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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插座连接器，其包括插座绝缘本体、插

座端子、遮蔽板及插座遮蔽壳体，插座绝缘本体

包括基部及向前延伸的对接舌板，所述插座端子

设有裸露在对接舌板的平板状接触部及接脚；所

述遮蔽板的两侧具有锁扣缺口；所述插座遮蔽壳

体包括包围对接舌板而形成一对接腔的前舌板

功能区、中固定区及后固定区，所述中固定区在

竖直方向及左右横向方向固定在基部，所述后固

定区则限制所述基部向后移位。本发明插座遮蔽

壳体的三段式结构及后阻挡部可以有效的保证

插座绝缘本体与插座遮蔽壳体之间的稳定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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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插座连接器，其包括插座绝缘本体、插座端子、遮蔽板及插座遮蔽壳体，插座绝

缘本体包括基部及向前延伸的对接舌板，所述插座端子设有裸露在对接舌板的平板状接触

部及接脚；所述遮蔽板的两侧具有锁扣缺口；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座绝缘本体的基部在其前

端设有凹陷部(7221)，在其后端设有凸出部(7223)及位于凸出部内侧的缺口部(763)；所述

插座遮蔽壳体包括包围对接舌板而形成一对接腔的前舌板功能区、中固定区及后固定区，

所述中固定区在竖直方向及左右横向方向固定在基部的凹陷部(7221)，且所述中固定区两

侧的后边缘(7561)向后抵靠在所述凹陷部(7221)的后内壁(7222)，所述后固定区的后边缘

(7562)则向后抵靠在所述凸出部(7223)，且所述后固定区进一步包括分别延伸入所述缺口

部的后阻挡部(757)，所述后阻挡部则向前抵靠在缺口部的前内壁(7631)而限制所述基部

向后移位。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座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遮蔽壳体具有相对的上、下壁，所

述后固定区位于所述下壁。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座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对接舌板在其根部设有台阶部，

台阶部相对对接舌板加厚，插座连接器还包括贴覆在前述台阶部的插座接地件，所述插座

接地件包括一对且分别设置在前述台阶部的相对表面。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插座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一对插座接地件分别侧向固定在

插座绝缘本体。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座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对接舌板在其根部设有台阶部，

台阶部相对对接舌板加厚，所述台阶部位于所述凹陷部的前方。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座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座遮蔽壳体还包围有一对前安

装脚及一对后安装脚，每一个前、后安装脚具有垫高部及安装脚，用来将插座连接器安装在

一电路板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座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座连接器包括上注塑件及主注

塑件，上注塑件包括端子及注塑在端子上而形成上注塑件的绝缘体，主注塑件包括所述遮

蔽板及注塑在遮蔽板的绝缘体，主注塑件包括基部及完整的所述对接舌板，上注塑件坐落

在主注塑件上，从而形成完整的所述插座绝缘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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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插座连接器，其传输高频信号。

【背景技术】

[0002] 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130095702A1号公开了一种双向插接的插头连接器，该插

头连接器具有插接头，该插接头具有相对的上、下表面，若干导电端子设置在上、下表面。裸

露于上、下表面的导电端子彼此对称地间隔开，连接头的形状大致呈180度对称，使得其可

以正反方向插入对应的插座连接器。

[0003] 但是插座连接器或者电子设备内侧需要设置切换电路，以侦测出插头连接器是正

向插入，还是反向插入，从而启动相应的后续程序。在连接器的端子越多时，切换电路越复

杂，如此，不符合趋势。同时，插头连接器为外露型插头，在实际使用中还是会存在插接破坏

的可能性。

[0004] 本公司持续开发一种新型的电连接器组合，插头连接器能够正反两个方向插入插

座连接器，同时传输高速信号，但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信号干扰问题。本公司在持续改良的同

时，开发出一种能够改善信号干扰的电连接器组合。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插座连接器，其具有良好的高频信号传

输性能，同时也能保证遮蔽壳体稳定地固定在插座绝缘本体上。

[0006] 本发明还可以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插座连接器，其包括插座绝缘本体、插座端

子、遮蔽板及插座遮蔽壳体，插座绝缘本体包括基部及向前延伸的对接舌板，所述插座端子

设有裸露在对接舌板的平板状接触部及接脚；所述遮蔽板的两侧具有锁扣缺口；所述插座

遮蔽壳体包括包围对接舌板而形成一对接腔的前舌板功能区、中固定区及后固定区，所述

中固定区在竖直方向及左右横向方向固定在基部，所述后固定区则限制所述基部向后移

位。

[00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插座遮蔽壳体的三段式结构及后阻挡部可以有效的保证

插座绝缘本体与插座遮蔽壳体之间的稳定固持。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电连接器组合在对接过程的剖面示意图。

[0009] 图2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电连接器组合对接后的剖面示意图。

[0010] 图3为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插座连接器安装在电路板的立体图。

[0011] 图4为图3插座连接器去除插座遮蔽壳体后的立体图。

[0012] 图5为图4的部分立体分解图。

[0013] 图6为图5中插座接地件安装过程的立体图。

[0014] 图7为图6中插座接地件进一步安装的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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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8为与图3插座连接器对接的插头连接器的立体图。

[0016] 图9为图3插座连接器与图8插头连接器对接后的剖面示意图。

[0017] 图10为一种插头连接器的改良结构的剖面示意图。

[0018] 图11为图10插头连接器中的内部电路板的立体图。

[0019] 图12为本发明第四实施例的插头连接器的立体图。

[0020] 图13为图12的立体分解图。

[0021] 图14为本发明第五实施例的插座连接器安装在电路板的立体图。

[0022] 图15为图14的立体分解图。

[0023] 图16为图14中的端子座的立体分解图。

[0024] 图17为图14沿虚线A-A的剖面图。

[0025] 图18为图15中插座遮蔽壳体的另一角度的立体图。

[0026] 图19为图14插座连接器的另一角度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图1显示了第一实施例的插座连接器100a与插头连接器200a彼此对接时的过程剖

面示意图，插座连接器100a包括插座绝缘本体11，插座绝缘本体包括基部111及自基部向前

延伸的对接舌板112，对接舌板的后部设有台阶部113。一个一片式的插座接地件12(图面仅

显示侧面结构)自前向后组装于基部111，如此，插座接地件12覆盖在基部的上下表面及前

端面(即插座接地件的竖直部分)，复数弹性臂121自插座接地件的竖直部分撕裂并弯折，从

而形成位于台阶部113相对上、下表面的上、下弹性臂121。当对接的插头连接器200a插入插

座连接器100a时，插头连接器的插头遮蔽壳体22的牛鼻状前端221与插座连接器的弹性臂

121彼此接触，从而起到防止电磁干扰、射频干扰的保护作用，该插座接地件亦可称为防信

号干扰件。从图面可以看出，前端221呈向内倾斜弯折的弧形结构，即牛鼻状。

[0028] 图2显示了第二实施例的插座连接器100b与插头连接器200b对接后的剖面示意

图，该插座连接器100b包括一对插座接地件16，每一插座接地件为U型结构，该U型结构从侧

面组装并固定至插座绝缘本体，不同于第一实施例的自前向后组装方法。弹性臂161可以为

整片式，而不需要像第一实施例一样分成上下两排。插座接地件的后部结构162则可以固定

在插座绝缘本体并且被夹持在插座绝缘本体与插座遮蔽壳体15之间。在对接的插头连接器

200b插入后，弹性臂161跟插头连接器的插头遮蔽壳体的牛鼻状前端261接触。

[0029] 图3-7显示了第三实施例的插座连接器300，插座连接器安装在电路板P上。所述插

座连接器300包括插座绝缘本体31、插座遮蔽壳体33及复数插座端子34，插座绝缘本体包括

基部311及向前延伸的对接舌板312，对接舌板设有相对的第一表面3122(本实施例中为上

表面)及第二表面(未标号，本实施例中为下表面)，对接舌板的根部设有台阶部313，台阶部

为对接舌板312的根部厚度加厚，横向尺寸加宽而形成，即台阶部相对对接舌板加厚加宽。

复数插座端子34设置在插座绝缘本体而形成端子座，插座端子34包括裸露在对接舌板第一

表面的一排接触部及裸露在第二表面的另一排接触部。如图4-5所示，一个插座接地件32固

定在基部311，其包括框部323、固定板321及弹性臂322。固定板321固定在基部的上表面，固

定板还设有凸点3211，跟包围在插座绝缘本体31外侧的插座遮蔽壳体33接触，从而形成接

地回路。弹性臂322自框部323向前延伸而围绕在台阶部313上。如图8-9所示，在对接的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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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400插入时，弹性臂322跟插头连接器400的插头遮蔽壳体41的前端411的内表面接

触，从而起到避免电磁干扰、射频干扰的保护作用；插头遮蔽壳体41较其插头绝缘本体415

向前延伸，插头遮蔽壳体的前端411被夹持在插座接地件32与插座遮蔽壳体33之间。插座接

地件32还包括勾部324，该勾部固定在基部的固定缝314内，如图6所示。从图5-7显示的插座

接地件32组装过程可以看出，插座接地件32沿前后方向组装入插座绝缘本体31，对接舌板

312自框部323中间穿过，首先勾部324先插入并固定在固定缝314内，固定板321越过基部

311的上表面，然后将框部323继续向后推，直至框部323紧贴在基部的前端面，此时固定板

321也完全贴附在基部的上表面，固定板后端的内勾边缘3212则勾在基部311的后端面(图9

清楚显示)，从而将固定板321稳定地固定在基部311。

[0030] 图10-11是一种插头连接器的改良结构，插头连接器400a内的内部电路板42具有

接地片421，接地片裸露于内部电路板42的前端面，其可以跟锁扣件43的后边缘接触，完成

电性连接。在对接过程中，锁扣件43的头部勾状结构与图6中的插座连接器的遮蔽板37的侧

边缘锁扣缺口相扣持，遮蔽板具有电路板接脚372，从而形成接地回路。

[0031] 图12-13显示了第四实施例的插头连接器400b结构，该插头连接器400b包括插头

绝缘本体44、插头接地件45及插头遮蔽壳体46。插头绝缘本体设有对接槽，插头端子排列在

对接槽内。插头接地件45为环状结构，其固定在插头绝缘本体的前端的外侧，插头接地件45

设置有复数向内弯折的弹性臂451，弹性臂自插头接地件的前边缘向前延伸再向内向后弯

折，插头绝缘本体的前端设有对应的缺口441，弹性臂451穿过缺口441而进入对接槽。插头

遮蔽壳体46包围插头绝缘本体44而将插头接地件45夹持在插头遮蔽壳体46与插头绝缘本

体44之间。两个绝缘薄片47则贴覆在插座绝缘本体的两个外侧，可以避免插头端子接触插

头遮蔽壳体46。如此，在对接过程中，向内弯折的弹性臂451则接触插座连接器位于台阶部

上的插座接地件，该插座接地件为简单的平板状结构，即不设置成第一至第三实施例中的

弹性臂结构。从上面四个实施例可以看出，在插头连接器插入插座连接器时，为了防止电磁

干扰或者辐射干扰对两个连接器的端子信号传输时干扰，在遮蔽壳体的基础上再设置接地

件，形成良好的接地效果，可以将接地件设置在插座连接器，比如第一至第三实施例所示，

也可以分别设置在插头、插座连接器，如第四实施例所示；可以看出，第一至第三实施例中，

插座接地件结构比较复杂，插头连接器则相对简单，尤其第三实施例中，因插头连接器前端

的内表面搭接，所以插头连接器需要特别设置。而在第四实施例中，插座接地件相对简单，

而插头连接器的接地件则相对复杂。

[0032] 图14-19显示了第五实施例的插座连接器700，插座连接器安装在电路板P的缺口

P1内。插座连接器700包括上注塑件71及主注塑件72，上注塑件包括端子73及注塑在端子上

而形成上注塑件的绝缘体711，主注塑件72包括遮蔽板74及注塑在遮蔽板74的绝缘体721，

主注塑件72包括基部722及完整的对接舌板723。上注塑件71向下组装而坐落在主注塑件72

上，从而形成完整的端子座，上注塑件的绝缘体711与主注塑件的基部722相互固定在一起，

形成端子座的基部，端子73的接触部则容纳在对接舌板的上表面的端子槽内，端子座外侧

包围有插座遮蔽壳体75，然后安装在电路板P上，端子座的绝缘体部分为插座绝缘本体。如

图16所示，端子73的中间部埋设在绝缘体711的底部，接触部则延伸出绝缘体，该结构的注

塑成型过程相对较简单。遮蔽板74的前边缘的中央处向前继续延伸出前凸出部741，该前凸

出部凸出对接舌板723对应的前边缘。在本实施例中，主注塑件72没有端子，从图17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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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当然也可以设置端子结构。跟本申请人先前的发明一样，本实施例的遮蔽板74的两侧具

有锁扣缺口，用来跟插头连接器的锁扣件相扣持，在此不再赘述。

[0033] 参图17，在前后方向上，所述插座遮蔽壳体75包括前舌板功能区75a、中固定区75b

及后固定区75c，中固定区在竖直方向及左右横向方向固定端子座(即插座绝缘本体)，后固

定区则在前后方向固定端子座(即插座绝缘本体)。另一方面来讲，参图18-19，插座遮蔽壳

体包括相对的上壁761、下壁762。插座遮蔽壳体的后部设有一对缺口755，将插座绝缘本体

的一对凸出部7223收容固定在其内，插座遮蔽壳体缺口形成的前阻挡部756限制凸出部向

前移位，后阻挡部757限制凸出部向后移位。所述缺口755设置在下壁762上，所述后阻挡部

757设置在下壁762的后端，其倾斜凸伸入基部对应设置的缺口部763内，后阻挡部757向前

抵压在缺口部的前内壁7631上，从而实现限制凸出部7223(保护整个基部)向后移位的功

能。插座遮蔽壳体75还包围有一对前安装脚7581及一对后安装脚7582，每一个安装脚具有

垫高部7583及安装脚7584，用来将插座连接器安装在电路板上，安装脚焊接在电路板对应

的孔洞内。插座绝缘本体与插座遮蔽壳体之间这种设计可以有效的保证两者之间稳定的固

持。结合图15及图18，可以看出插座绝缘本体的基部在其前端设有凹陷部7221，在其后端设

有凸出部7223及位于凸出部7223内侧的缺口部763。所述中固定区75b在竖直方向及左右横

向方向固定在基部的凹陷部7221，且所述中固定区两侧的后边缘7561向后抵靠在所述凹陷

部7221的后内壁7222，所述后固定区的后边缘7562则向后抵靠在所述凸出部7223，且所述

后固定区进一步包括分别延伸入所述缺口部的后阻挡部757，所述后阻挡部则向前抵靠在

缺口部的前内壁7631而限制所述基部向后移位。

[0034]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而非全部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通过阅读本发明说明书而对本发明技术方案采取的任何等效的变化，均为本发明的权利

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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