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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建立至少一个第一电

构件(51)和至少一个第二电构件(52、53)之间的

电接触的接触装置(2)，该装置具有第一接触区

域(21)和与所述第一接触区域(21)间隔开的第

二接触区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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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连接装置(1)，其包括：

i)用于建立至少一个第一电构件(51)和至少一个第二电构件(52、53)之间的电接触的

接触装置(2)，所述接触装置具有：

a)第一接触区域(21)；和

b)与所述第一接触区域间隔开的第二接触区域(22)；

ii)载体(3)；

其中，所述接触装置被保持在所述载体中；

其中，所述第一接触区域(21)相对于所述第二接触区域(22)自承载地保持在它的位置

中；并且

所述第一接触区域(21)能够相对于所述第二接触区域(22)至少沿间隙方向(z)运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装置(1)，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接触区域(21)位于第

一平面上，所述第二接触区域(22)位于第二平面上，并且所述第一平面和所述第二平面关

于所述间隙方向(z)位于彼此不同的高度上，和/或所述第一平面和所述第二平面相对于彼

此倾斜地布置。

3.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电连接装置(1)，其特征在于，从间隙方向(z)俯

视的话，所述第一接触区域(21)和所述第二接触区域(22)相互至少部分搭接，并且，将所述

第一接触区域(21)和第二接触区域(22)相互连接的过渡区域(23)形成所述接触装置(2)总

计至少150°的翻转。

4.电连接装置(1)，具有：

a)至少一个接触装置(2)，所述至少一个接触装置(2)包括第一接触区域(21)和与所述

第一接触区域间隔开的第二接触区域(22)；和

b)至少一个载体(3)，所述载体具有框架；

其中，所述载体承载所述至少一个接触装置；

其中，所述至少一个接触装置适于通过一个或多个导向装置(4)和一个或多个限制件

(5)滑入所述框架并定位在所述框架内，从而使得所述至少一个接触装置被布置在最终安

装位置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连接装置(1)，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个接触装置(2)至少

沿间隙方向(z)具有间隙地可运动地支承在载体(3)上或在载体(3)中。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电连接装置(1)，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连接装置(1)具有至

少两个接触装置(2)，所述接触装置将一个或多个第一构件(51)与一个或多个第二构件

(52、53)的至少两个接触部位(30)连接，所述两个接触部位(30)中的每一个分别配属给所

述两个接触装置(2)中的每一个，所述两个接触部位(30)配属给彼此同样类型的接触区域

(21、22)，并且，所述两个接触部位(30)关于间隙方向(z)能够布置在相互不同的高度水平

上，以便补偿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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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接装置和电接触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的前序部分所述的电接触装置和由其制成的、根

据权利要求1的前序部分所述的连接装置1。

背景技术

[0002] 将多个电构件如此相互连接，使得尽可能同时提供高的载流能力、安全的接触、简

单的安装和低的制造成本，是困难的。本发明试图对此作出贡献。为此，本发明提出根据权

利要求书和下述说明书的连接装置和接触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下面阐述本发明的细节。这些实施例使本发明容易理解。然而，这些实施例仅具有

示例性的特征。显然，在独立权利要求限定的本发明的框架内，一个或多个所描述的特征也

允许被删去、修改或补充。不同实施方式的所述特征当然也能够相互组合。重要的是，本发

明的构思基本上被实施。如果一个特征被至少部分地满足，那么这包括了该特征也被完全

或者基本上完全地满足。此处“基本上”尤其表示为，所述实施允许以明显的程度实现所希

望的益处。这可能尤其表示为对应的特征被满足至少50％、90％、95％或99％。如果规定了

最小量，那么显然也可以使用比这个最小量大的量。如果构件的数量被规定为至少一个，那

么这尤其也包含具有两个、三个或其它多个构件的实施方式。对于一个对象所阐述的，也能

够应用于所有其它类似对象中的大多数或全部。只要没有给出其它说明，区间包含它的边

界点。“一个”在下文中定义为不确定冠词，可解释为“仅仅一个”或者“至少一个”。

附图说明

[0004] 接下来参考附图：

[0005] 图1载体3中具有多个接触装置2的电连接装置1的立体视图；

[0006] 图2立体详细视图，该详细视图示出接触装置2通过载体3的固定。

具体实施方式

[0007] 本发明具有至少一个下述构件。至少一个所述构件具有在这里适合列举的一个或

多个特性。

[0008] 这里设置了连接装置1。连接装置1连接两个或多个电构件。连接装置1优选将一个

或多个第一类型电构件与一个或多个第二类型电构件连接。优选地，连接装置1连接多个电

导体或具有多个单元电池的传感器或第二组电导体。连接装置1优选具有至少一个载体3

和/或至少一个接触装置2。优选地，连接装置1具有多个接触装置2，这些接触装置2在一列

或多列中相继布置。该连接装置优选具有扁平的矩形形状，例如平板。连接装置1可以涉及

例如车辆电池的盖。

[0009] 接触装置2在第一电构件51和第二电构件52之间建立电接触。该接触装置至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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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由导电材料(例如金属，例如铝或铜)制成。接触装置2例如由板材冲压制成。它至少沿

第一间隙方向(z)可运动地支承在载体3中。接触装置2至少沿第二方向(y)被导向地支承或

固定在载体3中。该接触装置通过沿移动方向(x)的运动可被导入到它在载体3中的安装最

终位置中。接触装置2例如通过压制或深拉成型。优选地，接触装置2是自承载的，即没有易

弯曲的构件。此外，它具有一个或多个接触区域21、22或者在这些接触区域21、22之间的一

个或多个过渡区域23。

[0010] 载体3优选构型为框架，并且承载至少一个接触装置2。该载体优选沿一个或多个

方向固定、引导或限制在至少一个接触装置2处的运动间隙空间。优选地，至少一个接触装

置2沿三维中的一维比沿另外两维具有明显更大的间隙。载体3优选实施为压铸件。该载体

优选至少部分由塑料(例如聚丙烯)、不导电的材料和/或陶瓷制成。载体3优选承载多个接

触装置2。优选地，多个接触装置2在一列、二列、三列或更多列中相继布置。载体3承载、固定

和排列电线束的缆线或金属线。优选地，载体3具有导向装置4、限制件5和/或锁止装置6。

[0011] 导向装置4在至少一个接触装置2置入到它的安装最终位置的过程中引导该接触

装置2。导向装置4允许沿X轴沿着确定的Y位置带有小的间隙和小的公差地安全地运动和移

动。导向装置4通过载体3的紧贴靠到接触装置2上的壁构成，该壁优选平行于移动方向且平

行于间隙方向延伸。导向装置4至少沿相对于间隙方向(z)垂直指向的第一方向(y)使电接

触或者为此设置的电连接装置和/或焊接接触卸除机械负载。

[0012] 限制件5优选与载体3一体化制造。该限制件限制接触装置2在间隙方向(z)上的间

隙，以便能够使接触装置2浮动支承在载体3中。载体3与至少一个导向装置4一起形成一个

槽，接触装置2能够插入该槽。优选地，至少一个限制件5在安装最终位置处(相对于间隙方

向)设置在接触装置2的上方和下方。限制件5优选通过凸起、凸舌或者条构成，并且优选由

与载体3相同的材料制成。该限制件优选相对于插入方向比接触装置更短，优选也比接触装

置的插入区段短。优选地，至少一个位于接触装置2上方的限制件5与位于接触装置下方的

限制件不具有搭接区域(沿间隙方向(z)观察)，这简化了压铸工艺。沿z方向的间隙优选在

0.5mm和5mm之间，优选在1和2mm之间。

[0013] 锁止装置6在接触装置2插入到载体3后将该接触装置锁定在安装最终位置中，因

而阻止接触装置2无意地从这个位置移开。锁止装置6例如通过锁止装置6和/或接触装置2

的弹性支承允许沿间隙方向(z)的间隙。如果需要，锁止装置6例如通过容许一方面接触装

置2和/或锁止装置6和另一方面载体3和/或锁止装置6之间的相对移动来允许沿其余方向

(x、y)的(更小的)间隙。锁止装置6可以至少部分布置在接触装置2上。该锁止装置优选至少

部分布置在载体3上。锁止装置6至少沿相对于间隙方向(z)垂直取向的第二方向(x)使电接

触或者为此设置的连接装置和/或焊接接触卸除机械负载。锁止装置6具有至少一个卡锁装

置6a和/或配合件6b。

[0014] 卡锁装置6a优选布置在载体3上。卡锁装置6a优选装配有弹性装置8，以便允许卡

锁装置6a在接触装置2进入它的安装最终位置时锁上，其中，卡锁装置6a嵌接到接触装置2

上的对应的配合件6b中。优选地，卡锁装置6a至少部分地由与载体3相同的材料制成。卡锁

装置6a优选通过接触装置2的插入而被预紧。卡锁装置6a优选是扁平的，并且平行于载体平

面取向。该卡锁装置优选与载体3一体并且优选具有隆起，例如是卡锁凸起的形式。卡锁装

置6a具有凹处(未示出)，以便能够容纳配合件(未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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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第一接触区域21是接触装置2的与第一电构件51电连接的区域。该第一接触区域

优选实施为至少部分是面状的或者说扁平的，优选是平面的。第一接触区域21优选由金属，

特别是铜或铝制成。该第一接触区域具有接触面24、升高部24a、凹陷部24b和/或焊接通道

7。焊接通道7允许焊接工具从被保持的覆盖侧到达接触区域21、22，并且具有槽口的形式。

第一接触区域21具有焊接区31或者接触部位30。

[0016] 第二接触区域22是接触装置2的与另外的电构件52、53电连接的区域。该第二接触

区域优选实施为至少部分扁平的、平的和/或平面的。第二接触区域22优选由与第一接触区

域21相同的材料制成，优选一体化地实施。该第二接触区域具有接触部位30或者焊接区32。

[0017] 过渡区域23连接第一接触区域21和第二接触区域22。该过渡区域优选实施为自承

载的构件，即不易弯曲。优选地，过渡区域23是弹簧弹性的，以便能够实现第一接触区域21

相对于第二接触区域22自动可逆地偏转。过渡区域23优选是可持久变形的，以便能够实现

第一接触区域21相对于第二接触区域22不自动复位地偏转，并且使第一接触区域21持久

地、即不受时间限制地保持在这个已改变的位置中。优选地，过渡区域23至少区段地平面

地，并且相对于第一接触区域21和/或第二接触区域22(优选相对于二者)有角度地形成，优

选在与旋转方向相反的方向上，优选具有相同的定位角度。过渡区域23是优选至少区段地

弯曲，此处一次或多次地设有弯曲半径，优选设有至少两个相互反向取向的弯曲部(未示

出)。该过渡区域可逆或不可逆地补偿两个接触区域21、22之间的相对运动或者接触构件的

公差差别。

[0018] 接触面24优选与接触区域21、22的至少一个边缘间隔开，优选与所有边缘间隔开，

以便能够实现例如利用导向装置4和/或限制件5在边缘区域中的侧向保持。该接触面优选

是平面的，优选大于焊接区31、32。接触面24优选布置在与边缘不同的高度水平上，例如布

置在升高部24a上和/或凹陷部24b上。接触区域21、22的该轮廓导致接触区域较大的刚度。

接触面24优选通过压制或者深拉由接触区域21、22成形出。该接触面与它的边缘一起构成

截锥、削平的金字塔或者盒形。升高部24a和/或凹陷部24b能够作为配合件6b用于卡锁装置

6a，并且能够实现接触装置2的精确定位。

[0019] 接触部位30设置在接触面24和/或接触区域21、22上。在那里设置接触装置2与另

外的电构件51、52、53的接触。接触部位30优选使用超声波、激光或者电流来焊接。该接触部

位作为附加配件可导电地粘接。接触部位30在至少两个方向上小于接触面24和/或接触区

域21、22，以便尽可能简单地定位电构件51、52、53。它的尺寸至少在一个方向上分别最大是

接触面24或接触区域21、22的尺寸的80％，优选最大是60％。由此焊接区被免除定位任务。

接触部位30通过焊接区31、32实现。

[0020] 优选地，一组第一类型电构件51和一组另一类型电器构件52电连接。优选地，连接

装置1建立与另一类型的至少一个构件53的电连接。优选地，第二类型构件52和第三类型构

件53都借助于相同类型的接触装置2来接触(简化结构并且减少构件类型的数量)。

[0021] 第一类型电构件51例如是耗电件，充电站或者它的接触极，电控制装置或它的连

接触头，接触缆线等。第二类型构件52例如是蓄电池的单元电池、珀尔帖元件、正温度系数

(PTC)加热组件、塞贝克元件、发光二极管光源、显示板、阴电极等。第三类型构件53例如是

用于第二类型构件的控制传感器，与第二类型构件相反运行的功能元件例如赛贝克元件，

阳电极或者珀耳帖元件、用于第二类型构件的缓冲件(例如用于电动机的振动补偿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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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此的校准或控制装置。

[0022] 电构件尤其是指：

[0023] –电导体，例如缆线、导线、接触片、电极、绞合线等；

[0024] –耗电件，例如电灯泡、电动机、需要充电的蓄电器、加热装置等；

[0025] –电源，例如发电机、充电的蓄电器(例如电化学电源、蓄能池)等。

[0026] 同类型电构件是指它们的功能和/或作用相同或类似的多个构件。优选地，它们的

作用方式和结构型式也相同或类似。

[0027] 上述连接装置可以优选使用于，使车辆蓄电池的多个单元电池与车内发电机和/

或多个耗电件连接。用于接触的缆线优选被引导到载体3上或载体3处或者在那里置入。

[0028] 参考标记列表

[0029] 1 连接装置；

[0030] 2  接触装置；

[0031] 3 载体

[0032] 4 导向装置

[0033] 5 限制件

[0034] 6  锁止装置

[0035] 6a 卡锁装置

[0036] 6b  配合件

[0037] 7  焊接通道

[0038] 8 弹性装置

[0039] 21、22  接触区域

[0040] 23 过渡区域

[0041] 24  接触面

[0042] 24a  升高部

[0043] 24b 凹陷部

[0044] 30  接触部位

[0045] 31、32  焊接区

[0046] 51、52、53  构件

[0047] (x)  移动方向

[0048] (y)  第二方向

[0049] (z)  第一间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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