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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

包括蓄电池本体，所述蓄电池本体上设置有拓展

坞定位部和设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处的电池接

线部，所述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还包括可拆卸定

位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上的拓展坞，所述拓展坞

上设置有与所述电池接线部插接的拓展坞接线

部，所述拓展坞上还设置有多个不同的输出接

口。本实用新型可外接太阳能板、手机、点烟器等

多种外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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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包括蓄电池本体，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电池本体上设置有

拓展坞定位部和设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处的电池接线部，所述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还包括

可拆卸定位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上的拓展坞，所述拓展坞上设置有与所述电池接线部插接

的拓展坞接线部，所述拓展坞上还设置有多个不同的输出接口；

所述拓展坞定位部为由所述蓄电池本体上部朝下凹陷形成，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的侧面

设置有上下方向设置的第一定位部，所述拓展坞的侧面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定位部对应且上

下方向的第二定位部，所述拓展坞通过所述第二定位部与所述第一定位部上下方向插接定

位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穿透所

述蓄电池本体的上部前侧，所述输出接口设于所述拓展坞的前侧，且所述拓展坞的前侧外

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定位部为凹陷的

条形凹槽，所述第二定位部为突出的凸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

还包括与所述电池接线部可拆卸连接且封住所述电池接线部上端的电池接口封盖。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接线部设于所述

拓展坞定位部的底面；

所述蓄电池本体上还设置有位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的底面且设于所述电池接线部一

侧的封盖容置部和设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的底面且设于所述封盖容置部与电池接线部之

间的封盖定位孔；

所述电池接口封盖包括插于所述封盖定位孔内的封盖定位柱和设于所述封盖定位柱

上端且封住所述电池接线部上端的盖板，所述盖板在打开后可收容于所述封盖容置部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接线部突出所述

拓展坞定位部的底面；所述封盖容置部包括突出的四个侧壁、由四个侧壁环绕而成的容置

空间、设于所述封盖容置部的后侧壁上的柱体翻转槽和设于所述封盖容置部前侧壁上的拨

动槽，所述盖板在打开后绕所述封盖定位柱转动至收容于所述容置空间，所述封盖定位柱

位于所述柱体翻转槽内；所述电池接口封盖由柔性塑胶制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电池本体的左右两

侧设置有凹陷的弧形线槽，所述弧形线槽的底面设置有通讯接口。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电池本体的底部设

置有角铁固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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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蓄电池，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

背景技术

[0002] 蓄电池通常用于蓄能，可将化学能转换为电能，其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动车、工厂

及家庭中，以在没有连接电网或发电机时对设备进行供电。蓄电池通常包括壳体和设于壳

体内的蓄能单元，在壳体上设置有正负电极接口，以对蓄电池进行充电或对外接设备进行

供电。但是，现有的蓄电池输出接口和输出都比较单一，无法满足日常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现有技术蓄电池输出接口和输出都比较单一，无法满足日常

需求的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设计一种外接拓展坞的蓄电

池，包括蓄电池本体，所述蓄电池本体上设置有拓展坞定位部和设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处

的电池接线部，所述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还包括可拆卸定位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上的拓展

坞，所述拓展坞上设置有与所述电池接线部插接的拓展坞接线部，所述拓展坞上还设置有

多个不同的输出接口。

[0005] 所述拓展坞定位部为由所述蓄电池本体上部朝下凹陷形成，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的

侧面设置有上下方向设置的第一定位部，所述拓展坞的侧面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定位部对应

且上下方向的第二定位部，所述拓展坞通过所述第二定位部与所述第一定位部上下方向插

接定位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上。

[0006] 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穿透所述蓄电池本体的上部前侧，所述输出接口设于所述拓展

坞的前侧，且所述拓展坞的前侧外露。

[0007] 所述第一定位部为凹陷的条形凹槽，所述第二定位部为突出的凸条。

[0008] 所述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还包括与所述电池接线部可拆卸连接且封住所述电池

接线部上端的电池接口封盖。

[0009] 所述电池接线部设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的底面；

[0010] 所述蓄电池本体上还设置有位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的底面且设于所述电池接线

部一侧的封盖容置部和设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的底面且设于所述封盖容置部与电池接线

部之间的封盖定位孔；

[0011] 所述电池接口封盖包括插于所述封盖定位孔内的封盖定位柱和设于所述封盖定

位柱上端且封住所述电池接线部上端的盖板，所述盖板在打开后可收容于所述封盖容置部

内。

[0012] 所述电池接线部突出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的底面；所述封盖容置部包括突出的四个

侧壁、由四个侧壁环绕而成的容置空间、设于所述封盖容置部的后侧壁上的柱体翻转槽和

设于所述封盖容置部前侧壁上的拨动槽；所述盖板在打开后绕所述封盖定位柱转动至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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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容置空间，所述封盖定位柱位于所述柱体翻转槽内；所述电池接口封盖由柔性塑胶

制成。

[0013] 所述蓄电池本体的左右两侧设置有凹陷的弧形线槽，所述弧形线槽的底面设置有

通讯接口。

[0014] 所述蓄电池本体的底部设置有角铁固定部。

[0015] 所述输出接口包括USB口、安德森接口和点烟器接口。

[0016]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蓄电池本体上设置有拓展坞定位部和设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

处的电池接线部，并设置可拆卸定位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上的拓展坞，所述拓展坞上设置

有与所述电池接线部插接的拓展坞接线部，所述拓展坞上还设置有多个不同的输出接口，

从而可使蓄电池外接不同的输出接口，输出不再单一，可更好的满足日常需求。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其中：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的结构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另一视角的结构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蓄电池本体与电池接口的结构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蓄电池本体与电池接口封盖的分解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拓展坞的结构图；

[0023] 图6是本实用新型拓展坞的分解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5] 请参见图1至图6。本实用新型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包括蓄电池本体1和拓展坞2。

其中：

[0026] 所述蓄电池本体1上设置有拓展坞定位部11和设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处的电池接

线部  12。

[0027] 在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拓展坞定位部11为由所述蓄电池本体上部朝下凹陷形

成，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的侧面设置有上下方向设置的第一定位部111。

[0028] 拓展坞2可拆卸定位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11上，所述拓展坞2上设置有与所述电池

接线部插接的拓展坞接线部21，所述拓展坞上还设置有多个不同的输出接口22。

[0029] 所述拓展坞2的侧面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定位部111对应且上下方向的第二定位部

23，所述拓展坞通过所述第二定位部与所述第一定位部上下方向插接定位于所述拓展坞定

位部上。

[0030] 在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定位部为凹陷的条形凹槽，所述第二定位部为突出

的凸条。当然，也可以将第一定位部设置为凸出的凸条，而将第二定位部设置为凹陷条形凹

槽。

[0031] 为便于外接设备连接输出接口，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穿透所述蓄电池本体的上部前

侧，所述输出接口设于所述拓展坞的前侧，且所述拓展坞的前侧外露。

[0032] 为了使拓展坞拿开后避免电池接线部外露影响安全，所述外接拓展坞的蓄电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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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与所述电池接线部12可拆卸连接且封住所述电池接线部上端的电池接口封盖3。

[0033] 在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电池接线部12设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的底面，在将拓展

坞从上至下插于拓展坞定位部上后即可实现电池接线部与拓展坞接线部的插接。

[0034] 所述蓄电池本体1上还设置有位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的底面且设于所述电池接线

部一侧的封盖容置部13和设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的底面且设于所述封盖容置部与电池接

线部之间的封盖定位孔14。

[0035] 所述电池接口封盖3包括插于所述封盖定位孔内的封盖定位柱31和设于所述封盖

定位柱上端且封住所述电池接线部上端的盖板32，所述盖板在打开后可收容于所述封盖容

置部内。

[0036] 在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电池接线部12突出所述拓展坞定位部11的底面；所述封

盖容置部13包括突出的四个侧壁131、由四个侧壁环绕而成的容置空间132、设于所述封盖

容置部的后侧壁上的柱体翻转槽133和设于所述封盖容置部前侧壁上的拨动槽134；所述盖

板32  在打开后绕所述封盖定位柱转动至收容于所述容置空间，所述封盖定位柱31位于所

述柱体翻转槽内；所述电池接口封盖3由柔性塑胶制成。

[0037] 为便于电池并联时收容电缆，所述蓄电池本体1的左右两侧设置有凹陷的弧形线

槽15，所述弧形线槽的底面设置有通讯接口16。通讯接口可用于检测、OTA升级和维修等。

[0038] 为便于电池横向并排放置，所述蓄电池本体1的底部设置有角铁固定部17，从而可

通过在蓄电池本体的底部固定“⊥”形角铁，即可将两个蓄电池本体固定连接在一起。

[0039] 蓄电池本体1的上表面呈平面，从而便于将多个蓄电池竖排堆叠放置。

[0040] 在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输出接口22包括USB口221、安德森接口222和点烟器接口

223。通过USB口可方便的连接手机等智能终端，为智能终端供电，通过安德森接口可连接太

阳能板，对蓄电池进行充电，通过点烟器接口可连接电压器及其他汽车电器。输出接口的外

部还设置有可封闭所述输出接口的输出接口封盖24。当然，输出接口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

设置，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例举的几种接口。

[0041] 在蓄电池本体1的上表面还可设置复位键18和电量显示灯19。

[0042]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蓄电池本体上设置有拓展坞定位部和设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

处的电池接线部，并设置可拆卸定位于所述拓展坞定位部上的拓展坞，所述拓展坞上设置

有与所述电池接线部插接的拓展坞接线部，所述拓展坞上还设置有多个不同的输出接口，

从而可使蓄电池外接不同的输出接口，输出不再单一，可更好的满足日常需求。

[004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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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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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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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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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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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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