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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两轮电动车充电宝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两轮电动车充电宝，

包括装置壳、下固定板、螺母、螺栓、上固定板、太

阳能控制机构、进风口、控制室、电池组、发电机

和转子叶片；上固定板与下固定板的两端均设有

通孔；太阳能控制机构包括电动推杆、弹簧、太阳

能板和光照传感器；控制室内设有ARM主控模块

和电压传感器；ARM主控模块主要由电路板、控制

开关、以及集成在电路板上的ARM处理器和存储

器组成；所述的发电机、电动推杆、太阳能板分别

通过控制开关与电池组相连。本实用新型通过太

阳能控制机构能够智能控制调整太阳能板的各

个方位的倾角，能够更充分利用太阳能进行发

电；并且本实用新型通过发电机作为第二发电设

备，能够大幅度提升两轮电动车充电宝的续航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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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两轮电动车充电宝，其特征在于：包括装置壳（3）、下固定板（6）、螺母（4）和螺栓

（7）；

所述的装置壳（3）底部安装有上固定板（5）；所述的上固定板（5）的尺寸与下固定板（6）

的尺寸相匹配；所述的上固定板（5）与下固定板（6）的两端均设有通孔；

所述的装置壳（3）顶部安装有太阳能控制机构；所述的装置壳（3）右侧安装有进风口

（8）；所述的装置壳（3）内部设有控制室（11）、电池组（12）和发电机（13）；所述的发电机（13）

的驱动轴上安装有转子叶片（9）；

所述的太阳能控制机构包括电动推杆（2）、弹簧和太阳能板（1）；

所述的电动推杆（2）的一端固定在装置壳（3）的顶部，另一端通过弹簧与太阳能板（1）

相连；所述的太阳能板（1）的表面设有光照传感器；

所述的控制室（11）内设有ARM主控模块和电压传感器；所述的ARM主控模块主要由电路

板、控制开关、以及集成在电路板上的ARM处理器和存储器组成；

所述的发电机（13）、电动推杆（2）、太阳能板（1）分别通过控制开关与电池组（12）相连；

所述的发电机（13）、太阳能板（1）分别通过电压传感器与ARM处理器相连；所述的光照

传感器、控制开关分别与ARM处理器相连；所述的光照传感器、ARM处理器、存储器、电压传感

器分别与电池组（12）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两轮电动车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开关主要由三极

管Q、继电器K和电阻R组成；所述的三极管Q基极a引脚与ARM处理器的I/O引脚相连，三极管Q

的发射极c引脚与电阻R的一端相连，电阻R的另一端与地、电源模块的负极输出端相连，三

极管Q的发射极与继电器K的控制端c引脚相连，继电器K的控制端d引脚与电源模块的正极

输入端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两轮电动车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风口（8）为喇叭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两轮电动车充电宝，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池组（12）为锂电池

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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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轮电动车充电宝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太阳能发电领域，涉及一种两轮电动车充电宝。

背景技术

[0002] 电动车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交通工具之一，但随着电动车电池寿命增加，电池

容量也随之减小，对于有较长路途的出行计划的人群来说，行驶至半途就要找地方充电，非

常麻烦；并且如果采用燃油助力，其持续排放废气，并不利于环境的改善；并且在出行过程

也无法充分利用环境的资源，包括太阳能和风能的充分利用。

[0003] 专利申请号为CN201320428087.3的申请文件中公开了一种电动车太阳能充电装

置，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和尾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包括中心太阳能电池板、前太

阳能电池板、后太阳能电池板、第一侧面太阳能电池板、第二侧面太阳能电池板；所述中心

太阳能电池板设置在尾箱上部，前太阳能电池板、后太阳能电池板、第一侧面太阳能电池

板、第二侧面太阳能电池板分别可转动的连接在尾箱上部边缘。但是也没有提出解决上述

问题的全部方案。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能够更充分利用太阳能进行发电，能

够大幅度提升续航时间的两轮电动车充电宝。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两轮电动车充电宝，包括装置壳、下固定板、螺母和螺栓；所述的装置壳底部

安装有上固定板；所述的上固定板的尺寸与下固定板的尺寸相匹配；所述的上固定板与下

固定板的两端均设有通孔；所述的装置壳顶部安装有太阳能控制机构；所述的装置壳右侧

安装有进风口；所述的装置壳内部设有控制室、电池组和发电机；所述的发电机的驱动轴上

安装有转子叶片；所述的太阳能控制机构包括电动推杆、弹簧和太阳能板；所述的电动推杆

的一端固定在装置壳的顶部，另一端通过弹簧与太阳能板相连；所述的太阳能板的表面设

有光照传感器；所述的控制室内设有ARM主控模块和电压传感器；所述的ARM主控模块主要

由电路板、控制开关、以及集成在电路板上的ARM处理器和存储器组成；所述的发电机、电动

推杆、太阳能板分别通过控制开关与电池组相连；所述的发电机、太阳能板分别通过电压传

感器与ARM处理器相连；所述的光照传感器、控制开关分别与ARM处理器相连；所述的光照传

感器、ARM处理器、存储器、电压传感器分别与电池组相连。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说明，所述的控制开关主要由三极管Q、继电器K和电阻R

组成；所述的三极管Q基极a引脚与ARM处理器的I/O引脚相连，三极管Q的发射极c引脚与电

阻R的一端相连，电阻R的另一端与地、电源模块的负极输出端相连，三极管Q的发射极与继

电器K的控制端c引脚相连，继电器K的控制端d引脚与电源模块的正极输入端相连。该两轮

电动车充电宝中设有多个控制开关，发电机、太阳能板的正极输出分别与对应继电器K的闸

门端a引脚相连，继电器K的闸门端b引脚与电池组的正极相连，发电机、太阳能板的负极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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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与电池组的负极相连；电动推杆分别与四个控制开关相连，每两个控制开关可以控制电

动推杆的伸长或缩短。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说明，所述的进风口为喇叭状。喇叭状进风口便于将风

导进装置壳内。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说明，所述的电池组为锂电池组。

[001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

[0011] 上固定板的尺寸比装置壳底部的尺寸大，上固定板与下固定板的两端均设有两个

通孔，通孔从上往下贯穿上固定板和下固定板，通孔的尺寸与螺栓的尺寸相匹配；将上固定

板放置在电动车车尾架上方，下固定板放置在电动车车尾架下方，螺栓依次从下固定板上

的通孔穿过，再穿过上固定架上的通孔，然后从上固定板的上方穿出，并且通过在上固定板

上方穿出的螺栓安装螺母，并且拧紧螺母即可将装置壳固定在电动车车尾架上；装置壳左

侧还设有出风口，进风口设置为朝电动车车头的一侧，出风口设置为朝电动车车尾的一侧，

装置壳内部为中空结构，除了进风口和出风口均为封闭结构，电池组和控制室同时设置在

一个密封的塑料盒中并且安装在装置壳内部右侧，发电机通过固定杆固定在装置壳内部，

固定杆的一端固定在装置壳内壁上，另一端固定在发电机外壁，在发电机上下两侧均固定

有固定杆，转子叶片安装在发电机驱动轴的左侧，装置壳内设有风道，风道连通进风口和出

风口，并且转子叶片位于风道中；太阳能板的每条边的中间位置均连接有一个电动推杆；在

太阳能板的四个角落均安装有光照传感器；发电机、太阳能板分别通过不同的电压传感器

与ARM处理器相连；

[0012] 光照传感器实时采集太阳能板四个角落的光照强度数据并且反馈给ARM处理器，

ARM处理器对比光照传感器反馈过来的光照强度数值，如果太阳能板某一角落反馈过来的

光照强度数值较小，则ARM处理器控制电动推杆伸缩调整太阳能板各个方向的倾角，使得光

照传感器反馈过来的光照强度数值均接近前一时刻的最大值为止；

[0013] 电动车启动时，风从进风口进入装置壳中，推动转子叶片转动，使得发电机发电为

电池充电；电压传感器实时采集电池组的电压数据并反馈给ARM处理器，如果反馈给ARM处

理器的电压数值大于预设值时，则ARM处理器控制控制开关关闭，使得发电机和太阳能板不

能给电池组正常充电，否则发电机和太阳能板能够正常给电池组充电；电池组上还连接有

充放电插头，以便于可以使用外接充电器给电池组充电以及能够接入到电车中给电车充

电。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具备的有益效果：

[0015] 1 .本实用新型通过太阳能控制机构能够智能控制调整太阳能板的各个方位的倾

角，能够更充分利用太阳能进行发电；并且本实用新型通过发电机作为第二发电设备，能够

大幅度提升两轮电动车充电宝的续航时间。

[0016] 2 .本实用新型通过可拆卸式的夹持结构，可以便于两轮电动车充电宝的拆装工

作。

[0017] 3.本实用新型通过电压传感器实时采集电池电压，并通过ARM处理器控制充电断

电，能够避免电池组过冲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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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控制开关的电路原理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电动推杆与控制开关相连的电路原理图。

[0023] 附图标记：1-太阳能板，2-电动推杆，3-装置壳，4-螺母，5-上固定板，6-下固定板，

7-螺栓，8-进风口，9-转子叶片，10-固定杆，11-控制室，12-电池组，13-发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5] 实施例：

[0026] 如图1-5所示，一种两轮电动车充电宝，包括装置壳3、下固定板6、螺母4和螺栓7；

所述的装置壳3底部安装有上固定板5；所述的上固定板5的尺寸与下固定板6的尺寸相匹

配；所述的上固定板5与下固定板6的两端均设有通孔；所述的装置壳3顶部安装有太阳能控

制机构；所述的装置壳3右侧安装有进风口8；所述的装置壳3内部设有控制室11、电池组12

和发电机13；所述的发电机13的驱动轴上安装有转子叶片9；所述的太阳能控制机构包括电

动推杆2、弹簧和太阳能板1；所述的电动推杆2的一端固定在装置壳3的顶部，另一端通过弹

簧与太阳能板1相连；所述的太阳能板1的表面设有光照传感器；所述的控制室11内设有ARM

主控模块和电压传感器；所述的ARM主控模块主要由电路板、控制开关、以及集成在电路板

上的ARM处理器和存储器组成；所述的发电机13、电动推杆2、太阳能板1分别通过控制开关

与电池组12相连；所述的发电机13、太阳能板1分别通过电压传感器与ARM处理器相连；所述

的光照传感器、控制开关分别与ARM处理器相连；所述的光照传感器、ARM处理器、存储器、电

压传感器分别与电池组12相连。

[0027] 所述的控制开关主要由三极管Q、继电器K和电阻R组成；所述的三极管Q基极a引脚

与ARM处理器的I/O引脚相连，三极管Q的发射极c引脚与电阻R的一端相连，电阻R的另一端

与地、电源模块的负极输出端相连，三极管Q的发射极与继电器K的控制端c引脚相连，继电

器K的控制端d引脚与电源模块的正极输入端相连。

[0028] 所述的进风口8为喇叭状。

[0029] 所述的电池组12为锂电池组12。

[0030] 该实施例的工作原理：

[0031] 上固定板5的尺寸比装置壳3底部的尺寸大，上固定板5与下固定板6的两端均设有

两个通孔，通孔从上往下贯穿上固定板5和下固定板6，通孔的尺寸与螺栓7的尺寸相匹配；

将上固定板5放置在电动车车尾架上方，下固定板6放置在电动车车尾架下方，螺栓7依次从

下固定板6上的通孔穿过，再穿过上固定架上的通孔，然后从上固定板5的上方穿出，并且通

过在上固定板5上方穿出的螺栓7安装螺母4，并且拧紧螺母4即可将装置壳3固定在电动车

车尾架上；装置壳3左侧还设有出风口，进风口8设置为朝电动车车头的一侧，出风口设置为

朝电动车车尾的一侧，装置壳3内部为中空结构，除了进风口8和出风口均为封闭结构，电池

组12和控制室11同时设置在一个密封的塑料盒中并且安装在装置壳3内部右侧，发电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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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固定杆10固定在装置壳3内部，固定杆10的一端固定在装置壳3内壁上，另一端固定在

发电机13外壁，在发电机13上下两侧均固定有固定杆10，转子叶片9安装在发电机13驱动轴

的左侧，装置壳3内设有风道，风道连通进风口8和出风口，并且转子叶片9位于风道中；太阳

能板1的每条边的中间位置均连接有一个电动推杆2；在太阳能板1的四个角落均安装有光

照传感器；发电机13、太阳能板1分别通过不同的电压传感器与ARM处理器相连；

[0032] 光照传感器实时采集太阳能板1四个角落的光照强度数据并且反馈给ARM处理器，

ARM处理器对比光照传感器反馈过来的光照强度数值，如果太阳能板1某一角落反馈过来的

光照强度数值较小，则ARM处理器控制电动推杆2伸缩调整太阳能板1各个方向的倾角，使得

光照传感器反馈过来的光照强度数值均接近前一时刻的最大值为止；

[0033] 电动车启动时，风从进风口8进入装置壳3中，推动转子叶片9转动，使得发电机13

发电为电池充电；电压传感器实时采集电池组12的电压数据并反馈给ARM处理器，如果反馈

给ARM处理器的电压数值大于预设值时，则ARM处理器控制控制开关关闭，使得发电机13和

太阳能板1不能给电池组12正常充电，否则发电机13和太阳能板1能够正常给电池组12充

电；电池组12上还连接有充放电插头，以便于可以使用外接充电器给电池组12充电以及能

够接入到电车中给电车充电；

[0034] 该两轮电动车充电宝中设有多个控制开关，发电机13、太阳能板1的正极输出分别

与对应继电器K的闸门端a引脚相连，继电器K的闸门端b引脚与电池组12的正极相连，发电

机13、太阳能板1的负极输出与电池组12的负极相连；电动推杆2分别与四个控制开关相连，

每两个控制开关可以控制电动推杆2的伸长或缩短；

[0035] 喇叭状进风口8便于将风导进装置壳3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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