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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防转抗拉连接器及连接器

组件。中间套筒通过其前端的卡键沿卡键通道卡

装在连接器壳体内壁上的卡槽中，并通过中间套

筒和连接器壳体的外周上的止转结构使中间套

筒和连接器壳体在周向上止转锁定，这样中间套

筒与连接器壳体相对固定，该连接器拆卸时，只

需要将止转结构解除，转动中间套筒使其卡键与

连接器壳体内壁上的卡槽脱开，此时向后拉动中

间套筒即可将其与连接器壳体分离，该连接器避

免使用胶粘固定中间套筒与连接器壳体，拆装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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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转抗拉连接器，包括轴线沿前后方向延伸的连接器壳体和设置于连接器壳体

尾部的尾部附件，尾部附件包括中间套筒，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套筒前端的外周上设有至

少一个卡键，所述连接器壳体内壁上设有与所述卡键配合的卡槽以及供所述卡键进入卡槽

中的卡键通道，中间套筒通过卡键与卡槽配合卡装在连接器壳体中并通过中间套筒与连接

器壳体外周上的止转结构止转锁定；还包括内壁上设有防转套筒内键的防转套筒，所述防

转套筒套装在中间套筒上，且中间套筒上设置有位于防转套筒后侧的对防转套筒的向后运

动进行限位的限位件，所述连接器壳体外周上设有与所述防转套筒内键周向位置对应的连

接器壳体外键槽，所述中间套筒在卡键后侧设定距离的外周上设有与所述卡键周向错开设

定角度的中间套筒外键槽，所述中间套筒的卡键沿所述卡槽周向转动设定角度后中间套筒

外键槽与连接器壳体外键槽对应贯通，所述防转套筒内键插装在所述贯通的外键槽中，构

成所述止转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转抗拉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套筒在所述上设有沿

前后方向设置的锁紧位和解锁位，所述中间套筒上对应所述锁紧位和解锁位设有相应的限

位件的安装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防转抗拉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槽沿连接器壳体内

壁周向分布有两个以上，且按其宽度分为大卡槽和小卡槽，所述中间套筒上的卡键与所述

大卡槽和小卡槽对应设置为大卡键和小卡键。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防转抗拉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件为防转套筒卡

圈。

5.连接器组件，包括插头和插座，所述插头包括轴线沿前后方向延伸的插头壳体和设

置于插头壳体尾部的尾部附件，尾部附件包括中间套筒，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套筒前端的

外周上设有至少一个卡键，所述插头壳体内壁上设有与所述卡键配合的卡槽以及供所述卡

键进入卡槽中的卡键通道，中间套筒通过卡键与卡槽配合卡装在插头壳体中并通过中间套

筒与插头壳体外周上的止转结构止转锁定；还包括内壁上设有防转套筒内键的防转套筒，

所述防转套筒套装在中间套筒上，且中间套筒上设置有位于防转套筒后侧的对防转套筒的

向后运动进行限位的限位件，所述插头壳体外周上设有与所述防转套筒内键周向位置对应

的插头壳体外键槽，所述中间套筒在卡键后侧设定距离的外周上设有与所述卡键周向错开

设定角度的中间套筒外键槽，所述中间套筒的卡键沿所述卡槽周向转动设定角度后中间套

筒外键槽与插头壳体外键槽对应贯通，所述防转套筒内键插装在所述贯通的外键槽中，构

成所述止转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套筒在所述上设有沿前后

方向设置的锁紧位和解锁位，所述中间套筒上对应所述锁紧位和解锁位设有相应的限位件

的安装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槽沿连接器壳体内壁周

向分布有两个以上，且按其宽度分为大卡槽和小卡槽，所述中间套筒上的卡键与所述大卡

槽和小卡槽对应设置为大卡键和小卡键。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件为防转套筒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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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转抗拉连接器及连接器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防转抗拉连接器及连接器组件。

背景技术

[0002] 连接器包括轴线沿前后方向延伸的连接器壳体及设置于连接器壳体尾部的尾部

附件，尾部部件包括中间套筒，中间套筒一般通过螺纹与连接器壳体连接，为防止中间套筒

与连接器壳体发生相对转动，需要在螺纹连接处涂抹螺纹胶，使连接器壳体与中间套筒粘

接在一起，这样造成连接器拆卸不方便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拆卸方便的防转抗拉连接器。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防转抗拉连接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防转抗拉连接器，

包括轴线沿前后方向延伸的连接器壳体和设置于连接器壳体尾部的尾部附件，尾部附件包

括中间套筒，所述中间套筒前端的外周上设有至少一个卡键，所述连接器壳体内壁上设有

与所述卡键配合的卡槽以及供所述卡键进入卡槽中的卡键通道，中间套筒通过卡键与卡槽

配合卡装在连接器壳体中并通过中间套筒与连接器壳体外周上的止转结构止转锁定。

[0005] 还包括内壁上设有防转套筒内键的防转套筒，所述防转套筒套装在中间套筒上且

后侧设有对其限位的限位件，所述连接器壳体外周上设有与所述内键槽周向位置对应的连

接器壳体外键槽，所述中间套筒在外键后侧设定距离的外周上设有与所述外键周向错开设

定角度的中间套筒外键槽，所述中间套筒的外键沿所述环槽周向转动设定角度后中间套筒

外壁外键槽与连接器壳体外键槽对应贯通，所述防转套筒内键插装在所述贯通的外键槽

中，构成所述止转结构。

[0006] 所述中间套筒在所述上设有沿前后方向设置的锁紧位和解锁位，所述中间套筒上

对应所述锁紧位和解锁位设有相应的限位件的安装位置。

[0007] 所述卡槽沿连接器壳体内壁周向分布有两个以上，且按其宽度分为大卡槽和小卡

槽，所述中间套筒上的卡键与所述大卡槽和小卡槽对应设置为大卡键和小卡键。

[0008] 所述限位件为卡圈。

[0009] 本发明的连接器组件的技术方案是：连接器组件，包括插头和插座，所述插座包括

轴线沿前后方向延伸的插座壳体和设置于插座壳体尾部的尾部附件，尾部附件包括中间套

筒，所述中间套筒前端的外周上设有至少一个卡键，所述插座壳体内壁上设有与所述卡键

配合的卡槽以及供所述卡键进入卡槽中的卡键通道，中间套筒通过卡键与卡槽配合卡装在

插座壳体中并通过中间套筒与插座壳体外周上的止转结构止转锁定。

[0010] 还包括内壁上设有防转套筒内键的防转套筒，所述防转套筒套装在中间套筒上且

后侧设有对其限位的限位件，所述插头壳体外周上设有与所述内键槽周向位置对应的插头

壳体外键槽，所述中间套筒在外键后侧设定距离的外周上设有与所述外键周向错开设定角

度的中间套筒外键槽，所述中间套筒的外键沿所述环槽周向转动设定角度后中间套筒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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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键槽与插头壳体外键槽对应贯通，所述防转套筒内键插装在所述贯通的外键槽中，构成

所述止转结构。

[0011] 所述中间套筒在所述上设有沿前后方向设置的锁紧位和解锁位，所述中间套筒上

对应所述锁紧位和解锁位设有相应的限位件的安装位置。

[0012] 所述卡槽沿连接器壳体内壁周向分布有两个以上，且按其宽度分为大卡槽和小卡

槽，所述中间套筒上的卡键与所述大卡槽和小卡槽对应设置为大卡键和小卡键。

[0013] 所述限位件为卡圈。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中间套筒通过其前端的卡键沿卡键通道卡装在连接器壳体

内壁上的卡槽中，并通过中间套筒和连接器壳体的外周上的止转结构使中间套筒和连接器

壳体在周向上止转锁定，这样中间套筒与连接器壳体相对固定，该连接器拆卸时，只需要将

止转结构解除，转动中间套筒使其卡键与连接器壳体内壁上的卡槽脱开，此时向后拉动中

间套筒即可将其与连接器壳体分离，该连接器避免使用胶粘固定中间套筒与连接器壳体，

拆装方便。

附图说明

[0015] 图1本发明的连接器组件中插头与插座的装配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中插头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图2中插头壳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图3的右视图；

[0019] 图5为图3的立体图；

[0020] 图6为图2中中间套筒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图2中防转套筒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为图2中矮绝缘体、绝缘压板以及插针的拆分示意图；

[0023] 图9为图2中插头尾夹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10为图1中插座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26] 本发明的连接器组件的具体实施例，如图1所示，插头2为一个单独的连接器，插座

3为与插头2适配插合的连接器。

[0027] 插头2的结构如图2~9所示，插头2包括与插座3适配插合的插合部分，插合部分后

端安装有尾部附件26。插合部分包括轴向沿前后方向延伸的插头壳体21，插头壳体21的外

周上设有外翻沿结构，连接螺帽22转动装配在插头壳体21的外周上并与外翻沿形成向前挡

止的挡止结构，当插头2与插座3适配插合时，连接螺帽22与插座3的插座壳体31  上的外螺

纹适配连接，将两者锁紧在一起。插头2的插头壳体21的前端的外壁上设有插合键211，插座

壳体31的内壁上设有与插合键211配合的键槽，这样，通过插合键211与键槽的配合，防止插

头2与插座3插合后相对转动。塑料垫圈221装配在插头壳体21的外周上且处于连接螺帽22

的后侧，旋转连接螺帽22使其后退时，连接螺帽22与塑料垫圈221接触，由于塑料垫圈材料

选用与连接螺帽的金属材料摩擦系数较小的塑料材料，将金属与金属之间的摩擦力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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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与塑料之间的摩擦力，摩擦系数成倍下降，可有效减小连接器的分离力。

[0028] 插头壳体21的内壁上设有键槽，分别是前段键槽212和后段键槽213，前段键槽212

和后段键槽213前后对应成对设置且沿插头壳体的周向分布有四对，其中一对键槽的为大

键槽，如图5所示，后段键槽213通过宽度分为后段大键槽213-1和后段小键槽213-2，前段键

槽也与后端键槽对应设置为前段大键槽和前段小键槽。前段键槽212与后段键槽213在插头

轴向上间隔设置，并在该间隔上设置环槽214。插头壳体21在前段键槽212前侧的内壁上设

有向其内侧延伸的环台216。插头壳体21后段的外周上设有沿其周向分布有四个的插头壳

体外键槽215，插头壳体外键槽215在插头壳体21的周向上与插头壳体的前后段键槽对应。

[0029] 绝缘体部件23包括绝缘基板231和绝缘压板232，绝缘基板231上设有与用于安装

插针25安装孔，该安装孔为台阶孔，其后段的直径较大的部分与插针25上的插针环台251的

直径适配，绝缘压板232的前端面上设有内径与插针25的后段部分适配、外径与插针安装孔

的大径部分适配的空心环台，绝缘压板232通过该空心环台将插针25压装在绝缘基板231上

的插针安装孔的台阶上，实现接触件25的定位固定。绝缘基板231与绝缘压板232在靠近压

合面的外周上设有沿径向向外延伸的延伸台。绝缘基板231的前段的外周与插头壳体21的

内径适配，且延伸台上设有与插头壳体21的内壁上的前后段键槽适配的绝缘基板外键

2311，绝缘基板外键2311沿绝缘基板周向分布有四个，且与插头壳体21的前后段键槽相对

应分按照键的宽度分为大键和小键，绝缘压板232上也设置有与绝缘基板外键2311对应的

绝缘压板外键2321，绝缘体外键的大键和小键的尺寸与插头壳体21的前后段键槽的大键槽

与小键槽的尺寸适配，这样，通过键宽度的区分实现插头壳体与绝缘体的定向装配。

[0030] 尾部附件26包括中间套筒261，中间套筒261的前端的外周上设有与插头壳体21的

前后段键槽适配的中间套筒外键2611，中间套筒外键2611沿中间套筒的周向分布有四个，

且与插头壳体21的前后段键槽相对应分按照键的宽度分为大键和小键，中间套筒外键2611

在中间套筒的轴向上的尺寸与插头壳体21的内壁上的环槽214的尺寸配合，以使其沿环槽

214转动。中间套筒261的外周上在中间套筒外键2611的后侧的位置上设有中间套筒外键槽

2612，中间套筒外键槽2612沿中间套筒周向分布有四个，且与中间套筒外键2611在中间套

筒周向上错开45度。防转套筒卡圈242卡装在防转套筒24后端的中间套筒的外周上，以对防

转套筒轴向限位。中间套筒261上设有用于安装防转套筒卡圈242的第一环槽2613和第二环

槽2614，第一环槽2613和第二环槽2614在轴向上间隔一定的距离，以使防转套筒卡圈242具

有第一安装位置和第二安装位置两个安装位置。中间套筒261的在靠近后端的内腔中设有

多层交替设置的金属垫片263和填料函262。

[0031] 防转套筒24的内壁上分布有四个与插头壳体外键槽215以及中间套筒外键槽2612

匹配的防转套筒内键241。

[0032] 装配时，将中间套筒261上的中间套筒外键2611中的大键和小键与插头壳体21的

前后段键槽中的大小键槽分别对准，然后将中间套筒261向前推入插头壳体21中，此时中间

套筒261的中间套筒外键2611正好落入环槽214中，转动中间套筒，使中间套筒外键2611与

插头壳体的前段键槽212错开45度，此时中间套筒外键槽2612与插头壳体外键槽215对准，

环槽214对中间套筒外键2611构成挡止结构，使中间套筒不能产生轴向上的移动。最后将防

转套筒24套装在中间套筒上，并使其防转套筒内键241插入中间套筒外键2611与插头壳体

外键槽215构成的外键槽中，这样就可以使插头壳体与中间套筒构成止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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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插头壳体21前端的外壁上设有用于挡止绝缘部件向前移动的环台，中间套筒261

装配到位时，其前端面顶推绝缘部件上的延伸台的后端面，使绝缘部件的延伸台的前端面

与插头壳体内壁的环台的后侧面挡止配合，这样绝缘体部件就被轴向定位在插头壳体21

中，同时也将插针固定。

[0034] 中间套筒261的后端的内壁上分布有四个尾夹键槽2615，插头尾夹264的前端的外

周上设有与尾夹键槽2615配合的尾夹外键2641，尾夹外键2641设有一个，以使其能够与不

同位置上的尾夹键槽插合，从而控制尾夹264的朝向。尾夹后端设有压板268，螺钉267拧入

压板268后，使268夹紧其内部的线缆，螺钉267的头部为设有劈槽的扩口式结构，在拧入压

板后，使用专用扩口工具将螺钉头的劈槽扩开一定角度，使头部的直径大于螺钉的螺纹孔

的直径，可以防止螺钉从压板上脱落。尾夹的外周上转动转配有尾夹螺帽265，尾夹螺帽265

通过尾夹外周上的环台实现轴向向前的挡止限位，尾夹螺帽265的后侧设置有对其轴向限

位的尾夹螺帽卡圈266，尾夹插装到中间套筒中后，转动尾夹螺帽，在与中间套筒后端的外

周上的外螺纹配合的作用下，尾夹螺帽带动尾夹向前移动，此时尾夹壳体的前端将金属垫

片和填料函顶紧，使其压紧线缆。

[0035] 插头装配过程如下：

[0036] 1、选填料函：根据线缆直径，选取相适配的填料函与金属垫片；

[0037] 2、穿线缆：拧松压板上的螺钉，同时拧松尾夹螺帽，使尾夹螺帽与中间套筒分离；

然后将线缆依次穿过尾夹、金属垫片、填料函、中间套筒以及防撞套筒；

[0038] 3、剥线：剥去线缆外层一定长度的绝缘皮长度；

[0039] 4、压接插针：将线缆中的导线从绝缘压板的孔中穿过，将尾部附件置于距导线端

头一定的距离处，使用专用工具压接插针；

[0040] 5、装插针：将插针安装到绝缘基板的插着安装孔中，然后件绝缘压板与绝缘基板

扣合在一起，此时，绝缘压板与绝缘基板外周上的外键在轴向上对其；

[0041] 6、装绝缘部件：将绝缘基板与绝缘压板上的外键中的大键与插头壳体内的大键槽

对准后，连同插针装入到插头壳体中；

[0042] 7、装中间套筒：将中间套筒上的外键中的大键与插头壳体中的大键槽对准后，将

其推入插头壳体中，压紧绝缘部件；转动中间套筒，使中间套筒上的外键槽与插头壳体上的

外键槽对准；向前推动防转套筒，使防转套筒的内键插入中间套筒及插头壳体上的外键槽

中，将防转套筒卡圈卡装在中间套筒上的第一环槽中；

[0043] 8、将金属垫片、填料函依次推入中间套筒中；将尾夹的外键与中间套筒后端的设

置方向上内键槽（也可根据需要选择其他内键槽）对准，将其推入中间套筒中，然后旋紧尾

夹螺帽，带动尾夹向前移动压紧填料函，直至长套筒上的螺纹末端，保证填料函压紧电缆；

[0044] 9、拧紧压板上的螺钉，使压板压紧线缆，完成插头与线缆的装配。

[0045] 当需要把插头拆卸维修时，使用工具将防转套筒卡圈移动第二环槽中，此时防转

套筒向后移动，防转功能解除，然后向转动中间套筒并向后拉动，转动45度时中间套筒前端

的外键中大键和小键分别与插头壳体的内壁上的大键槽与小键槽对准，中间套筒即可从插

头壳体中脱出，此时将绝缘体部件拆掉，同时接触件也被拆掉，以便进行维修。该连接器插

装方便，具有较大的推广使用价值。

[0046] 插座3的结构如图10所示，包括插头壳体31，插头壳体31中装配有插座绝缘基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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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插座绝缘基板33，插座壳体31的前端插装有插座附件35，且在插座35与插座34的外周上

设有插座防转套筒34，其中绝缘基板32、插座绝缘基板33、插座附件35以及插座附件35与插

头中的各个对应件的结构相同，不再赘述。

[0047] 在上述实施例中，插头和插座分别为两个连接器，两者上的接触件分别对应设置

为插针和插孔，在其他实施例中，插针和插孔还可以互换；中间套筒前端外周上的中间套筒

外键构成中间套筒的卡键，中间套筒外键设有四个，在其他实施例中还可以为其他数量；插

头壳体内壁上的前端键槽构成卡键通道，前端键槽与环槽构成与卡键配合的卡槽，在其他

实施例中环槽还可以为断续的槽；中间套筒通过防转套筒与插头壳体构成止转配合，在其

他实施例中，还可以在中间套筒与插头可以之间设置插销以使两者止转配合；防转套筒的

内壁上还可以设置键槽，相应的在插头壳体与中间套筒的外周上设置与上述键槽配合外

键，以使两个止转配合；防转套筒卡圈构成防转套筒的限位件，在其他实施例中限位件还可

以是在防转套筒后端设置的对其后端面挡止配合的螺钉。

[0048] 本发明的防转抗拉连接器的具体实施例，所述防转抗拉连接器与上述连接器组件

的具体实施例中的插头或者插座的结构相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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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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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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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10

CN 106252957 B

10



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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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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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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