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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一绝缘本体，
其具有向前延伸的一舌板，
舌
板的侧边设有至少一锁扣槽；
多个端子；
一屏蔽
片，
设于绝缘本体，
屏蔽片具有一板体，
至少一延
伸部自板体前端向前延伸，
延伸部包括由板体前
端依序延伸的一连接部以及一锁扣部，
锁扣部位
于板体的侧边并与锁扣槽相配合，
延伸部至少部
分显露于舌板的前端面，
由于弯曲状的锁扣部藉
由连接部与板体前端连接，
锁扣部的移动会受到
连接部的限制，
保证延伸部能够显露于舌板的前
端和侧边，
有利于对接连接器插入电连接器内时
能够接触到延伸部并形成共同的接地通路，
减少
舌板的磨损，
同时在完全对接时会产生一种顿挫
感，
增强了电连接器对接时的到位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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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
一绝缘本体，
其具有向前延伸的一舌板，
所述舌板的侧边设有至少一锁扣槽；
多个端子，
其固设于所述绝缘本体；
一屏蔽片，
设于所述绝缘本体，
所述屏蔽片具有一板体，
至少一延伸部自所述板体前端
向前延伸，
所述延伸部包括由所述板体前端依序延伸的一连接部以及一锁扣部，
所述锁扣
部位于所述板体的侧边并与所述锁扣槽相配合，
所述延伸部至少部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前
端面。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延伸部自所述板体的前端冲压并弯
折而成。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延伸部的板面垂直于所述板体。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锁扣部沿所述锁扣槽弯折延伸并显
露于所述锁扣槽。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部包括连接所述板体前端的一
结合部，
以及由所述结合部向下弯折的一竖直部，
所述竖直部用以连接所述锁扣部，
所述竖
直部显露于所述舌板的前端面。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结合部与所述板体在竖直方向上位
于不同的高度，
所述结合部的表面与上排所述端子接触。
7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至少一凹槽设于所述竖直部的上板缘，
对应地，
所述结合部设有一边角，
所述边角位于所述凹槽的后方。
8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结合部自所述板体的前端向前渐扩
延伸。
9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分
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端部的末端设有一弯折部，
所述弯折部朝靠近所述板体的
方向弯折并埋入所述舌板。
10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朝垂直于所述板体
的方向延伸并埋入所述舌板。
11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
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端部的末端在竖直方向上凸伸出至少一凸出部，
所述凸
出部埋入所述舌板内。
12 .一种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
一绝缘本体，
其具有向前延伸的一舌板；
多个端子，
呈上下两排设置于所述绝缘本体；
一屏蔽片，
设于所述绝缘本体并位于两排所述端子之间，
所述屏蔽片具有一板体，
至少
一延伸部自所述板体前端向前延伸，
所述延伸部包括由所述板体前端依序延伸的一连接部
以及一锁扣部，
所述锁扣部位于所述板体的侧边，
所述延伸部至少部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
前端面和侧面。
13 .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屏蔽片为一金属板材冲压成型，
所述延伸部自所述板体的前端冲压并弯折而成。
14 .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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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端部的末端在竖直方向上凸伸出至少一凸出部，
所述凸
出部埋入所述舌板内。
15 .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朝垂直于所述板体
的方向延伸并埋入所述舌板。
16 .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
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端部的末端设有一弯折部，
所述弯折部朝靠近所述板体
的方向弯折并埋入所述舌板。
17 .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部包括连接所述板体前端的
一结合部，
以及由所述结合部向下弯折的一竖直部，
所述竖直部用以连接所述锁扣部，
所述
竖直部显露于所述舌板的前端面。
18 .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结合部与所述板体在竖直方向上
位于不同的高度，
所述结合部的表面与上排所述端子接触。
19 .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锁扣部的板面垂直于所述板体并
沿所述舌板的侧边弯折延伸，
所述锁扣部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边。
20 .一种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
一绝缘本体，
其具有向前延伸的一舌板；
多个端子，
呈上下两排设置于所述绝缘本体；
一屏蔽片，
设于所述绝缘本体并位于两排所述端子之间，
所述屏蔽片具有一板体，
至少
一延伸部自所述板体前端向前延伸，
所述延伸部包括由所述板体前端依序延伸的一连接部
以及一锁扣部，
所述锁扣部位于所述板体的侧边，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分
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端部的末端在竖直方向上凸伸出至少一凸出部，
所述凸出
部埋入所述舌板内。
21 .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屏蔽片为一金属板材冲压成型，
所述延伸部自所述板体的前端冲压并弯折而成。
22 .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
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端部的末端设有一弯折部，
所述弯折部朝靠近所述板体
的方向弯折并埋入所述舌板。
23 .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部包括连接所述板体前端的
一结合部，
以及由所述结合部向下弯折的一竖直部，
所述竖直部用以连接所述锁扣部，
所述
竖直部显露于所述舌板的前端面。
24 .如权利要求23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结合部与所述板体在竖直方向上
位于不同的高度，
所述结合部的表面与上排所述端子接触。
25 .一种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
一绝缘本体，
其具有向前延伸的一舌板；
多个端子，
呈上下两排设置于所述绝缘本体；
一屏蔽片，
设于所述绝缘本体并位于两排所述端子之间，
所述屏蔽片具有一板体，
至少
一延伸部自所述板体前端向前延伸，
所述延伸部包括由所述板体前端依序延伸的一连接部
以及一锁扣部，
所述锁扣部位于所述板体的侧边，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朝垂直于所述板体的
方向延伸并埋入所述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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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权利要求25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屏蔽片为一金属板材冲压成型，
所述延伸部自所述板体的前端冲压并弯折而成。
27 .如权利要求25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
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端部的末端在竖直方向上凸伸出至少一凸出部，
所述凸
出部埋入所述舌板内。
28 .如权利要求25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
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端部的末端设有一弯折部，
所述弯折部朝靠近所述板体
的方向弯折并埋入所述舌板。
29 .如权利要求25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部包括连接所述板体前端的
一结合部，
以及由所述结合部向下弯折的一竖直部，
所述竖直部用以连接所述锁扣部，
所述
竖直部显露于所述舌板的前端面。
30 .如权利要求29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结合部与所述板体在竖直方向上
位于不同的高度，
所述结合部的表面与上排所述端子接触。
31 .如权利要求25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锁扣部的板面垂直于所述板体并
沿所述舌板的侧边弯折延伸，
所述锁扣部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边。
32 .一种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
一绝缘本体，
其具有向前延伸的一舌板；
多个端子，
呈上下两排设置于所述绝缘本体；
一屏蔽片，
设于所述绝缘本体并位于两排所述端子之间，
所述屏蔽片具有一板体，
至少
一延伸部自所述板体前端向前延伸，
所述延伸部包括由所述板体前端依序延伸的一连接部
以及一锁扣部，
所述锁扣部位于所述板体的侧边，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分
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端部的末端设有一弯折部，
所述弯折部朝靠近所述板体的
方向弯折并埋入所述舌板。
33 .如权利要求32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屏蔽片为一金属板材冲压成型，
所述延伸部自所述板体的前端冲压并弯折而成。
34 .如权利要求32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部包括连接所述板体前端的
一结合部，
以及由所述结合部向下弯折的一竖直部，
所述竖直部用以连接所述锁扣部，
所述
竖直部显露于所述舌板的前端面。
35 .如权利要求34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结合部与所述板体在竖直方向上
位于不同的高度，
所述结合部的表面与上排所述端子接触。
36 .一种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
一绝缘本体，
其具有向前延伸的一舌板；
多个端子，
呈上下两排设置于所述绝缘本体；
一屏蔽片，
设于所述绝缘本体并位于两排所述端子之间，
所述屏蔽片具有一板体，
至少
一延伸部自所述板体前端向前延伸，
所述延伸部包括由所述板体前端依序延伸的一连接部
以及一锁扣部，
所述锁扣部位于所述板体的侧边，
所述连接部包括连接所述板体前端的一
结合部，
以及由所述结合部向下弯折的一竖直部，
所述竖直部用以连接所述锁扣部，
所述竖
直部显露于所述舌板的前端面。
37 .如权利要求36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屏蔽片为一金属板材冲压成型，
4

CN 108376860 B

权

利

要

求

书

4/4 页

所述延伸部自所述板体的前端冲压并弯折而成。
38 .如权利要求36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结合部与所述板体在竖直方向上
位于不同的高度，
所述结合部的表面与上排所述端子接触。
39 .一种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
一绝缘本体，
其具有向前延伸的一舌板；
多个端子，
呈上下两排设置于所述绝缘本体；
一屏蔽片，
设于所述绝缘本体并位于两排所述端子之间，
所述屏蔽片具有一板体，
至少
一延伸部自所述板体前端向前延伸，
所述延伸部包括由所述板体前端依序延伸的一连接部
以及一锁扣部，
所述锁扣部位于所述板体的侧边，
所述锁扣部的板面垂直于所述板体并沿
所述舌板的侧边弯折延伸，
所述锁扣部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边。
40 .如权利要求39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屏蔽片为一金属板材冲压成型，
所述延伸部自所述板体的前端冲压并弯折而成。
41 .如权利要求39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
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端部的末端在竖直方向上凸伸出至少一凸出部，
所述凸
出部埋入所述舌板内。
42 .如权利要求39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
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端部的末端设有一弯折部，
所述弯折部朝靠近所述板体
的方向弯折并埋入所述舌板。
43 .如权利要求39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部包括连接所述板体前端的
一结合部，
以及由所述结合部向下弯折的一竖直部，
所述竖直部用以连接所述锁扣部，
所述
竖直部显露于所述舌板的前端面。
44 .如权利要求43所述的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结合部与所述板体在竖直方向上
位于不同的高度，
所述结合部的表面与上排所述端子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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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连接器，
尤指一种与对接连接器接触良好的电连接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
现有的一种电连接器包括多个端子，
一屏蔽片和收容端子和屏蔽片的一绝
缘本体，
绝缘本体包括向前延伸的一舌板，
屏蔽片设有中间位置的板体和从板体两侧弯折
并延伸至板体前端的两个延伸部，
延伸部固设在舌板两侧并显露于舌板的侧面，
当对接连
接器插入电连接器内时会接触到延伸部从而实现接地。
由于屏蔽片是先由板材冲压成型，
再弯折形成延伸部以及具有弯曲状的锁扣部，
由于锁扣部末端没有与板体前端相连，
因此
未注塑成型前的锁扣部具有弹性。当屏蔽片在模具内填入树脂时，
树脂会填充在延伸部周
围挤压到锁扣部，
使得锁扣部发生变形，
造成延伸部无法显露在舌板的侧面，
对接连接器在
对接时无法与电连接器的屏蔽片导通接地；
当锁扣部朝远离板体方向过度变形会使舌板整
体尺寸变大，
甚至造成对接连接器无法插入电连接器内。
[0003] 因此，
有必要设计一种改良的电连接器，
以克服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背景技术所面临的问题，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藉由屏蔽片的板体前端
向前延伸而成的延伸部，
保证延伸部能够显露于所述舌板的前端和侧边，
实现与对接连接
器接触良好的电连接器。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手段：
[0006] 一种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一绝缘本体，
其具有向前延伸的一舌板，
所述舌
板的侧边设有至少一锁扣槽；
多个端子，
其固设于所述绝缘本体；
一屏蔽片，
设于所述绝缘
本体，
所述屏蔽片具有一板体，
至少一延伸部自所述板体前端向前延伸，
所述延伸部包括由
所述板体前端依序延伸的一连接部以及一锁扣部，
所述锁扣部位于所述板体的侧边并与所
述锁扣槽相配合，
所述延伸部至少部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前端面。
[0007] 进一步，
所述延伸部自所述板体的前端冲压并弯折而成。
[0008] 进一步，
所述延伸部的板面垂直于所述板体。
[0009] 进一步，
所述锁扣部沿所述锁扣槽弯折延伸并显露于所述锁扣槽。
[0010] 进一步，
所述连接部包括连接所述板体前端的一结合部，
以及由所述结合部向下
弯折的一竖直部，
所述竖直部用以连接所述锁扣部，
所述竖直部显露于所述舌板的前端面。
[0011] 进一步，
所述结合部与所述板体在竖直方向上位于不同的高度，
所述结合部的表
面与上排所述端子接触。
[0012] 进一步，
至少一凹槽设于所述竖直部的上板缘，
对应地，
所述结合部设有一边角，
所述边角位于所述凹槽的后方。
[0013] 进一步，
所述结合部自所述板体的前端向前渐扩延伸。
[0014] 进一步，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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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部的末端设有一弯折部，
所述弯折部朝靠近所述板体的方向弯折并埋入所述舌板。
[0015] 进一步，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朝垂直于所述板体的方向延伸并埋入所述舌板。
[0016] 进一步，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
端部的末端在竖直方向上凸伸出至少一凸出部，
所述凸出部埋入所述舌板内。
[0017] 一种电连接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一绝缘本体，
其具有向前延伸的一舌板；
多个端
子，
呈上下两排设置于所述绝缘本体；
一屏蔽片，
设于所述绝缘本体并位于两排所述端子之
间，
所述屏蔽片具有一板体，
至少一延伸部自所述板体前端向前延伸，
所述延伸部包括由所
述板体前端依序延伸的一连接部以及一锁扣部，
所述锁扣部位于所述板体的侧边。
[0018] 进一步，
所述屏蔽片为一金属板材冲压成型，
所述延伸部自所述板体的前端冲压
并弯折而成。
[0019] 进一步，
所述延伸部至少部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前端面和侧面。
[0020] 进一步，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
端部的末端在竖直方向上凸伸出至少一凸出部，
所述凸出部埋入所述舌板内。
[0021] 进一步，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朝垂直于所述板体的方向延伸并埋入所述舌板。
[0022] 进一步，
一后端部自锁扣部向后延伸并至少部分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面，
所述后
端部的末端设有一弯折部，
所述弯折部朝靠近所述板体的方向弯折并埋入所述舌板。
[0023] 进一步，
所述连接部包括连接所述板体前端的一结合部，
以及由所述结合部向下
弯折的一竖直部，
所述竖直部用以连接所述锁扣部，
所述竖直部显露于所述舌板的前端面。
[0024] 进一步，
所述结合部与所述板体在竖直方向上位于不同的高度，
所述结合部的表
面与上排所述端子接触。
[0025] 进一步，
所述锁扣部的板面垂直于所述板体并沿所述舌板的侧边弯折延伸，
所述
锁扣部显露于所述舌板的侧边。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所述屏蔽片具有所述板体和自所述
板体前端向前延伸的所述延伸部，
所述延伸部包括由所述板体前端依序延伸的所述连接部
以及所述锁扣部，
所述锁扣部位于所述板体的侧边并与所述锁扣槽相配合，
所述延伸部显
露于所述舌板的前端面，
由于弯曲状的所述锁扣部藉由所述连接部与所述板体前端连接，
所述锁扣部的移动会受到所述连接部的限制；
所述延伸部的末端位于所述板体的侧边，
因
此所述锁扣部的弹性变形空间仅限于在所述板体的侧边，
即弹性变形空间小，
当屏蔽片在
模具内填入树脂时，
所述延伸部能够承受树脂的挤压而定位在所述舌板的前端和侧边，
保
证了所述延伸部能够显露于所述舌板的前端和侧边，
既有利于对接连接器插入电连接器内
时能够接触到延伸部，
实现所述电连接器与所述对接连接器形成共同的接地通路，
又可以
减少所述电连接器与所述对接连接器多次对接后造成所述舌板的磨损，
同时在完全对接时
会产生一种顿挫感，
方便识别所述电连接器和所述对接连接器是否完全对接，
增强了所述
电连接器对接时的到位手感。
[0027]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电连接器第一实施例的局部分解图；
[0029] 图2为图1的立体分解图；
[0030] 图3为图1的部分立体示意图；
[0031] 图4为图3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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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为图4中屏蔽片和上排端子的立体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电连接器第二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
图7为图6的剖视图；
图8为本发明电连接器第三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
图9为图8的剖视图；
图10为图9中屏蔽片的立体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的附图标号说明：

[0039]

电连接器100
金属外壳1
屏蔽壳2
绝缘本体3
舌板31
台阶部311
基部32
第一本体33
第一卡固部331
第二本体34
第二卡固部341
第三本体35
锁扣槽36
端子4
接地端子41
第二接地部42
屏蔽片5
板体51
延伸部52
连接部521
结合部5211
边角5212
竖直部5213
凹槽5214
锁扣部522
后端部523
弯折部524
凸出部525
第一接地部53
[0040]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为便于更好的理解本发明的目的、
结构、
特征以及功效等，
现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
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42] 如图2所示，
本发明电连接器100包括一金属外壳1、
一屏蔽壳2、
一绝缘本体3、
多个
端子4和一屏蔽片5。
[0043] 如图1、
图2和图5所示，
为本发明电连接器100的第一实施例，
所述绝缘本体3包覆
于所述屏蔽壳2，
所述金属外壳1套设所述屏蔽壳2。所述绝缘本体3具有一基部32和自所述
基部32向前延伸的一舌板31，
所述舌板31的两侧各对称设有一锁扣槽36。所述绝缘本体3由
一第一本体33、一第二本体34和一第三本体35组成，
其中，
上排所述端子4固设于所述第一
本体33，
下排所述端子4和屏蔽片5固设于所述第二本体34。所述第一本体33设有二第一卡
固部331，
对应地，
所述第二本体34设有二第二卡固部341，
所述第一卡固部331为凸块，
所述
第二卡固部341对应地设置为与所述第一卡固部331嵌合的凹槽5214，
当然，
在其他实施例
中，
也可以是所述第一卡固部331为凹槽5214，
所述第二卡固部341为凸块，
且所述第一卡固
部331和所述第二卡固部341的数量可以为一个或多个。所述第一本体33和所述第二本体34
通过所述第一卡固部331和所述第二卡固部341实现上下叠置固定，
并共同包覆于所述第三
本体35。
[0044] 如图2、
图3和图5所示，
所述端子4分为两排且均固设于所述绝缘本体3内，
所述端
子4包括多个电源端子（未标号）、多个信号端子（未标号）和多个接地端子41，
其中，
所述接
地端子41位于一排所述端子4的最外侧。所述屏蔽片5埋设于所述绝缘本体3内并位于两排
所述端子4之间。所述屏蔽片5具有一板体51，
以及自所述板体51的前端向前延伸的二延伸
部52，
进一步地，
所述延伸部52包括设于所述板体51前端的一连接部521，
所述延伸部52藉
由所述连接部521连接所述板体51，
和沿所述锁扣槽36弯折延伸的一锁扣部522，
所述锁扣
部522向后延伸出一后端部523以及一弯折部524。所述延伸部52的板面垂直于所述板体51
8

CN 108376860 B

说

明

书

4/6 页

且部分会显露于所述舌板31的前端面和侧面，
相对于未设置所述延伸部52的所述屏蔽片5，
所述延伸部52可以增强所述舌板31强度，
减少所述电连接器100与所述对接连接器多次对
接后造成所述舌板31的磨损，
有利于对接连接器插入电连接器100内时能够接触到延伸部
52，
实现所述电连接器100与所述对接连接器形成共同的接地通路。
[0045] 如图3、
图4和图5所示，
所述连接部521进一步包括一结合部5211和一竖直部5213，
所述结合部5211连接所述板体51并自所述板体51前端向前并向上抬升，
使得所述结合部
5211的上表面高于所述板体51的上表面，
通过这样设置，
上排所述接地端子41能够抵接所
述结合部5211的上表面，
增强所述电连接器100的接地，
当然，
在其他实施例中，
也可以是所
述结合部5211的下表面低于所述所述板体51的下表面并与下排所述接地端子41接触，
也可
以是所述结合部5211的上、
下表面与所述所述板体51的上、
下表面齐平。所述竖直部5213为
所述结合部5211进一步地向下竖直弯折而成，
所述竖直部5213连接所述锁扣部522，
且所述
竖直部5213显露于所述舌板31的前端面，
防止一对接连接器（未图示，
下同）插入所述电连
接器100时，
所述舌板31撞击所述对接连接器而造成所述舌板31的损坏。
[0046] 如图3、
图4和图5所示，
所述锁扣部522显露于所述锁扣槽36，
当所述电连接器100
与所述对接连接器对接时，
所述舌板31可以更紧固地位于所述对接连接器的收容腔内，
完
全对接时会产生一种顿挫感，
方便识别所述电连接器100与所述对接连接器是否完全对接，
增强了所述电连接器100对接时的到位手感；
同时，
所述对接连接器的接地片可以最大可能
地接触到所述锁扣部522，
有利于所述电连接器100与所述对接连接器之间的紧固对接和接
地。
[0047] 如图3、
图4和图5所示，
由于弯曲状的所述锁扣部522藉由所述连接部521与所述板
体51前端连接，
所述连接部521限制所述锁扣部522的移动；
所述延伸部52的末端位于所述
板体51的侧边，
因此所述锁扣部522的弹性变形空间仅限于在所述板体51的侧边，
即弹性变
形空间小，
当屏蔽片5在模具内填入树脂时，
所述延伸部52能够承受树脂的挤压而定位在所
述舌板31的前端和侧边，
保证了所述延伸部52能够显露于所述舌板31的前端和侧边。
[0048] 如图3、
图4和图5所示，
所述屏蔽片5在冲压和弯折处理前为一金属板材（未图示，
下同），
在冲压所述金属板材时，
所述延伸部52自所述板体51的前端冲压；
所述延伸部52再
进一步地竖直弯折出所述竖直部5213和侧向弯折出所述锁扣部522，
通过两次弯折处理才
能实现所述延伸部52沿所述舌板31的侧边弯折。每一所述竖直部5213的上板缘各设有一凹
槽5214，
对应地，
每一所述结合部5211各设有一边角5212，
所述边角5212位于所述凹槽5214
的后方，
在所述延伸部52已冲压而成但未进行弯折处理时，
所述凹槽5214用以收容所述边
角5212，
防止所述边角5212撞击所述竖直部5213，
起到保护所述竖直部5213的作用。所述结
合部5211自所述板体51的前端向前渐扩延伸，
既可以减小所述连接部521与所述板体51断
裂的风险，
也加强了所述连接部521对所述锁扣部522移动的限制，
进一步减少所述延伸部
52的变形，
方便所述绝缘本体3的注塑成型。
[0049] 如图3、
图4和图5所示，
所述后端部523与所述板体51平行并显露于所述舌板31的
表面，
所述后端部523的末端设有所述弯折部524，
所述弯折部524朝靠近所述板体51的方向
弯折并埋入所述舌板31。所述对接电连接器与所述电连接器100分离时，
所述对接连接器抵
接并沿着所述延伸部52远离所述舌板31，
通过设置所述弯折部524，
所述延伸部52固定于所
述舌板31两侧而不易脱离所述舌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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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
图2和图4所示，
所述板体51的后端两侧均设有朝所述屏蔽壳2的侧壁延伸
的一第一接地部53，
所述第一接地部53穿过所述基部32抵接所述屏蔽壳2的内侧壁以实现
接地。
同样地，
上排所述接地端子41和下排所述接地端子41均朝所述屏蔽壳2的侧壁延伸出
一第二接地部42，
所述第二接地部42位于所述第一接地部53前方，
所述第二接地部42抵接
所述屏蔽壳2的内侧壁以实现接地。
[0051] 参见图6和图7为本发明电连接器100的第二实施例，
与第一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在
于：
所述后端部523自锁扣部522朝垂直于所述板体51的方向延伸但不与所述板体51接触，
所述后端部523嵌入所述舌板31并显露于所述锁扣槽36，
所述对接电连接器与所述电连接
器100分离时，
所述延伸部52卡固于所述舌板31，
可以达到减小所述延伸部52脱离出所述舌
板31的风险。
[0052] 参见图8、
图9和图10为本发明电连接器100的第三实施例，
与第一实施例的不同之
处在于：
所述后端部523埋入所述舌板31的一台阶部311，
进一步地，
所述后端部523的末端
向上和向下各凸伸出一凸出部525，
所述凸出部525埋入所述台阶部311内，
增强所述延伸部
52位于所述台阶部311的固持力，
也进一步增强所述舌板31的强度。
[0053] 综上所述，
本发明电连接器100有下列有益效果：
[0054] （1）所述屏蔽片5具有所述板体51，
以及自所述板体51的前端向前延伸的两个所述
延伸部52，
所述延伸部52的板面垂直于所述板体51且部分会显露于所述舌板31的前端面和
侧面，
相对于未设置所述延伸部52的所述屏蔽片5，
所述延伸部52可以增强所述舌板31强
度，
减少所述电连接器100与所述对接连接器多次对接后造成所述舌板31的磨损，
有利于对
接连接器插入电连接器100内时能够接触到延伸部52，
实现所述电连接器100与所述对接连
接器形成共同的接地通路。
[0055] （2）所述结合部5211向上抬升，
使得所述结合部5211的上表面高于所述板体51的
上表面，
通过这样设置，
上排所述接地端子41能够抵接所述结合部5211的上表面，
增强所述
电连接器100的接地。
[0056] （3）所述竖直部5213为所述结合部5211进一步地向下竖直弯折而成，
所述竖直部
5213连接所述锁扣部522，
且所述竖直部5213显露于所述舌板31的前端面，
防止所述对接连
接器插入所述电连接器100时，
所述舌板31撞击所述对接连接器而造成所述舌板31的损坏。
[0057] （4）所述锁扣部522显露于所述锁扣槽36，
当所述电连接器100与所述对接连接器
对接时，
所述舌板31可以更紧固地位于所述对接连接器的收容腔内，
完全对接时会产生一
种顿挫感，
方便识别所述电连接器100与所述对接连接器是否完全对接，
增强了所述电连接
器100对接时的到位手感；
同时，
所述对接连接器的接地片可以最大可能地接触到所述锁扣
部522，
有利于所述电连接器100与所述对接连接器之间的紧固对接和接地。
[0058] （5）由于弯曲状的所述锁扣部522藉由所述连接部521与所述板体51前端连接，
所
述连接部521限制所述锁扣部522的移动；
所述延伸部52的末端位于所述板体51的侧边，
因
此所述锁扣部522的弹性变形空间仅限于在所述板体51的侧边，
即弹性变形空间小，
当屏蔽
片5在模具内填入树脂时，
所述延伸部52能够承受树脂的挤压而定位在所述舌板31的前端
和侧边，
保证了所述延伸部52能够显露于所述舌板31的前端和侧边。
[0059] （6）通过在所述后端部523的末端设有所述弯折部524，
或者所述后端部523自锁扣
部522朝垂直于所述板体51的方向延伸并显露于所述锁扣槽36，
或者在所述后端部523的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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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设置埋入所述台阶部311内的凸出部525，
使得所述延伸部52固定于所述舌板31两侧而不
易脱离所述舌板31。
[0060] 以上详细说明仅为本发明之较佳实施例的说明，
非因此局限本发明的专利范围，
所以 ，
凡运用本创作说明书及图示内容所为的等效技术变化，
均包含于本发明的专利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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