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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用于为至

少一电动车辆充电，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包括至

少一充电主体，所述充电主体能够电性连接一电

源和所述电动车辆，其中所述充电主体包括至少

一充电系统，所述充电系统被电性设置于所述充

电主体，所述充电系统中包括有至少一通讯模

块，所述通讯模块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并

能够与至少一智能终端通信连接，从而通过所述

智能终端控制所述充电主体为所述电动车辆进

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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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用于为至少一电动车辆充电，其特征在于，所述便携式充电装

置包括至少一充电主体，所述充电主体能够电性连接一电源和所述电动车辆，其中所述充

电主体包括至少一充电系统，所述充电系统被电性设置于所述充电主体，所述充电系统中

包括有至少一通讯模块，所述通讯模块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并能够与至少一智能终

端通信连接，从而通过所述智能终端控制所述充电主体为所述电动车辆进行充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进一步包括至少一充电元件和一电源

插头，所述充电元件和所述电源插头分别被电性连接于所述充电主体中的所述充电系统，

其中所述充电元件的一端能够被电性连接于所述充电主体，所述充电元件的另一端能够电

性连接所述电动车辆的充电口，从而使所述电源插头电性连接于电源后能够通过所述充电

元件为所述电动车辆充电。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包括至少一第一

线缆接口和一第二线缆接口，所述充电元件通过所述第一线缆接口电性连接于所述充电主

体中的所述充电系统，所述电源插头通过所述第二线缆接口口电性连接于所述充电主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充电元件上电性连接有一第一线

缆，所述电源插头上电性连接有一第二线缆，所述充电元件和所述电源插头分别通过所述

第一线缆和所述第二线缆通信连接于所述充电主体的所述第一线缆接口和所述第二线缆

接口。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充电系统进一步包括至少一定位

模块，所述定位模块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并与所述通讯模块通信连接，以使所述便

携式充电装置能够被所述智能终端定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充电系统进一步包括至少一充电

模块，所述充电模块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并与所述第一线缆接口及所述第二线缆接

口电性连接，从而在所述电源插头接入电源后为所述电动车辆进行通电。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充电系统进一步包括至少一无线

连接模块，所述无线连接模块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并与所述通讯模块通信连接，以

使所述通讯模块能够与所述智能终端实现无线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充电系统中进一步包括至少一过

流保护模块，所述过流保护模块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以使所述充电系统在电流过载

时能够自动切断电源。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充电系统进一步包括至少一电量

计费模块，所述电量计费模块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并与所述充电模块通信连接，以

对充电量进行计费。

10.根据权利要求1-10中任一项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的

充电主体的重量不高于0.8kg，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的整体重量不高于2.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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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充电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气设备领域，主要涉及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一

种在充电过程中能够被控制和定位的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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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楼宇、商场、公共停车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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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使用特定的充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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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数据答应等操作，充电桩显示屏能够显示充电量、充电费用以及充电时

间等数据。

[0003] 也就是说，现有充电桩主要以固定式充电桩为主，电动汽车需要充电时必须找到

相应的充电桩才能够进行充电，而固定式充电桩通常会安装在特定的地方，而不是随处都

有的，因此给电动汽车的充电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从而影响出行范围。

[0004] 而现有的可移动式充电桩，也仅仅是改变传统的固定充电桩的体积和尺寸，并将

固定的充电桩改为移动式，从而便于汽车的充电。但随着用户覆盖面的普及以及用户自身

需求的提升，比如在用户非常赶时间的时候，他需要知道充电时间以及相应的充电量，或者

是当用户在充电的同时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的时候，却无法离开车辆等，因此现有的充电

桩已经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了。

[0005] 因为，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必要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以

解决上述提及的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为一电动车辆进行充电，其中

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不仅尺寸，能够被放置于车上以便随时进行充电，而且充电速度快，从

而提高电动车辆的充电效率。

[0007]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能够

与智能终端实现通信连接，从而使用户能够通过智能终端对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进行远程

控制。

[0008]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轻

便，整体重量轻，普通成年人都能够轻易提起，从而提高用户在充电时的操作便利性。

[0009]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适合

目前市场上的大部分车型，从而提高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的适用范围以及用户对于所述便

携式充电装置的使用率。

[0010]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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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模块，用户可以直接通过智能终端进行扫码联网，以对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进行

控制，从而提高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的适用情况。

[0011]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能够

通过普通插座为电动车辆进行充电，从而提高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的适用性并降低用户的

使用成本。

[0012]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能够

通信连接至少一智能终端，用户通过所述智能终端控制所述电动车辆的充电、计费等操作。

[0013]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配有

超长的充电线，从而使用户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下通过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为电动车辆进行

充电，从而进一步提高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的适用面。

[0014]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的充

电计费能够通过所述智能终端进行计算，不仅操作方便，而且电费计算清晰公平，从而减少

电源主人惜借的痛点和电费结算的纠纷。

[0015]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的充

电状态能够通过所述智能终端进行实时监控，从而使用户掌控充电异常或中途断电等情

况。

[0016]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其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具有

定位模块，当用户需要寻找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时，可以通过与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通信

连接而获知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的具体位置。

[0017] 为达上述至少一目的，本发明主要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用于为至少一电动

车辆充电，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包括至少一充电主体，所述充电主体能够电性连接一电源

和所述电动车辆，其中所述充电主体包括至少一充电系统，所述充电系统被电性设置于所

述充电主体，所述充电系统中包括有至少一通讯模块，所述通讯模块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

电系统并能够与至少一智能终端通信连接，从而通过所述智能终端控制所述充电主体为所

述电动车辆进行充电。

[0018]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进一步包括至少一充电元件和一电源插头，所述充电元件

和所述电源插头分别被电性连接于所述充电主体中的所述充电系统，其中所述充电元件的

一端能够被电性连接于所述充电主体，所述充电元件的另一端能够电性连接所述电动车辆

的充电口，从而使所述电源插头电性连接于电源后能够通过所述充电元件为所述电动车辆

充电。

[0019]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包括至少一第一线缆接口和一第二线

缆接口，所述充电元件通过所述第一线缆接口电性连接于所述充电主体中的所述充电系

统，所述电源插头通过所述第二线缆接口口电性连接于所述充电主体。

[0020]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充电元件上电性连接有一第一线缆，所述电源插头上

电性连接有一第二线缆，所述充电元件和所述电源插头分别通过所述第一线缆和所述第二

线缆通信连接于所述充电主体的所述第一线缆接口和所述第二线缆接口。

[0021]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充电系统进一步包括至少一定位模块，所述定位模块

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并与所述通讯模块通信连接，以使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能够被

所述智能终端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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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充电系统进一步包括至少一充电模块，所述充电模块

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并与所述第一线缆接口及所述第二线缆接口电性连接，从而在

所述电源插头接入电源后为所述电动车辆进行通电。

[0023]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充电系统进一步包括至少一无线连接模块，所述无线

连接模块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并与所述通讯模块通信连接，以使所述通讯模块能够

与所述智能终端实现无线连接。

[0024]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充电系统中进一步包括至少一过流保护模块，所述过

流保护模块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以使所述充电系统在电流过载时能够自动切断电

源。

[0025]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充电系统进一步包括至少一电量计费模块，所述电量

计费模块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并与所述充电模块通信连接，以对充电量进行计费。

[0026]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的充电主体的重量不高于0.8kg，所述

便携式充电装置的整体重量不高于2.5kg。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的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的第一实施例中的充电系统的模块结构示意

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的第一实施例的第一使用场景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描述用于揭露本发明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本发明。以下描述中的优

选实施例只作为举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想到其他显而易见的变型。在以下描述中界定

的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可以应用于其他实施方案、变形方案、改进方案、等同方案以及没有背

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其他技术方案。

[0031]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理解的是，在本发明的揭露中，术语“纵向”、“横向”、“上”、

“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

系是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其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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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述术

语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2]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主要提供一种便携式充电装置10，用于为至少一电动车

辆20进行充电，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10包括至少一充电主体11，所述充电主体11的能够电

性连接一电源和所述电动车辆20，从而将所述电源的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从而为所述电动

车辆20进行充电。具体而言，在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10进一步包括

一充电元件12，其中所述充电元件12的一端能够被电性连接于所述充电主体11，所述充电

元件12的另一端能够被插入所述电动车辆20的充电接口，且所述充电主体11上电性设置有

一电源插头13，将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10的所述电源插头13插入一交流电源，即可通过所

述充电元件12为所述电动车辆20进行充电。

[0033] 在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充电主体11上设置有一第一线缆接口140  和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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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缆接口150，所述充电元件12通过所述第一线缆接口140通信连接于所述充电主体11，

所述电源插头13通过所述第二线缆接口150通信连接于所述充电主体11。

[0034] 其中，所述充电元件12上电性设置有一第一线缆14，所述第一线缆14延伸于所述

充电元件12，所述充电元件12通过将所述第一线缆14插入所述第一线缆接口140从而实现

与所述充电主体11的电性连接，所述电源插头13上电性设置有一第二线缆15，所述第二线

缆15延伸于所述电源插头13并能够与所述第二线缆接口150连接，从而实现所述电源插头

13与所述充电主体11的电性连接。在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中，通过设置的第一线缆接口140

和所述第二线缆接口150使所述充电元件12和所述电源插头13可分离式电性连接于所述充

电主体  11，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所述充电元件12和/或所述电源插头13出现损坏等现

象，可以单独进行替换，从而降低本发明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10的使用成本并能给提高

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10的使用寿命。

[0035] 具体地，在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线缆14的长度被设置为11米，从而提

高本发明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10的适用范围，比如外出旅行时可以实现在离电源较远的

地方充电等。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并不以此为限，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任意改变所述第一线缆14的长度，只要采用了与本发明相同或近似的技术方案，解决了与

本发明相同或近似的技术问题，并且达到了与本发明相同或近似的技术效果，都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36] 如图2所示，在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充电主体11中包括有一充电系统111，

所述第一线缆接口140与所述第二线缆接口150分别与所述充电系统  111电性连接，以使所

述电源插头13进入的交流电通过所述充电系统111转换成直流电再通过所述第二线缆接口

150传输至所述充电元件12，从而为所述电动车辆20进行充电。

[0037] 所述充电系统111包括至少一充电模块1111，所述充电模块1111被电性设置于所

述充电系统111以使所述充电系统111能够对所述电动车辆20进行充电。在本发明的第一实

施例中，所述充电模块1111的充电速度是现有技术中的普通充电装置的充电速度的2倍，每

小时充电约20公里(工况)，从而使本发明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10具有快速充电的效果。

[0038] 所述充电系统111进一步包括至少一通讯模块1112，所述通讯模块1112被电性设

置于所述充电系统111并能够与一智能控制端实现通信连接。换句话说，所述便携式充电装

置10能够通过所述通讯模块1112被所述智能控制端进行控制，从而为所述电动车辆20进行

充电。

[0039] 所述充电系统111进一步包括至少一无线连接模块1113，所述无线连接模块  1113

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111并与所述通讯模块1112通信连接，以使所述通讯模块1112

能够与所述智能控制端实现无线连接，从而使所述智能终端能够对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10

进行远程操作。在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中，所述智能控制端被具体实施为一智能手机，即用

户可以通过所述智能手机远程控制所述充电系统111，从而控制所述电动车辆20的充电相

关事宜并监控充电过程中的充电异常或中途断电等情况。

[0040] 更进一步地，在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中，所述无线连接模块1113包括但不限于被

设置为一蓝牙模块或一WIFI模块，所述智能手机通过所述蓝牙模块或所述WIFI模块通信连

接所述充电系统111，从而控制所述充电系统111为所述电动车辆20进行充电。

[0041] 如图2所示，在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充电系统111进一步包括至少一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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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1114，所述定位模块1114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111并与无线连接模块1113通信

连接，以使所述充电系统111能够被定位，从而使用户能够轻易找到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

10。

[0042] 其中，在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定位模块1114包括但不限于被实施为GPS定

位模块1114或北斗卫星定位模块1114等。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或需求改变

所述定位模块1114的类型，只要采用了与本发明相同或近似的技术方案，解决了与本发明

相同或近似的技术问题，并且达到了与本发明相同或近似的技术效果，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之内，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并不以此为限。

[0043] 进一步地，所述充电系统111中包括有至少一过流保护模块1115，所述过流保护模

块1115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111以使所述充电系统111在电流过载时能够自动切断

电源，从而保护所述充电系统111的安全以及用户的使用安全。在本发明所述的便携式充电

装置10的第一实施例中，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  10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均为220V，输入电

流和输出电流均为16A。

[0044] 所述充电系统111中进一步包括有至少一过压保护模块1116以及一欠压保护模块

1116A，所述过压保护模块1116及所述欠压保护模块1116A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111

以使所述充电系统111在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过高或过低时都能够自动切断电源，从而包

括所述充电系统111的安全以及用户的使用安全。

[0045] 所述充电系统111中进一步包括有至少一漏电保护模块1117，所述漏电保护模块

1117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111以使所述充电系统111在漏电时能够自动切断电源，从

而保护所述充电系统111及用户的使用安全。

[0046] 所述充电系统111中进一步包括有至少一雷电保护模块1118，所述雷电保护模块

1118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111以使所述充电系统111在受到雷电冲击时能够自动切

断电源，从而保护所述充电系统111及用户的使用安全。

[0047] 所述充电系统111中进一步包括至少有一接地保护模块1119，所述接地保护模块

1119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111以使所述充电系统111在被意外接地时能够自动切断

电源，从而保护所述充电系统111及用户的使用安全。

[0048] 特别地，在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充电系统111中进一步包括至少一电量计

费模块1110，所述电量计费模块1110被通信设置于所述充电系统111中，以使所述充电系统

111能够通过所述电量计费模块1110对充电量进行计费。由于本发明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

置10能够对充电量进行计费，因此当用户携带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10在外出过程中需要借

电充电时，能够根据所述计费模块得出充电使用的电费，从而对借的电进行付费，以此避免

借电愧疚或别人不肯借电的尴尬情形发生，公平透明，从而使本发明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

置10实现借电、共享插座等场景的电费结算，让电源无处不在。

[0049] 并且，所述充电系统111为防水防尘材料制成，以使所述充电系统111具有防水防

尘的功能，从而一方面提高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10的使用安全性，另一方面也能提高所述

便携式充电装置10的使用寿命。

[0050] 此外，在本发明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10中，所述充电主体11的尺寸小巧重量轻

便，从而便于用户随车携带并且提高在充电过程中的操作简易度。其中长度不高于30cm，高

度不高于25cm，厚度不高于10cm。优选地，在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充电主体11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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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被实施为宽度25cm*高度20cm*厚度6cm。同样的，所述充电主体11的重量不高于1kg，整个

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10的重量不高于3kg。优选地，在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中，所述充电主

体11的重量被实施为0.8kg，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10的重量被实施为2.5kg左右，其中包括

所述充电元件12的重量以及充电插头的重量。

[0051] 如图3所示，当所述电动车辆20在远程自驾游的途中，需要充电时，只要就近找到

附近的保安室、路边灯、路边充电杆或者是民居等有插座的地方就可以通过本发明所述的

便携式充电装置10进行借电充电，充电时只要将本发明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10的所述电

源插头13插入电源，再将所述充电元件12的插口插入所述电动车辆20即可。充电过程中，借

的电量可以及时进行计费付费，从而避免车辆没电或被借电方不愿意出借等尴尬情况发

生，并且用户在充电过程中可以离开车辆，比如去吃饭等，只要将智能终端(智能手机等)与

本发明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10通信连接即可，就能通过智能终端(智能手机等)对所述便

携式充电装置10进行远程操作进行充电，还可以通过智能终端监控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10

对所述电动车辆20在充电过程中的充电异常，比如断电等情况，另外，当用户由于对停车地

点不熟悉，而找不到所述电动车辆20时，可以通过所述智能终端对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10

进行定位搜寻，即可找到所述便携式充电装置10以及所述电动车辆20。

[0052] 此外，当所述电动车辆20自驾游去农家乐、民宿或宾馆酒店等地方需要充电而又

无法停靠在电源附近时，就可利用本发明所述的便携式充电装置10进行充电，只要将所述

第一线缆14完全展开即可，由于所述第一线缆14的长度足够，因此能够适应较长距离的充

电。

[0053]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理解，上述描述及附图中所示的本发明的实施例只作为举例

而并不限制本发明。本发明的目的已经完整并有效地实现。本发明的功能及结构原理已在

实施例中展示和说明，在没有背离所述原理下，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可以有任何变形或修改。

即只要在本发明上述揭露的基础上，采用了与本发明相同或近似的技术方案，解决了与本

发明相同或近似的技术问题，并且达到了与本发明相同或近似的技术效果，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并不以此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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