三锁紧槽（1834）的中部凸起表面设置有多个自

锁齿块（1836），充电桩安装座（3）的表面设置有多个与自锁齿块（1836）相适配的凹槽。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锁

合机构（17）包括设置于隔板（16）内部的锁合安装槽（1701），且锁合安装槽（1701）的底部设

置有锁合杆滑槽（1702），锁合安装槽（1701）与锁合杆滑槽（1702）之间滑动安装有T型结构

的锁合芯杆（1703），所述锁合安装槽（1701）的内部安装有电磁铁（1704），且锁合安装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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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的内部两侧依次安装有推簧（1706）和芯杆锁合块（170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解锁机构（4）

包括C型结构的插入壳体（401），且插入壳体（401）的端部安装有封盖（402），所述封盖（402）

的中部转动安装有螺纹丝杠（404），且螺纹丝杠（404）的端部安装有手杆（403），锁合芯杆

（1703）的侧面设置有与螺纹丝杠（404）相适配的螺纹槽。

8.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充

电线收卷机构（8）包括收卷电机和收卷筒，且收卷筒转动安装于充电桩箱体（6）内部，收卷

电机的输出轴与收卷筒传动连接，收卷电机的开关设置于充电枪两侧。

9.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充

电导向枪架（15）包括充电线导向管（1503），且充电线导向管（1503）的一端安装有充电枪托

架（1502），充电枪托架（1502）的端部铰接有密封板（1501），所述充电线导向管（1503）的另

一端安装有阻隔板（1504），所述充电线导向管（1503）的内部安装有多组环形刷毛（1505）。

10.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其特征在于，所述

充电桩箱体（6）的底部两侧均设置有矩形槽，且矩形槽的内部通过弹簧滑动安装有底部托

板（19），且两个底部托板（19）之间设置有与支撑架（2）相适配的豁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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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充电桩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

背景技术

[0002] 充电桩其功能类似于加油站里面的加油机，可以固定在地面或墙壁，安装于公共

建筑和居民小区停车场或充电站内，可以根据不同的电压等级为各种型号的电动汽车充

电。充电桩的输入端与交流电网直接连接，输出端都装有充电插头用于为电动汽车充电。充

电桩一般提供常规充电和快速充电两种充电方式，人们可以使用特定的充电卡在充电桩提

供的人机交互操作界面上刷卡使用，进行相应的充电方式、充电时间、费用数据打印等操

作，充电桩显示屏能显示充电量、费用、充电时间等数据。

[0003] 电动汽车充电桩作为电动汽车的能量补给装置，充电桩由一个能将输入的交流电

转换为直流电的整流器和一个能调节直流电功率的功率转换器组成，通过把带电线的插头

插入电动汽车上配套的插座中，直流电能就输入蓄电池对其充电，充电桩的内部具有许多

的铜、铁等金属，但是，现有的户外充电桩防护效果差，充电桩安装于户外容易受到不法分

子的破坏，获取内部的金属部件售卖以获得利润，造成财产的损失。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以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

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基于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

[0006]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包括底座和充电桩箱体，所述底座的

顶部安装有支撑架，且支撑架的顶部安装有充电桩安装座，所述充电桩箱体的内部依次安

装有蓄电池、GPS定位器和扬声器，且充电桩箱体的侧面安装有充电桩控制器，蓄电池、GPS

定位器和扬声器与充电桩控制器之间电性连接，所述充电桩箱体的内部底端安装有隔板，

且隔板的顶部安装有充电桩电流交变主机，充电桩电流交变主机与充电桩控制器电性连

接，所述隔板的中部与充电桩安装座的顶部之间安装有接电连接器，所述充电桩箱体的侧

面设置有嵌装槽，且嵌装槽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收纳箱，所述收纳箱的内部滑动安装有充电

导向枪架，且充电导向枪架与收纳箱之间安装有电动推杆，所述充电桩箱体的内部顶端安

装有充电线收卷机构，且充电线收卷机构的外侧卷绕有充电线，充电线的端部安装有充电

枪，充电枪卡接于充电导向枪架的内部，所述充电桩箱体的内部底端安装有锁紧组件，且隔

板的中部设置有与锁紧组件相适配的锁合机构，所述锁合机构的端部设置有解锁机构。

[0007] 本发明中优选地，所述锁紧组件包括两个半圆形结构的第一锁紧块，且第一锁紧

块的顶部设置有第一锁合导向槽，两个所述第一锁紧块相互靠近的一侧均设置有与充电桩

安装座外形相适配的M型结构的第一锁紧槽，且两个第一锁紧块相互靠近的一侧两端分别

设置有限位槽和限位滑杆，限位槽和限位滑杆相互滑动连接。

[0008] 本发明中优选地，所述接电连接器由接电插座和接电插头构成，且接电插头通过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114103701 A

4



电滑环安装于充电桩安装座顶部。

[0009] 本发明中优选地，所述锁紧组件包括两个矩形结构的第二锁紧块，且第二锁紧块

的顶部设置有第二锁合导向槽，两个所述第二锁紧块相互靠近的一侧均设置有与充电桩安

装座外形相适配的M型结构的第二锁紧槽，第二锁紧块的另一侧与充电桩箱体内壁之间安

装有弧形回弹杆，锁紧组件还包括两个安装于充电桩箱体内壁的导向轨，且第二锁紧块的

两端均设置有与导向轨相适配的导向滑槽。

[0010] 本发明中优选地，所述锁紧组件两个矩形结构的第三锁紧块，且第三锁紧块的顶

部设置有第三锁合导向槽，两个所述第三锁紧块相互靠近的一侧均设置有与充电桩安装座

外形相适配的M型结构的第三锁紧槽，第三锁紧块的另一侧与充电桩箱体内壁之间安装有

弹簧杆，第三锁紧槽的中部设置有楔形结构的挤压槽，且挤压槽的内部滑动安装有楔形自

锁块，所述第三锁紧槽的中部凸起表面设置有多个自锁齿块，充电桩安装座的表面设置有

多个与自锁齿块相适配的凹槽。

[0011] 本发明中优选地，所述锁合机构包括设置于隔板内部的锁合安装槽，且锁合安装

槽的底部设置有锁合杆滑槽，锁合安装槽与锁合杆滑槽之间滑动安装有T型结构的锁合芯

杆，所述锁合安装槽的内部安装有电磁铁，且锁合安装槽的内部两侧依次安装有推簧和芯

杆锁合块。

[0012] 本发明中优选地，所述解锁机构包括C型结构的插入壳体，且插入壳体的端部安装

有封盖，所述封盖的中部转动安装有螺纹丝杠，且螺纹丝杠的端部安装有手杆，锁合芯杆的

侧面设置有与螺纹丝杠相适配的螺纹槽。

[0013] 本发明中优选地，所述充电线收卷机构包括收卷电机和收卷筒，且收卷筒转动安

装于充电桩箱体内部，收卷电机的输出轴与收卷筒传动连接，收卷电机的开关设置于充电

枪两侧。

[0014] 本发明中优选地，所述充电导向枪架包括充电线导向管，且充电线导向管的一端

安装有充电枪托架，充电枪托架的端部铰接有密封板，所述充电线导向管的另一端安装有

阻隔板，所述充电线导向管的内部安装有多组环形刷毛。

[0015] 本发明中优选地，所述充电桩箱体的底部两侧均设置有矩形槽，且矩形槽的内部

通过弹簧滑动安装有底部托板，且两个底部托板之间设置有与支撑架相适配的豁槽。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中将充电桩设计成上下两个模块，上端模块以充电桩箱体及其内部结构为

主，下端模块以底座、支撑架和充电桩安装座构成，在充电桩需要维修或安装时，只需将下

端模块安装后，将上端的充电桩箱体插入至充电桩安装座中，依靠内部的锁紧组件、锁合机

构和充电桩安装座完成充电桩上下部分的固定，通过接电连接器实现充电桩电路的连接，

使得充电桩上下部件实现快速的拆装，对于充电桩的维护和更换带来极大的便利，其次，充

电桩箱体需要通过特制的解锁机构实现内部结构的分离，有效避免不法分子利用简单的工

具将充电桩破坏，其次，充电桩中设置有蓄电池、GPS定位器和扬声器，当充电桩出现异常断

电、位移现象时，及时发生报警和实时定位，有效提高充电桩的防盗和防破坏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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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的锁合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的隔板剖视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的解锁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的充电导向枪架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的充电导向枪架局部剖视结构示

意图；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1提出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2提出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的结构示意图；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3提出的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底座、2支撑架、3充电桩安装座、4解锁机构、401插入壳体、402封盖、403手

杆、404螺纹丝杠、5充电桩电流交变主机、6充电桩箱体、7电动推杆、8充电线收卷机构、9蓄

电池、10扬声器、11充电桩控制器、12  GPS定位器、13收纳箱、14接电连接器、15充电导向枪

架、1501密封板、1502充电枪托架、1503充电线导向管、1504阻隔板、1505环形刷毛、16隔板、

17锁合机构、1701锁合安装槽、1702锁合杆滑槽、1703锁合芯杆、1704电磁铁、1705芯杆锁合

块、1706推簧、18锁紧组件、1811第一锁紧块、1812第一锁合导向槽、1813限位槽、1814第一

锁紧槽、1815限位滑杆、1821第二锁紧块、1822第二锁合导向槽、1823弧形回弹杆、1824第二

锁紧槽、1825导向滑槽、1826导向轨、1831第三锁紧块、1832第三锁合导向槽、1833弹簧杆、

1834第三锁紧槽、1835楔形自锁块、1836自锁齿块、19底部托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实施例1：

参照图1‑7，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包括底座1和充电桩箱体6，底座1的顶部

安装有支撑架2，且支撑架2的顶部安装有充电桩安装座3，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依次安装有

蓄电池9、GPS定位器12和扬声器10，且充电桩箱体6的侧面安装有充电桩控制器11，蓄电池

9、GPS定位器12和扬声器10与充电桩控制器11之间电性连接，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底端安装

有隔板16，且隔板16的顶部安装有充电桩电流交变主机5，充电桩电流交变主机5与充电桩

控制器11电性连接，隔板16的中部与充电桩安装座3的顶部之间安装有接电连接器14，充电

桩箱体6的侧面设置有嵌装槽，且嵌装槽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收纳箱13，收纳箱13的内部滑动

安装有充电导向枪架15，且充电导向枪架15与收纳箱13之间安装有电动推杆7，充电桩箱体

6的内部顶端安装有充电线收卷机构8，且充电线收卷机构8的外侧卷绕有充电线，充电线的

端部安装有充电枪，充电枪卡接于充电导向枪架15的内部，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底端安装有

锁紧组件18，且隔板16的中部设置有与锁紧组件18相适配的锁合机构17，锁合机构17的端

部设置有解锁机构4。

[0020] 本发明中，锁紧组件18包括两个半圆形结构的第一锁紧块1811，且第一锁紧块

1811的顶部设置有第一锁合导向槽1812，两个第一锁紧块1811相互靠近的一侧均设置有与

充电桩安装座3外形相适配的M型结构的第一锁紧槽1814，且两个第一锁紧块1811相互靠近

的一侧两端分别设置有限位槽1813和限位滑杆1815，限位槽1813和限位滑杆1815相互滑动

连接，在充电桩箱体6安装时，充电桩安装座3顶端挤压两个第一锁紧块1811向两侧位移，在

充电桩安装座3与充电桩箱体6之间卡合后，通过锁合机构17、解锁机构4将第一锁紧块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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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复位固定，实现充电桩安装座3与充电桩箱体6之间的可旋转连接，在充电桩使用时，可

以根据车辆的停靠方向，旋转操作充电桩箱体6的方向，提高充电桩操作的便捷性和充电范

围。

[0021] 接电连接器14由接电插座和接电插头构成，且接电插头通过电滑环安装于充电桩

安装座3顶部，接电连接器14与充电桩安装座3顶部之间依靠电滑环连接，使得充电桩上部

结构和下部结构进行安装时，实现两者之间的转动导电连接。

[0022] 锁合机构17包括设置于隔板16内部的锁合安装槽1701，且锁合安装槽1701的底部

设置有锁合杆滑槽1702，锁合安装槽1701与锁合杆滑槽1702之间滑动安装有T型结构的锁

合芯杆1703，锁合安装槽1701的内部安装有电磁铁1704，且锁合安装槽1701的内部两侧依

次安装有推簧1706和芯杆锁合块1705，锁合芯杆1703底端嵌入锁紧组件18中，在充电桩箱

体6安装时，锁合芯杆1703处于滑动状态，充电桩箱体6安装后通过操作电磁铁1704产生磁

力，吸引锁合芯杆1703向内部靠近，挤压芯杆锁合块1705后退，芯杆锁合块1705回弹后将吸

引锁合芯杆1703牢牢固定，有效将锁紧组件18的位置牢牢固定，增强充电桩箱体6安装的稳

固性。

[0023] 解锁机构4包括C型结构的插入壳体401，且插入壳体401的端部安装有封盖402，封

盖402的中部转动安装有螺纹丝杠404，且螺纹丝杠404的端部安装有手杆403，锁合芯杆

1703的侧面设置有与螺纹丝杠404相适配的螺纹槽，在需要对充电桩箱体6拆除时，将解锁

机构4插入锁合安装槽1701中，挤压两个芯杆锁合块1705向后运动，且将锁合芯杆1703套入

插入壳体401中，通过旋转螺纹丝杠404带动锁合芯杆1703向外运动，进而带动锁紧组件18

向后运动使其与充电桩安装座3分离，完成充电桩箱体6与充电桩安装座3之间的快速分离，

操作简单方便。

[0024] 充电线收卷机构8包括收卷电机和收卷筒，且收卷筒转动安装于充电桩箱体6内

部，收卷电机的输出轴与收卷筒传动连接，收卷电机的开关设置于充电枪两侧，在使用时操

作人员拖拽充电枪时，控制收卷电机启动，将充电线缓慢送出，用多少放多少，避免充电线

拖地造成磨损，和对行人走动造成影响，提高充电桩使用的安全性，在使用完成后将充电线

收回，减少阳光直射，延长充电桩的使用寿命。

[0025] 充电导向枪架15包括充电线导向管1503，且充电线导向管1503的一端安装有充电

枪托架1502，充电枪托架1502的端部铰接有密封板1501，充电线导向管1503的另一端安装

有阻隔板1504，充电线导向管1503的内部安装有多组环形刷毛1505，在使用时通过操作充

电桩控制器11利用电动推杆7将充电导向枪架15推出，便于操作人员取放充电枪，在充电结

束后充电线收回的过程中，通过环形刷毛1505的设置，清洁充电线表面的污渍，避免雨雪天

气充电线表面的泥污残留，其次，充电导向枪架15收回时，密封板1501将收纳箱13开口封

堵，避免充电枪被孩童等拿出玩耍，提高充电桩使用的安全性。

[0026] 充电桩箱体6的底部两侧均设置有矩形槽，且矩形槽的内部通过弹簧滑动安装有

底部托板19，且两个底部托板19之间设置有与支撑架2相适配的豁槽，在充电桩箱体6进行

安装时，底部托板19在弹簧的作用下相互靠近，将支撑架2两侧进行紧密贴合，避免水汽等

进入到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提高充电桩使用的稳定性。

[0027] 实施例2：

参照图1‑6和图8，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包括底座1和充电桩箱体6，底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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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部安装有支撑架2，且支撑架2的顶部安装有充电桩安装座3，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依次

安装有蓄电池9、GPS定位器12和扬声器10，且充电桩箱体6的侧面安装有充电桩控制器11，

蓄电池9、GPS定位器12和扬声器10与充电桩控制器11之间电性连接，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底

端安装有隔板16，且隔板16的顶部安装有充电桩电流交变主机5，充电桩电流交变主机5与

充电桩控制器11电性连接，隔板16的中部与充电桩安装座3的顶部之间安装有接电连接器

14，充电桩箱体6的侧面设置有嵌装槽，且嵌装槽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收纳箱13，收纳箱13的

内部滑动安装有充电导向枪架15，且充电导向枪架15与收纳箱13之间安装有电动推杆7，充

电桩箱体6的内部顶端安装有充电线收卷机构8，且充电线收卷机构8的外侧卷绕有充电线，

充电线的端部安装有充电枪，充电枪卡接于充电导向枪架15的内部，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底

端安装有锁紧组件18，且隔板16的中部设置有与锁紧组件18相适配的锁合机构17，锁合机

构17的端部设置有解锁机构4。

[0028] 本发明中，锁紧组件18包括两个矩形结构的第二锁紧块1821，且第二锁紧块1821

的顶部设置有第二锁合导向槽1822，两个第二锁紧块1821相互靠近的一侧均设置有与充电

桩安装座3外形相适配的M型结构的第二锁紧槽1824，第二锁紧块1821的另一侧与充电桩箱

体6内壁之间安装有弧形回弹杆1823，锁紧组件18还包括两个安装于充电桩箱体6内壁的导

向轨1826，且第二锁紧块1821的两端均设置有与导向轨1826相适配的导向滑槽1825，在充

电桩箱体6安装时，充电桩安装座3顶端挤压两个第二锁紧块1821向两侧位移，受到两个弧

形回弹杆1823的弹性作用，同时向中部挤压第二锁紧块1821，带动充电桩箱体6自动复位，

增强充电桩上端安装的便捷性，其次，依靠锁合机构17、解锁机构4将两个第二锁紧块1821

相互靠近锁紧，有效提高充电桩上下结构安装的稳定性。

[0029] 锁合机构17包括设置于隔板16内部的锁合安装槽1701，且锁合安装槽1701的底部

设置有锁合杆滑槽1702，锁合安装槽1701与锁合杆滑槽1702之间滑动安装有T型结构的锁

合芯杆1703，锁合安装槽1701的内部安装有电磁铁1704，且锁合安装槽1701的内部两侧依

次安装有推簧1706和芯杆锁合块1705，锁合芯杆1703底端嵌入锁紧组件18中，在充电桩箱

体6安装时，锁合芯杆1703处于滑动状态，充电桩箱体6安装后通过操作电磁铁1704产生磁

力，吸引锁合芯杆1703向内部靠近，挤压芯杆锁合块1705后退，芯杆锁合块1705回弹后将吸

引锁合芯杆1703牢牢固定，有效将锁紧组件18的位置牢牢固定，增强充电桩箱体6安装的稳

固性。

[0030] 解锁机构4包括C型结构的插入壳体401，且插入壳体401的端部安装有封盖402，封

盖402的中部转动安装有螺纹丝杠404，且螺纹丝杠404的端部安装有手杆403，锁合芯杆

1703的侧面设置有与螺纹丝杠404相适配的螺纹槽，在需要对充电桩箱体6拆除时，将解锁

机构4插入锁合安装槽1701中，挤压两个芯杆锁合块1705向后运动，且将锁合芯杆1703套入

插入壳体401中，通过旋转螺纹丝杠404带动锁合芯杆1703向外运动，进而带动锁紧组件18

向后运动使其与充电桩安装座3分离，完成充电桩箱体6与充电桩安装座3之间的快速分离，

操作简单方便。

[0031] 充电线收卷机构8包括收卷电机和收卷筒，且收卷筒转动安装于充电桩箱体6内

部，收卷电机的输出轴与收卷筒传动连接，收卷电机的开关设置于充电枪两侧，在使用时操

作人员拖拽充电枪时，控制收卷电机启动，将充电线缓慢送出，用多少放多少，避免充电线

拖地造成磨损，和对行人走动造成影响，提高充电桩使用的安全性，在使用完成后将充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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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减少阳光直射，延长充电桩的使用寿命。

[0032] 充电导向枪架15包括充电线导向管1503，且充电线导向管1503的一端安装有充电

枪托架1502，充电枪托架1502的端部铰接有密封板1501，充电线导向管1503的另一端安装

有阻隔板1504，充电线导向管1503的内部安装有多组环形刷毛1505，在使用时通过操作充

电桩控制器11利用电动推杆7将充电导向枪架15推出，便于操作人员取放充电枪，在充电结

束后充电线收回的过程中，通过环形刷毛1505的设置，清洁充电线表面的污渍，避免雨雪天

气充电线表面的泥污残留，其次，充电导向枪架15收回时，密封板1501将收纳箱13开口封

堵，避免充电枪被孩童等拿出玩耍，提高充电桩使用的安全性。

[0033] 充电桩箱体6的底部两侧均设置有矩形槽，且矩形槽的内部通过弹簧滑动安装有

底部托板19，且两个底部托板19之间设置有与支撑架2相适配的豁槽，在充电桩箱体6进行

安装时，底部托板19在弹簧的作用下相互靠近，将支撑架2两侧进行紧密贴合，避免水汽等

进入到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提高充电桩使用的稳定性。

[0034] 实施例3：

参照图1‑6和图9，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充电桩，包括底座1和充电桩箱体6，底座1

的顶部安装有支撑架2，且支撑架2的顶部安装有充电桩安装座3，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依次

安装有蓄电池9、GPS定位器12和扬声器10，且充电桩箱体6的侧面安装有充电桩控制器11，

蓄电池9、GPS定位器12和扬声器10与充电桩控制器11之间电性连接，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底

端安装有隔板16，且隔板16的顶部安装有充电桩电流交变主机5，充电桩电流交变主机5与

充电桩控制器11电性连接，隔板16的中部与充电桩安装座3的顶部之间安装有接电连接器

14，充电桩箱体6的侧面设置有嵌装槽，且嵌装槽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收纳箱13，收纳箱13的

内部滑动安装有充电导向枪架15，且充电导向枪架15与收纳箱13之间安装有电动推杆7，充

电桩箱体6的内部顶端安装有充电线收卷机构8，且充电线收卷机构8的外侧卷绕有充电线，

充电线的端部安装有充电枪，充电枪卡接于充电导向枪架15的内部，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底

端安装有锁紧组件18，且隔板16的中部设置有与锁紧组件18相适配的锁合机构17，锁合机

构17的端部设置有解锁机构4。

[0035] 本发明中，锁紧组件18两个矩形结构的第三锁紧块1831，且第三锁紧块1831的顶

部设置有第三锁合导向槽1832，两个第三锁紧块1831相互靠近的一侧均设置有与充电桩安

装座3外形相适配的M型结构的第三锁紧槽1834，第三锁紧块1831的另一侧与充电桩箱体6

内壁之间安装有弹簧杆1833，第三锁紧槽1834的中部设置有楔形结构的挤压槽，且挤压槽

的内部滑动安装有楔形自锁块1835，第三锁紧槽1834的中部凸起表面设置有多个自锁齿块

1836，充电桩安装座3的表面设置有多个与自锁齿块1836相适配的凹槽，在充电桩箱体6安

装时，充电桩安装座3顶端挤压两个第三锁紧块1831向两侧位移，依靠锁合机构17、解锁机

构4将两个第三锁紧块1831相互靠近锁紧，将充电桩进行快速安装，第三锁紧块1831相互靠

近的过程中，楔形自锁块1835向挤压槽内部运动，带动第三锁紧槽1834的中部凸起相互远

离，自锁齿块1836嵌入凹槽中，避免充电桩上部结构在受外力作用下，与充电桩安装座3出

现脱离现象，进一步增强充电状安装的稳定性。

[0036] 锁合机构17包括设置于隔板16内部的锁合安装槽1701，且锁合安装槽1701的底部

设置有锁合杆滑槽1702，锁合安装槽1701与锁合杆滑槽1702之间滑动安装有T型结构的锁

合芯杆1703，锁合安装槽1701的内部安装有电磁铁1704，且锁合安装槽1701的内部两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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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安装有推簧1706和芯杆锁合块1705，锁合芯杆1703底端嵌入锁紧组件18中，在充电桩箱

体6安装时，锁合芯杆1703处于滑动状态，充电桩箱体6安装后通过操作电磁铁1704产生磁

力，吸引锁合芯杆1703向内部靠近，挤压芯杆锁合块1705后退，芯杆锁合块1705回弹后将吸

引锁合芯杆1703牢牢固定，有效将锁紧组件18的位置牢牢固定，增强充电桩箱体6安装的稳

固性。

[0037] 解锁机构4包括C型结构的插入壳体401，且插入壳体401的端部安装有封盖402，封

盖402的中部转动安装有螺纹丝杠404，且螺纹丝杠404的端部安装有手杆403，锁合芯杆

1703的侧面设置有与螺纹丝杠404相适配的螺纹槽，在需要对充电桩箱体6拆除时，将解锁

机构4插入锁合安装槽1701中，挤压两个芯杆锁合块1705向后运动，且将锁合芯杆1703套入

插入壳体401中，通过旋转螺纹丝杠404带动锁合芯杆1703向外运动，进而带动锁紧组件18

向后运动使其与充电桩安装座3分离，完成充电桩箱体6与充电桩安装座3之间的快速分离，

操作简单方便。

[0038] 充电线收卷机构8包括收卷电机和收卷筒，且收卷筒转动安装于充电桩箱体6内

部，收卷电机的输出轴与收卷筒传动连接，收卷电机的开关设置于充电枪两侧，在使用时操

作人员拖拽充电枪时，控制收卷电机启动，将充电线缓慢送出，用多少放多少，避免充电线

拖地造成磨损，和对行人走动造成影响，提高充电桩使用的安全性，在使用完成后将充电线

收回，减少阳光直射，延长充电桩的使用寿命。

[0039] 充电导向枪架15包括充电线导向管1503，且充电线导向管1503的一端安装有充电

枪托架1502，充电枪托架1502的端部铰接有密封板1501，充电线导向管1503的另一端安装

有阻隔板1504，充电线导向管1503的内部安装有多组环形刷毛1505，在使用时通过操作充

电桩控制器11利用电动推杆7将充电导向枪架15推出，便于操作人员取放充电枪，在充电结

束后充电线收回的过程中，通过环形刷毛1505的设置，清洁充电线表面的污渍，避免雨雪天

气充电线表面的泥污残留，其次，充电导向枪架15收回时，密封板1501将收纳箱13开口封

堵，避免充电枪被孩童等拿出玩耍，提高充电桩使用的安全性。

[0040] 充电桩箱体6的底部两侧均设置有矩形槽，且矩形槽的内部通过弹簧滑动安装有

底部托板19，且两个底部托板19之间设置有与支撑架2相适配的豁槽，在充电桩箱体6进行

安装时，底部托板19在弹簧的作用下相互靠近，将支撑架2两侧进行紧密贴合，避免水汽等

进入到充电桩箱体6的内部，提高充电桩使用的稳定性。

[0041] 在使用时，充电桩设计成上下两个模块，上端模块以充电桩箱体6及其内部结构为

主，下端模块以底座1、支撑架2和充电桩安装座3构成，在充电桩需要维修或安装时，只需将

下端模块安装后，将上端的充电桩箱体6插入至充电桩安装座3中，依靠内部的锁紧组件18、

锁合机构17和充电桩安装座3完成充电桩上下部分的固定，通过接电连接器14实现充电桩

电路的连接，使得充电桩上下部件实现快速的拆装，对于充电桩的维护和更换带来极大的

便利，其次，充电桩箱体6需要通过特制的解锁机构4实现内部结构的分离，有效避免不法分

子利用简单的工具将充电桩破坏，其次，充电桩中设置有蓄电池9、GPS定位器12和扬声器

10，当充电桩出现异常断电、位移现象时，及时发生报警和实时定位。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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