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151843.0

(22)申请日 2016.03.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20454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9.26

(73)专利权人 富士康（昆山）电脑接插件有限公

司

地址 215316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玉山镇

北门路999号

    专利权人 鸿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牛国祥　唐文军　王鑫伟　

(51)Int.Cl.

H01R 13/639(2006.01)

H01R 12/70(2011.01)

(56)对比文件

CN 2548290 Y,2003.04.30,

CN 2355465 Y,1999.12.22,

TW M294139 U,2006.07.11,

CN 2884569 Y,2007.03.28,

CN 1161554 A,1997.10.08,

CN 1165386 A,1997.11.19,

审查员 廖玮玲

 

(54)发明名称

卡缘连接器

(57)摘要

一种卡缘连接器，包括纵长的绝缘本体、收

容于绝缘本体内的若干导电端子及遮蔽绝缘本

体的金属外壳；所述绝缘本体设有安装面及与所

述安装面相对的插入面，所述绝缘本体自所述插

入面凹设有纵长的中央插槽，所述绝缘本体自所

述插入面凹设有位于所述中央插槽两侧的若干

端子槽；所述导电端子包括固定于所述绝缘本体

的固持部、自固持部一端延伸的弹性接触部，所

述接触部对应收容在所述端子槽并凸伸入所述

中央插槽内，所述金属外壳包括至少部分遮盖所

述端子槽的遮盖部，所述绝缘本体与所述遮盖部

之间设有凸起以使所述遮盖部与插入面之间形

成间隙。可避免导电端子与金属外壳搭接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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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卡缘连接器，包括沿纵长方向延伸的绝缘本体、收容于绝缘本体内的若干导电

端子及遮蔽绝缘本体的金属外壳；所述绝缘本体设有安装面及与所述安装面相对的插入

面，所述绝缘本体自所述插入面凹设有纵长的中央插槽，所述绝缘本体自所述插入面凹设

有位于所述中央插槽两侧的若干端子槽；所述导电端子包括固定于所述绝缘本体的固持

部、自固持部一端延伸的弹性接触部，所述接触部对应收容在所述端子槽并凸伸入所述中

央插槽内，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外壳包括至少部分遮盖所述端子槽的遮盖部，所述绝缘本

体与所述遮盖部之间设有凸起以使所述遮盖部与插入面之间形成间隙，所述凸起一体成型

于所述绝缘本体的插入面；所述凸起沿所述若干端子槽的排列方向延伸；每一端子槽旁均

设有所述凸起或者部分端子槽旁设有所述凸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卡缘连接器，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绝缘本体的插入面上，以中央

插槽所在位置为内，所述凸起与所述端子槽相邻，且所述凸起相较所述端子槽偏外设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卡缘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端子的接触部设有自由末

端，所述自由末端面向所述中央插槽抵接在所述端子槽的槽壁上；所述自由末端沿所述端

子槽向所述绝缘本体的插入面延伸而不超出所述插入面。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卡缘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本体设有相对设置的两侧壁

及连接两侧壁的两端壁，所述金属外壳包括分别贴覆于侧壁外侧且彼此独立的两金属壳

体，每个金属壳体均设有所述遮盖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卡缘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每个金属壳体还设有纵长的主体部、

自主体部的顶边弯折延伸的上扣持部、自主体部的底边弯折延伸的下扣持部及自主体部纵

长两端弯折延伸的两个侧扣持部，所述上、下扣持部分别扣持于侧壁的顶面及底面，而所述

两个侧扣持部则分别扣持于绝缘本体的端壁。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卡缘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扣持部的上表面与所述遮盖部

的上表面齐平。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卡缘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插槽内设有连接于两侧壁的

键扣，所述上、下扣持部扣持于所述侧壁的邻近于键扣的区域。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卡缘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本体的侧壁在邻近键扣的区

域设有自插入面凹设的收容槽，所述金属壳体的上扣持部扣持于所述收容槽内，而所述下

扣持部则相对的扣持于所述侧壁的底面；所述侧壁的底面高于所述绝缘本体的安装面且所

述侧壁在邻近键扣的底面区域设有略高于绝缘本体安装面的台阶部，所述下扣持部扣持于

所述台阶部上；所述绝缘本体的端壁设有自其纵长方向的端面向内凹陷的凹槽，所述两个

金属壳体的侧扣持部卡持于所述凹槽内。

9.如权利要求1或8所述的卡缘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插槽在所述纵长方向的

两端设有两个台阶，两个台阶之间形成相对台阶较低的槽底，所述槽底至所述金属外壳的

上表面的距离不大于4.00mm，所述绝缘本体的最下方形成有座底，所述槽底至所述绝缘本

体座底的距离大于2.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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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缘连接器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卡缘连接器，尤其涉及一种具有金属外壳的卡缘连接器。

[0003] 【背景技术】

[0004] 中国台湾新型第M294139号专利揭示了一种卡缘连接器，所述卡缘连接器用以连

接电路板。所述卡缘连接器包括一设有中央插槽的纵长的绝缘本体、若干导电端子及具有

遮蔽作用的金属壳体，其中，所述金属壳体包覆于所述绝缘本体的插入面及两侧面。然而，

所述卡缘连接器的金属壳体遮覆于绝缘本体的插入面，是以该金属壳体容易与绝缘本体内

的端子搭接从而发生短路；同时当卡缘连接器的结构较为细长时，安装于绝缘本体上的金

属壳体容易发生翘曲变形。

[0005]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改良的卡缘连接器来解决以上的问题。

[0006]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金属外壳的卡缘连接器，该金属外壳可有效

提升卡缘连接器强度及稳定性。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卡缘连接器，包括纵长的绝缘本

体、收容于绝缘本体内的若干导电端子及遮蔽绝缘本体的金属外壳；所述绝缘本体设有安

装面及与所述安装面相对的插入面，所述绝缘本体自所述插入面凹设有纵长的中央插槽，

所述绝缘本体自所述插入面凹设有位于所述中央插槽两侧的若干端子槽；所述导电端子包

括固定于所述绝缘本体的固持部、自固持部一端延伸的弹性接触部，所述接触部对应收容

在所述端子槽并凸伸入所述中央插槽内，所述金属外壳包括至少部分遮盖所述端子槽的遮

盖部，所述绝缘本体与所述遮盖部之间设有凸起以使所述遮盖部与插入面之间形成间隙。

[0009] 进一步改进之处，所述凸起一体成型于所述绝缘本体的插入面；所述凸起沿所述

若干端子槽的排列方向延伸；每一端子槽旁均设有所述凸起或者部分端子槽旁设有所述凸

起。

[0010] 进一步改进之处，在所述绝缘本体的插入面上，以中央插槽所在位置为内，所述凸

起与所述端子槽相邻，且所述凸起相较所述端子槽偏外设置。

[0011] 进一步改进之处，所述导电端子的接触部设有自由末端，所述自由末端面向所述

中央插槽抵接在所述端子槽的槽壁上；所述自由末端沿所述端子槽向所述绝缘本体的插入

面延伸而不超出所述插入面；

[0012] 进一步改进之处，所述绝缘本体设有相对设置的两侧壁及连接两侧壁的两端壁，

所述金属外壳包括分别贴覆于侧壁外侧且彼此独立的两金属壳体，每个金属壳体均设有所

述遮盖部。

[0013] 进一步改进之处，每个金属壳体还设有纵长的主体部、自主体部的顶边弯折延伸

的上扣持部、自主体部的底边弯折延伸的下扣持部及自主体部纵长两端弯折延伸的两个侧

扣持部，所述上、下扣持部分别扣持于侧壁的顶面及底面，而所述两个侧扣持部则分别扣持

于绝缘本体的端壁。

[0014] 进一步改进之处，所述上扣持部的上表面与所述遮盖部的上表面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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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改进之处，所述中央插槽内设有连接于两侧壁的键扣，所述上、下扣持部扣

持于所述侧壁的邻近于键扣的区域。

[0016] 进一步改进之处，所述绝缘本体的侧壁在邻近键扣的区域设有自插入面凹设的收

容槽，所述金属壳体的上扣持部扣持于所述收容槽内，而所述下扣持部则相对的扣持于所

述侧壁的底面；所述侧壁的底面高于所述绝缘本体的安装面且所述侧壁在邻近键扣的底面

区域设有略高于绝缘本体安装面的台阶部，所述下扣持部扣持于所述台阶部上；所述绝缘

本体的端壁设有自其纵长方向的端面向内凹陷的凹槽，所述两个金属壳体的侧扣持部卡持

于所述凹槽内。

[0017] 进一步改进之处，所述中央插槽在所述纵长方向的两端设有两个台阶，两个台阶

之间形成相对台阶较低的槽底，所述槽底至所述金属外壳的上表面的距离不大于4.00mm，

所述绝缘本体的最下方形成有座底，所述槽底至所述绝缘本体座底的距离大于2.40mm。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卡缘连接器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所述金属壳体的遮盖部

挂靠在绝缘本体的插入面，既能防尘又使卡缘连接器整体更加美观。所述绝缘本体与所述

遮盖部之间设有凸起以使所述遮盖部与插入面之间形成间隙，从而所述导电端子的接触部

受到电子卡挤压时不会与所述金属外壳的遮盖部接触。

[0019]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卡缘连接器的立体图。

[0021] 图2是图1所示卡缘连接器的分解图。

[0022] 图3是图2所示卡缘连接器的局部放大图。

[0023] 图4是图2所示卡缘连接器的另一角度的分解图。

[0024] 图5是图4所示卡缘连接器的局部放大图。

[0025] 图6是图1所示卡缘连接器沿线A-A的剖视图。

[0026] 图7是图1所示卡缘连接器沿线A-A的剖视图，其中电子卡插入卡缘连接器。

[0027] 图8是图1所示卡缘连接器沿线B-B的剖视图。

[0028]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请参阅图1及图2所示，本发明卡缘连接器100用以插置电子卡6。所述卡缘连接器

100包括沿纵向延伸的绝缘本体1、收容于所述绝缘本体1内的若干导电端子2、遮蔽且加固

所述绝缘本体1的金属外壳3、设置于绝缘本体1上且用于锁扣电子卡6的锁卡机构4及设置

于绝缘本体1内以使所述卡缘连接器100可靠安装至一电路板（未图示）的锁板件5。

[0030] 所述绝缘本体1包括沿其纵长方向延伸的两侧壁11及分别连接所述两侧壁11的两

末端的两端壁12。所述绝缘本体1具有水平设置的插入面101及与插入面101相对设置的安

装面102。在竖直方向上，所述绝缘本体1的最下方形成有座底103用以将所述卡缘连接器

100稳定安置在所述电路板（未图示）。所述侧壁11的底面高于所述绝缘本体1的安装面102。

所述绝缘本体1的插入面101包括所述侧壁11的顶面。所述绝缘本体1自所述插入面101向下

凹设有中央插槽13用以收容电子卡6的插接部61，所述绝缘本体1自所述插入面101向下凹

设有端子槽110用以收容所述导电端子2。以插接电子卡6的方向为向下方向，每一侧壁11自

其顶面向下凹设有若干个沿纵长方向排布且连通所述中央插槽13的若干所述端子槽110

（未全部图示）。所述中央插槽13内设置有连接于两侧壁11的键扣14，所述键扣14内固持有

上述锁板件5。所述键扣14用以防止电子卡6的错误插入。所述端壁12上设有枢接所述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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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4的塔形部16，所述塔形部16设有收容所述锁卡机构4的安装槽160。

[0031] 所述导电端子2对应收容于所述侧壁11的端子槽110内。每一导电端子2设有固定

于绝缘本体1内的固持部21、自固持部21一端凸伸入中央插槽13的弹性接触部22及自固持

部21另一端延伸出绝缘本体1的焊接部23。所述接触部22沿所述端子槽110向上延伸而不超

出所述绝缘本体1的插入面101，其自由末端220面向所述中央插槽13并搭接在所述端子槽

110内的绝缘块上。

[0032] 请参阅图2、图4及图5所示，所述金属外壳3包括分别贴覆于两个侧壁11外侧的两

金属壳体，每个金属壳体均设有遮盖部34用以遮盖所述绝缘本体1的插入面101。每个金属

壳体还设有纵长的主体部30、自主体部30的顶边弯折延伸的上扣持部31、自主体部30的底

边弯折延伸的下扣持部32及自主体部30纵长两端弯折延伸的两个侧扣持部33，所述上扣持

部31与下扣持部32在垂直于纵长方向的竖直方向上相对设置且所述两个侧扣持部33沿纵

长方向相对设置。所述金属壳体的主体部30贴覆于所述侧壁11外侧且向绝缘本体1的插入

面101延伸形成所述遮盖部34，是以所述金属壳体对绝缘本体1的插入面101做了遮蔽，尤其

对所述插入面101上的端子槽110做了遮蔽，以提高卡缘连接器100的整体美观度，同时也起

到防尘的作用。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遮盖部34部分遮蔽所述端子槽110，当然在其他实施例

中也可以全部遮蔽所述端子槽110。所述上扣持部31的上表面与所述遮盖部34的上表面齐

平。

[0033] 请参阅图3、图6及图7所示，卡缘连接器100在所述遮盖部34与绝缘本体1的插入面

101之间设有凸起15以使所述遮盖部34与插入面101之间形成间隙。凸起15向上抵顶所述金

属外壳3的遮盖部34以增大遮盖部34与绝缘本体1的插入面101之间的竖直距离。在本实施

例中，所述凸起15一体成型于所述绝缘本体1的插入面101，所述凸起15与所述端子槽110相

邻并沿所述若干端子槽110的排列方向延伸，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凸起15可以一体成型于

所述金属壳体，也可以组装于所述金属壳体或绝缘本体1。优选地，在垂直所述纵长方向的

横向上，以中央插槽13所在位置为内，所述凸起15位于所述端子槽110的外侧。在本实施例

中，由于凸起15自侧壁11的顶面向上凸伸形成且仅设置于每一侧壁11的纵长两端，因此凸

起15呈间断设置，仅有部分端子槽110旁设有所述凸起15。当然在其他实施例中，凸起15可

以连续设置在每一侧壁11的顶面，即每一端子槽110旁均设有所述凸起15。凸起15的设置可

增大金属外壳3的遮盖部34与导电端子2的自由末端220之间的高度差，从而杜绝导电端子2

因受到电子卡6挤压，其自由末端220向上伸出绝缘本体1的插入面101而与遮盖部34搭接的

问题出现。

[0034] 请参阅图2、图4及图5所示，所述绝缘本体1的侧壁11在邻近键扣14处设有自插入

面101凹设的收容槽112，而所述侧壁11在邻近键扣12的底面区域设有略高于绝缘本体1安

装面102的台阶部113，所述金属壳体的上扣持部31扣持于所述收容槽112内，而所述下扣持

部32则相对的扣持于所述侧壁11的台阶部113上。所述绝缘本体1的端壁12设有自其纵长方

向的端面向内凹陷的凹槽120，所述凹槽120位于所述塔形部16的安装槽160的下方且与所

述安装槽160相连通。所述两个金属壳体的侧扣持部33卡持于所述凹槽120内，所述凹槽120

的宽度略大于两个侧扣持部33的厚度总和，从而方便所述两个金属壳体位于同一端壁12处

的侧扣持部33的卡扣。是以所述上扣持部31和下扣持部32分别扣持于所述侧壁11的插入面

101及安装面102，而所述两个侧扣持部33则分别扣持于所述绝缘本体1的端壁12的端面上。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7204544 B

5



[0035] 请参阅图6至图8所示，所述中央插槽13在所述纵长方向的两端设有两个台阶131，

两个台阶131之间形成相对台阶131较低的槽底132。

[0036] 请参阅7所示，在本实施例中，金属外壳3的遮盖部34的竖直厚度为0.20mm，凸起15

的竖直高度为0.20mm。因此，相对于未设置上述遮盖部34及凸起15的现有卡缘连接器产品，

本实施例中的卡缘连接器100竖直高度相应增加0.40mm，槽底132至卡缘连接器100的上表

面的竖直高度相应增加0.4mm。为了避免电子卡6的主体部60与金属外壳3干涉而导致其插

接部61无法插接充分的风险，本发明的发明人突破业界定义（SO-016_Rev.B）“DDR4连接器

槽底至座底的距离最大为2.40mm”的限制，将本实施例中的卡缘连接器100的槽底132至座

底103的距离L2设定为2.65mm，以实现在不改变绝缘本体1外形尺寸的前提下，同时保证槽

底132至金属外壳3的遮盖部34的上表面的距离L1不超过4.00mm，本实施例中L1设定为

3.95mm（业界定义电子卡6插接部61的高度最小为4.00mm）。此方法不需要更改现有产品中

的导电端子2及端子槽110等的形状构造，仅改变中央插槽13的槽底132的竖直高度，大大简

便了新产品的开发工作。是以本发明中卡缘连接器100的槽底132至所述金属外壳3的上表

面的竖直距离L1不大于4.00mm，且所述槽底132至所述绝缘本体1的座底103的竖直距离L2

大于2.40mm。

[0037] 本发明卡缘连接器100通过在绝缘本体1的外侧增加金属外壳3，使得卡缘连接器

100在具有细长的绝缘本体1的前提下仍具有一定的强度，是以金属外壳3有效提升卡缘连

接器100的强度及稳定性。所述金属外壳3的上扣持部31、下扣持部32及侧扣持部33分别扣

持于所述侧壁11的的四周，使得金属壳体稳定安装于绝缘本体1时无翘曲发生的可能。所述

金属壳体的上扣持部31和下扣持部32分别扣持于侧壁11邻近键扣14的区域，使得该扣持部

可扣持于绝缘本体1的同时不会对端子槽110的排布造成影响。

[0038] 综上所述，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不应以此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即凡

是依本发明权利要求书及本发明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简单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应仍属本发

明专利涵盖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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