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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电连接器，包括端子模组、套设于所述

端子模组外的内铁壳及覆盖于所述内铁壳外的

外壳，所述端子模组包括设有基座与舌板的绝缘

本体、固持于所述绝缘本体的两排端子及金属屏

蔽片，各所述端子包括露出于所述舌板表面的接

触部、尾部及连接于所述接触部与尾部的连接

部，其中，所述基座设有容纳槽，所述电连接器进

一步包括由防水材料制得并形成于所述基座上

的防水部，所述端子的连接部包括暴露于所述容

纳槽并被所述防水材料包裹的裹附部，所述防水

部呈墙状封堵于所述外壳与端子模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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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连接器，包括端子模组、套设于所述端子模组外的内铁壳及覆盖于所述内铁

壳外的外壳，所述端子模组包括设有基座与舌板的绝缘本体、固持于所述绝缘本体的两排

端子及金属屏蔽片，各所述端子包括露出于所述舌板表面的接触部、尾部及连接于所述接

触部与尾部的连接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设有容纳槽，所述内铁壳上端设有与所述容纳

槽贯通的贯通槽，所述内铁壳设有抬起部，所述电连接器进一步包括由防水材料制得并形

成于所述基座上的防水部，所述防水材料通过所述容纳槽进入贯通槽，所述端子的连接部

包括暴露于所述容纳槽并被所述防水材料包裹的裹附部，所述防水部呈墙状封堵于所述外

壳与端子模组之间且四周封闭于所述外壳的内表面内，所述防水部之位于所述基座上方的

部分在前后方向上限位于所述外壳与所述内铁壳的抬起部之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材料为胶水，所述端子的裹附

部四周皆被所述胶水包裹，所述防水部之位于所述基座下方的部分呈向后开放状。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部之位于所述基座下方的部分

呈向后开放状。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包括加强片及注塑成型于所述

加强片的绝缘壳，所述防水部之位于所述基座上方的部分贴附于所述加强片内，所述防水

部之位于所述基座下方的部分贴附于所述绝缘壳内并位于所述内铁壳后方。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壳包括前限位部、后限位部及

形成于所述前限位部与后限位部之间的限位槽，所述电连接器进一步包括浇注或套设于所

述限位槽内的防水圈。

6.一种电连接器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通过注塑成型制得端子模组，令所述端子模组包括设有基座与舌板的绝缘本体及固

持于所述绝缘本体的两排端子，令各所述端子包括露出于所述舌板表面的接触部、尾部及

连接于所述接触部与尾部的连接部，令所述基座设有容纳槽，且令所述端子的连接部的其

中一段暴露于所述容纳槽从而形成裹附部；

b.提供内铁壳并将内铁壳套设于所述端子模组，所述内铁壳上端设有与所述容纳槽贯

通的贯通槽，所述内铁壳设有抬起部，然后提供外壳并将所述外壳套设于所述内铁壳外；及

c.于所述基座后下方注入防水材料且令防水材料通过所述容纳槽进入贯通槽而灌满

所述容纳槽及贯通槽以形成防水部，令所述防水材料包裹所述裹附部，令所述防水部呈墙

状封堵于所述外壳与端子模组之间且四周封闭于所述外壳的内表面内，所述防水部之位于

所述基座上方的部分在前后方向上限位于所述外壳与所述内铁壳的抬起部之间。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连接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于所述步骤a中令端子的所

述裹附部四周皆悬空，所述步骤c所使用的防水材料为胶水，于所述步骤c中令所述胶水包

裹所述裹附部的四周。

8.如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电连接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提供加强片

并于所述加强片上注塑绝缘壳从而制得所述外壳。

9.如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电连接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连接器的制造方

法进一步包括将一防水圈浇注或套设于所述外壳前端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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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接器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有关一种电连接器，尤其是指一种适用于正反插的电连接器及其制造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2015年1月7日公告的中国实用新型第204088689U号专利揭示的正反插连接器包

括设有上基座与上舌板的上本体、固持于所述上本体的上排端子、设有下基座与下舌板的

下本体、固持于所述下本体的下排端子。所述上基座与下基座之间设有贯穿上基座上表面

的第一容纳空间。所述上舌板与下舌板之间的第二容纳空间。所述上排端子设有接触部、连

接部及焊接部。所述上排端子的连接部部分露出于所述第一容纳空间。利用一胶口向所述

第一容纳空间注入塑胶，塑胶沿着第一容纳空间流入第二容纳空间并填满第一、第二容纳

空间并包裹连接部从而实现防水。塑胶冷却后形成塑胶块。端子被塑胶块包裹而非被胶水

包裹，产品过高温时塑胶块与端子有剥离的可能，存在防水失效的可能。

[0003] 2016年4月6日公开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第105470697A号专利揭示的正反插连接

器包括设有容纳槽的端子模组、内铁壳、外铁壳及防水部。所述端子模组上表面形成灌胶

口。所述内铁壳安装于所述端子模组后从灌胶口灌入胶水。胶水从灌胶口流入容纳槽后形

成所述防水部。所述防水部形成于所述内铁壳之内无法封堵内铁壳与外铁壳之间的间隙。

[0004] 因此，确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电连接器及其制造方法，以克服上述缺陷。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实现良好防水的电连接器及其制造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电连接器包括端子模组、套设于所

述端子模组外的内铁壳及覆盖于所述内铁壳外的外壳，所述端子模组包括设有基座与舌板

的绝缘本体、固持于所述绝缘本体的两排端子及金属屏蔽片，各所述端子包括露出于所述

舌板表面的接触部、尾部及连接于所述接触部与尾部的连接部，其中，所述基座设有容纳

槽，所述电连接器进一步包括由防水材料制得并形成于所述基座上的防水部，所述端子的

连接部包括暴露于所述容纳槽并被所述防水材料包裹的裹附部，所述防水部呈墙状封堵于

所述外壳与端子模组之间。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防水材料为胶水，所述端子的裹附部四周皆被所述胶水包裹，所述

防水部之位于所述基座下方的部分呈向后开放状。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内铁壳上端设有与所述容纳槽贯通的贯通槽，所述防水材料通过

所述容纳槽进入贯通槽，所述防水部四周封闭于所述外壳的内表面内。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内铁壳设有抬起部，所述防水部之位于所述基座上方的部分在前

后方向上限位于所述外壳与所述内铁壳的抬起部之间，所述防水部之位于所述基座下方的

部分呈向后开放状。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外壳包括加强片及注塑成型于所述加强片的绝缘壳，所述防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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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位于所述基座上方的部分贴附于所述加强片内，所述防水部之位于所述基座下方的部分

贴附于所述绝缘壳内并位于所述内铁壳后方。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绝缘壳包括前限位部、后限位部及形成于所述前限位部与后限位

部之间的限位槽，所述电连接器进一步包括浇注或套设于所述限位槽内的防水圈。

[0012] 进一步地，一种电连接器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通过注塑成型制得端子模

组，令所述端子模组包括设有基座与舌板的绝缘本体及固持于所述绝缘本体的两排端子，

令各所述端子包括露出于所述舌板表面的接触部、尾部及连接于所述接触部与尾部的连接

部，令所述基座设有容纳槽，且令所述端子的连接部的其中一段暴露于所述容纳槽从而形

成裹附部；b.提供内铁壳并将内铁壳套设于所述端子模组，然后提供外壳并将所述外壳套

设于所述内铁壳外；及c.于所述基座后下方注入防水材料且令防水材料灌满所述容纳槽以

形成防水部，令所述防水材料包裹所述裹附部，令所述防水部呈墙状封堵于所述外壳与端

子模组之间。

[0013] 进一步地，于所述步骤a中令各端子的所述裹附部四周皆悬空，所述步骤c所使用

的防水材料为胶水，于所述步骤c中令所述胶水包裹所述裹附部的四周。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b中提供加强片并于所述加强片上注塑绝缘壳从而制得所述

外壳。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电连接器的制造方法进一步包括将一防水圈浇注或套设于所述外

壳前端的步骤。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所述防水部呈墙状封堵于所

述外壳与端子模组之间从而可以封堵端子座与内铁壳、外壳之间的间隙。端子的裹附部被

胶水包裹，而非被绝缘本体包裹，如此在产品过高温时，防水材料不易与端子剥离，从而确

保良好的防水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电连接器的立体组装图。

[0018] 图2是图1另一角度的立体组装图。

[0019] 图3是图2所示的电连接器去除防水部的立体图。

[0020] 图4是电连接器的部分立体分解图，内铁壳套设于端子模组10上。

[0021] 图5是图4另一角度的立体图。

[0022] 图6是端子模组与内铁壳分离的立体图。

[0023] 图7是端子模组的立体图。

[0024] 图8是图7另一角度的立体图。

[0025] 图9是端子模组的立体分解图。

[0026] 图10是图1沿A-A线的剖视图。

[0027] 图11是图1沿B-B线的剖视图。

[0028] 【主要组件符号说明】

[0029] 电连接器           100           端子模组          10

[0030] 绝缘本体           1            上本体            1a

[0031] 下本体             1b            注塑本体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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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基座               11           容纳槽            111

[0033] 卡扣槽             112          凹槽              113

[0034] 舌板               12           卡勾              14

[0035] 卡孔15                          端子              2

[0036] 接触部             21           连接部            22

[0037] 裹附部             221           尾部              23

[0038] 金属屏蔽片         3             接地脚            31

[0039] 内铁壳             5            贯通槽            51

[0040] 主体部             52           卡扣部            521

[0041] 抬起部             53            弯折部            531

[0042] 安装脚             532           外壳              6

[0043] 加强片             61            片状部            611

[0044] 固持部             612          绝缘壳            62

[0045] 套筒部             620          前限位部          621

[0046] 后限位部           622          限位槽            623

[0047] 安装部             624          台阶部            625

[0048] 凸肋               626          防水部            7

[0049] 防水圈             8

[0050]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以下，将结合图1至图11介绍本发明电连接器100及其制造方法的具体实施方式。

[0052] 本发明电连接器100为插座连接器，其包括端子模组10、套设于所述端子模组10外

的内铁壳5、套设于所述内铁壳5外侧的外壳6、由胶水制得的防水部7、浇注或套设于所述外

壳6前端的防水圈8。

[0053] 参阅图6至图8，所述端子模组10包括设有基座11与舌板12的绝缘本体1、固持于所

述绝缘本体1的两排端子2及金属屏蔽片3。结合图9，端子模组10包括具有上本体1a与两排

端子2中的上排端子2的上模组(未标号)、具有下本体1b与两排端子2中的下排端子2的下模

组(未标号)、夹持于所述上、下模组之间的金属屏蔽片3及注塑成型于所述上、下模组上的

注塑本体1c。所述基座11由上模组、下模组、注塑本体1c三者的后端部共同构成。所述舌板

12由上模组、下模组、注塑本体1c三者的向前延伸的部分共同构成。上本体1a与下本体1b的

一者前端设有卡勾14，另一者设有与所述卡勾14卡扣的卡孔15。所述基座11前端设有若干

卡扣槽112。所述基座11进一步设有位于所述若干卡扣槽112后端且呈环状环绕于基座11四

周的容纳槽111及位于容纳槽后方的凹槽113。

[0054] 参阅图6至图8、图10及图11，各所述端子2包括露出于所述舌板12表面的接触部

21、焊接于电路板(未图示)的尾部23及连接于所述接触部21与尾部23的连接部22。各所述

端子2的连接部22包括四周皆呈悬空状暴露于所述容纳槽111并在成型防水部7时被所述胶

水包裹的裹附部221。

[0055] 参图9，所述金属屏蔽片3后端向下延伸有一对接地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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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参阅图4，所述内铁壳5设有筒状的主体部52、位于所述主体部52后方的抬起部53、

形成于所述主体部52与抬起部53之间且与所述容纳槽111贯通的贯通槽51。所述主体部52

上向内突设有若干卡扣部521。抬起部53上表面高于所述主体部52上表面，抬起部53两侧向

下延伸有一对安装脚532。

[0057] 结合图4与图10，所述外壳6包括注塑成型成一体的加强片61及绝缘壳62。所述绝

缘壳62包括套筒部620、自所述套筒部620两侧向两侧延伸的一对安装部624、自所述套筒部

620前端向外突起的前限位部621、后限位部622及形成于所述前限位部621与后限位部622

之间的限位槽623。所述绝缘壳62内侧形成台阶部625。绝缘壳62内部设有沿前后方向延伸

以增强固持力的凸肋626。所述加强片61设有片状部611及自所述片状部611向下延伸的若

干固持部612。

[0058] 参阅图1至图11，所述电连接器100的制造方法依序包括以下步骤。

[0059] 步骤a：通过注塑成型制得端子模组10。端子模组10可由绝缘本体1、两排端子2、金

属屏蔽片3一次注塑成型后再次注塑封堵模具孔后成型。或者，端子模组10也可先成型包括

上本体1a与上排端子2的上模组、及包括下本体1b与下排端子2的下模组，将金属屏蔽片3夹

持于上模组与下模组之间，令上本体1a与下本体1b通过卡勾14与卡孔15卡扣，然后通过再

次注塑令上模组、下模组及金属屏蔽片3成型为一整体。再次注塑的材料形成注塑本体1c。

两种成型方式都需令所述基座11设有容纳槽111，且令各所述端子2的连接部22的其中一段

四周皆呈悬空状暴露于所述容纳槽111从而形成裹附部221。

[0060] 步骤b：提供内铁壳5并将内铁壳5套设于所述端子模组10。令内铁壳5的卡扣部521

卡扣于所述绝缘本体1的卡扣槽112。令一对弯折部531嵌入所述绝缘本体1的凹槽113。提供

加强片61并于所述加强片61上注塑绝缘壳62从而制得所述外壳6。令所述固持部612嵌设于

所述套筒部620以增强加强片61与绝缘壳62的固持力。绝缘壳62由于有加强片61成型在一

起而令其强度得到提高。将所述外壳6套设于所述内铁壳5外，令内铁壳5前端抵持于所述绝

缘壳62的台阶部625。

[0061] 步骤c：于基座11后下方注入胶水且令胶水灌满所述容纳槽111并进入所述贯通槽

51以形成防水部7，如图10所示，从而令防水部7之位于所述基座11下方的部分呈向后方开

放状，即后面没有阻挡物，下边缘及侧边缘贴附于所述绝缘壳62内及所述内铁壳5后端。灌

胶完成后，令所述胶水包裹各所述裹附部221的四周。所述防水部7之位于所述基座11上方

的部分到达所述贯通槽51从而限位于所述绝缘壳62与所述内铁壳5的抬起部53之间，上端

贴附于所述加强片61内。防水部7呈墙状封堵于所述外壳6与端子模组10之间，四周封闭于

所述外壳6的内表面内。此步骤中除了胶水，也可使用液态硅胶等不同于绝缘本体1的塑胶

材料的其他防水材料。

[0062] 步骤d：将一防水圈8套设于所述绝缘壳6的限位槽623。或者，防水圈8也可通过于

所述限位槽623内浇注胶水、树脂、液态硅胶等防水材料而形成。步骤d可发生在成型外壳6

的步骤b中，也可发生在步骤c之后。

[0063] 内铁壳5与外壳6都安装于所述端子模组10后再灌胶，令所述防水部7呈墙状封堵

于所述外壳6与端子模组10之间从而可以封堵端子座10与内铁壳5、外壳6之间的间隙。灌胶

时先从基座11后下方灌入防水材料从而使得基座11后下方的防水部7呈向后开放状，后面

没有阻挡，如此令操作容易进行。端子2的裹附部221被胶水包裹，而非被绝缘本体1包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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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产品过高温时，防水材料不易与端子2剥离，从而确保良好的防水效果。

[006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部分实施方式，不是全部的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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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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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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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