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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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609998.4

(22)申请日 2016.07.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68464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5.17

(73)专利权人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471003 河南省洛阳市高新技术开发

区周山路10号

(72)发明人 孙晓龙　李思行　王颖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睿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1119

代理人 赵敏

(51)Int.Cl.

H01R 13/6585(2011.01)

H01R 13/15(2006.01)

H01R 4/60(2006.01)

H01R 13/4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401099 A,2013.11.20,

CN 202405539 U,2012.08.29,

CN 105140724 A,2015.12.09,

CN 101110849 A,2008.01.23,

CN 102349198 A,2012.02.08,

CN 204633034 U,2015.09.09,

US 2015280343 A1,2015.10.01,

审查员 郑亮

 

(54)发明名称

连接器组件及其屏蔽电连接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连接器组件及其屏蔽电连

接器。本发明的屏蔽电连接器包括可沿前后方向

或垂直于前后方向弹性伸缩或变形的浮动接触

部，且浮动接触部通过导电结构与连接器壳体导

电连接。适配连接器壳体上设有用于在连接器与

适配连接器插合到位后与浮动接触部弹性顶压

配合的接触部连接部，浮动接触部在自身的弹力

作用下可紧贴接触部连接部的相应侧壁，故而在

连接器组件在正常工件过程中插座连接器上的

连接器壳体与适配连接器壳体能通过相互配合

的浮动接触部及接触部连接部保持有效的电连

接，故连接器壳体和适配连接器壳体中未直接接

地的一个上的电流可经另一个上的接地导线引

出，实现连接器组件的整体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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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屏蔽电连接器，包括前端为插接端的连接器壳体，其特征在于：屏蔽电连接器还包括

用于与适配连接器壳体上的接触部连接部在前后方向上弹性顶压配合或在垂直于前后方

向的方向上弹性顶压配合的浮动接触部，浮动接触部通过导电结构与连接器壳体导电连

接，所述导电结构包括沿前后方向延伸的导向筒及设于导向筒一端的用于连接连接器壳体

的壳体连接结构，所述浮动接触部包括沿前后方向导向滑动插装于导向筒的内孔中的针轴

及顶装于针轴与导向筒的筒底之间的弹簧，导向筒的筒壁上靠近筒底处设有贯通导向筒壁

厚的排气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屏蔽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连接器壳体上开设有用于安装导

向筒的导向筒安装槽，导向筒安装槽与导向筒之间具有与排气孔相连通的环形的排气通

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屏蔽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连接结构为固定设置于

导向筒后端的沿前后方向延伸的螺杆段，导向筒上于其与螺杆段的连接处的外壁上还设有

用于与导向筒安装槽的槽底限位挡止的挡沿，挡沿具有用于与导向筒安装槽的槽底顶压配

合以实现两者接触电连的导电平面。

4.连接器组件，包括通过前端插配电连的屏蔽电连接器及适配连接器，屏蔽电连接器

包括连接器壳体，适配连接器包括适配连接器壳体，其特征在于：屏蔽电连接器还包括通过

导电结构与连接器壳体导电连接的浮动接触部，适配连接器壳体上设有用于与所述浮动接

触部在前后方向上弹性顶压配合或在垂直于前后方向的方向上弹性顶压配合以实现连接

器壳体与适配连接器壳体导电连接的接触部连接部，所述导电结构包括沿前后方向延伸的

导向筒及设于导向筒一端的用于连接连接器壳体的壳体连接结构，所述浮动接触部包括沿

前后方向导向滑动插装于导向筒的内孔中的针轴及顶装于针轴与导向筒的筒底之间的弹

簧，导向筒的筒壁上靠近筒底处设有贯通导向筒壁厚的排气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连接器壳体上开设有用于安装导向

筒的导向筒安装槽，导向筒安装槽与导向筒之间具有与排气孔相连通的环形的排气通道。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连接结构为固定设置于导

向筒后端的沿前后方向延伸的螺杆段，导向筒上于其与螺杆段的连接处的外壁上还设有用

于与导向筒安装槽的槽底限位挡止的挡沿，挡沿具有用于与导向筒安装槽的槽底顶压配合

以实现两者接触电连的导电平面。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导向筒位于所述导向筒安装槽

内的长度小于向前伸出导向筒安装槽内的长度。

8.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接触部连接部为开设于适

配连接器壳体上的供所述浮动接触部适配插装的插配槽，导向筒安装槽的槽口沿为第一抵

接面，插配槽的槽口沿为用于与第一抵接面抵接配合的第二抵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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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组件及其屏蔽电连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连接器组件及其屏蔽电连接器。

背景技术

[0002] 电连接器是电信号传输中广泛用到的部件，随着其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电连接

器仅能够完成普通的电信号传输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各种电气设备普遍需要信号传输

质量较好的电连接器。在电连接器正常工作情况下，插头接触件与插头壳体之间接触电连

而实现信号的导通，当电流由对插的接触件中流过时，电缆屏蔽层与连接器壳体之间会产

生感应电流，若不对此电流进行屏蔽，电连接器会对外界的电气设备产生信号干扰。

[0003] 在传统电连接器中，多是使插头壳体与插座壳体接触电连、将接触件上所连接的

线缆的屏蔽层与连接器壳体导电连接、再将插头壳体/插座壳体接地，这样电缆屏蔽层与连

接器壳体之间的感应电流就会通过接地导线引出而实现连接器内外的整体屏蔽。在上述电

连接器中，插头壳体与插座壳体通过螺钉实现锁紧，由于通过螺纹面进行锁紧并不可靠，所

以插头壳体与插座壳体之间易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这会造成不直连接地导线的插头壳体

或插座壳体中的感应电流无法引出而影响连接器的整体屏蔽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与适配连接器可靠导电连接的屏蔽电连接器；本发

明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使用上述屏蔽电连接器的连接器组件。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屏蔽电连接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屏蔽电连接器，包括前端为插接端的连接器壳体，屏蔽电连接器还包括用于与适

配连接器壳体上的接触部连接部在前后方向上弹性顶压配合或在垂直于前后方向的方向

上弹性顶压配合的浮动接触部，浮动接触部通过导电结构与连接器壳体导电连接。

[0007] 所述导电结构包括沿前后方向延伸的导向筒及设于导向筒一端的用于连接连接

器壳体的壳体连接结构，所述浮动接触部包括沿前后方向导向滑动插装于导向筒的内孔中

的针轴及顶装于针轴与导向筒的筒底之间的弹簧，导向筒的筒壁上靠近筒底处设有贯通导

向筒壁厚的排气孔。

[0008] 连接器壳体上开设有用于安装导向筒的导向筒安装槽，导向筒安装槽与导向筒之

间具有与排气孔相连通的环形的排气通道。

[0009] 所述壳体连接结构为固定设置于导向筒后端的沿前后方向延伸的螺杆段，导向筒

上于其与螺杆段的连接处的外壁上还设有用于与导向筒安装槽的槽底限位挡止的挡沿，挡

沿具有用于与导向筒安装槽的槽底顶压配合以实现两者接触电连的导电平面。

[0010] 本发明的连接器组件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1] 连接器组件，包括通过前端插配电连的屏蔽电连接器及适配连接器，屏蔽电连接

器包括连接器壳体，适配连接器包括适配连接器壳体，屏蔽电连接器还包括通过导电结构

与连接器壳体导电连接的浮动接触部，适配连接器壳体上设有用于与所述浮动接触部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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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向上弹性顶压配合或在垂直于前后方向的方向上弹性顶压配合以实现连接器壳体与

适配连接器壳体导电连接的接触部连接部。

[0012] 所述导电结构包括沿前后方向延伸的导向筒及设于导向筒一端的用于连接连接

器壳体的壳体连接结构，所述浮动接触部包括沿前后方向导向滑动插装于导向筒的内孔中

的针轴及顶装于针轴与导向筒的筒底之间的弹簧，导向筒的筒壁上靠近筒底处设有贯通导

向筒壁厚的排气孔。

[0013] 连接器壳体上开设有用于安装导向筒的导向筒安装槽，导向筒安装槽与导向筒之

间具有与排气孔相连通的环形的排气通道。

[0014] 所述壳体连接结构为固定设置于导向筒后端的沿前后方向延伸的螺杆段，导向筒

上于其与螺杆段的连接处的外壁上还设有用于与导向筒安装槽的槽底限位挡止的挡沿，挡

沿具有用于与导向筒安装槽的槽底顶压配合以实现两者接触电连的导电平面。

[0015] 导向筒位于所述导向筒安装槽内的长度小于向前伸出导向筒安装槽内的长度。

[0016] 所述接触部连接部为开设于适配连接器壳体上的供所述浮动接触部适配插装的

插配槽，导向筒安装槽的槽口沿为第一抵接面，插配槽的槽口沿为用于与第一抵接面抵接

配合的第二抵接面。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屏蔽电连接器包括可沿前后方向或垂直于前后方

向弹性伸缩或变形的浮动接触部，且浮动接触部通过导电结构与连接器壳体导电连接。适

配连接器壳体上设有用于在连接器与适配连接器插合到位后与浮动接触部弹性顶压配合

的接触部连接部，浮动接触部在自身的弹力作用下可紧贴接触部连接部的相应侧壁，故而

在连接器组件在正常工件过程中插座连接器上的连接器壳体与适配连接器壳体能通过相

互配合的浮动接触部及接触部连接部保持有效的电连接，故连接器壳体和适配连接器壳体

中未直接接地的一个上的电流可经另一个上的接地导线引出，实现连接器组件的整体屏

蔽。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连接器组件的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中的连接器组件尚未插合到位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1] 图4为图1中弹针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23] 本发明的连接器组件的具体实施例，如图1至图4所示，包括通过前端相互插合的

插座1（即一种屏蔽电连接器）和插头2（即一种适配连接器）。插座1包括导电材料制成的插

座壳体11、通过紧固螺钉13固定于插座壳体11中的插座绝缘体12及通过定位爪装在插座绝

缘体12中的插孔接触件14，插孔接触件14共有三个分别用于传送U、V、W三相电源。

[0024] 为将插孔接触件14固定安装于插座壳体11中，插座壳体11上开设有与插孔接触件

14的形状相适配的插孔安装孔111，插孔安装孔111的中部设有外凸的环状挡台112，插孔接

触件14上固定连接有受力收拢、不受力时展开的定位爪。当插孔接触件由后向前插装入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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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装孔111的过程中定位爪被环状挡台112的后端面而收拢以使得插孔接触件14的前端

进入插孔安装孔111中，当插孔接触件14被环状挡台112的前端面所挡止而不能继续前移

时，定位爪完全越过环状挡台112，故而定位爪在自身弹力作用下张开而被环状挡台112的

前端面所挡止以限制插孔接触件14后移。所以通过环状挡台112的前后端面分别限制了插

孔接触件14的后退与前移，实现了对插孔接触件14的方便固定。

[0025] 插孔接触件14的前端为插接端，后端为用于与外电源连接的连接端，插座端外电

缆通过安装在插座壳体11后端的电缆接头15与插孔接触件14导电连接。连接电缆接头15时

先剥开插座端外电缆端部的外壳使插座端外电缆的屏蔽层裸露，再将露出屏蔽层的插座端

外电缆装入电缆接头15中使电缆接头15中的三角形弹簧夹紧插座端外电缆的屏蔽层，最后

将电缆接头15螺纹装配在插座壳体11的后端，这就达到了通过电缆接头15电连接插座壳体

11与插座端外电缆屏蔽层的目的。

[0026] 插头2的具体结构与插座1类似，具体包括插头壳体21、通过紧固螺钉23固定在插

头壳体21中的插头绝缘体22及通过定位爪固定安装于插头绝缘体22中的三个插针接触件

24。插头壳体21的后端螺纹连接有用于实现插针接触件24与插头端外电缆导电连接的电缆

接头25，螺纹安装于插头壳体21中的电缆接头25的三角弹簧与插头端外电缆的屏蔽层接触

而实现了插头壳体21与插头端外电缆的导电连接。

[0027] 为便于插头2与插座1的插合，插头壳体21的前端设有先于接触件接触的引导段

27，插座壳体11上设有供引导段27插配的导槽17且导槽17的槽口处开设有喇叭口。故而在

插合的过程中插头壳体21上的引导段27被插座壳体11上的喇叭口引导而插入导槽17中，继

续对插时插针接触件24便可被引导段27与导槽17的引导配合所导向而插入至插孔接触件

中14。插头壳体21与插座壳体对插到位后，通过锁紧螺钉18将插头壳体21与插座壳体11固

定在一起并使两者的前端面相互抵接，此时插头壳体21与插座壳体11通过锁紧螺钉18的螺

纹面及两端面的直接接触部分接触导电配合，插座壳体11的前端面为第一抵接面，插头壳

体21的前端面为第二抵接面。具体说是，在锁紧螺钉18的头部与插头壳体21之间顶装有垫

片，锁紧螺钉18通过螺纹面与插座壳体11上的螺纹孔导电连接，锁紧螺钉18再经垫片压紧

插头壳体21的相应端面并实现与插头壳体21的导电连接，所以通过锁紧螺钉18与垫片实现

了插头壳体21与插座壳体11之间的导电连接。为避免螺纹配合面松脱而影响插头壳体21与

插座壳体11之间的导电性能，插座壳体11的前端面上安装有可沿前后方向伸缩的弹针16。

具体说是在插座壳体11上开设有贯通插座壳体11的前端面的导向筒安装槽，弹针16的头部

露出插座壳体11的前端面地安装于上述导向筒安装槽中，插座壳体21上对应开设有供弹针

16插入的弹针插配槽26，所以在插头与插座对插的过程中弹针16的头部会插入弹针插配槽

26中而实现插头壳体21与插座壳体11的接触电连。弹针16设置于锁紧螺钉18的内侧。

[0028] 弹针16包括沿前后方向延伸的导向筒161、弹簧162及针轴163，导向筒161具有前

端开口的内腔164，针轴163滑动插装在内腔164中，弹簧162位于内腔164中且其两端分别顶

压内腔164的腔底与针轴163的后端面。弹针还包括一体固定设置于导向筒161后端的螺杆

段167，插座壳体11上于导向筒安装槽的后侧同轴开设有供螺杆段167旋装的螺钉穿孔，导

向筒161上还设有用于限制导向筒161装入导向筒安装槽内深度的挡沿166，将弹针16通过

螺杆段167安装于插座壳体11中时，挡沿166的后端面与导向筒安装槽的槽底顶压配合而实

现弹针16与插座壳体11的导电连接。为便于内腔164中的气体排出，内腔164的靠近螺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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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处的腔壁上开设有贯通腔壁的排气孔165。导向筒安装槽上与排气孔165对应的孔段的

直径大于该段处导向筒161的外径而在导向筒161与插座壳体11之间形成供空气溢出的环

形的排气通道。由于弹针16的针轴163可沿前后方向伸缩，所以当插头壳体21的前端面与插

座壳体11的前端面之间因锁紧螺钉18松脱而产生间隙时，针轴163的前端面会沿前后方向

自动伸缩以适应两壳体前端面之间的间隙并保证插头壳体21与插座壳体11的导电连接。在

其他实施例中，导向筒及螺杆段均可以省去，此时弹针即被轴线沿前后方向延伸的弹簧或

是弹簧顶珠等其他可沿前后方向伸缩的浮动接触部代替，弹簧的末端或顶珠即构成用于弹

性顶压插配槽的槽底的浮动接触部，弹簧与插座壳体之间的接触连接结构即构成了用于实

现浮动接触部与插座壳体之间导电连接的导电结构；弹针也可以设置在插头壳体上，相应

地在插座壳体上设置供弹针适配装入的弹针插配槽；还可以将导槽设计为两段式的结构并

将弹针设置在导槽的前端，此时插头上的引导段的前端面即可用于与弹针插配电连而构成

接触部连接部。

[0029] 当在连接器组件中通入三相交流电后，插针/插孔接触件与相应壳体之间会产生

感应电流，为避免该感应电流对外界电气设备产生干扰，在插座壳体11的后端设置用于连

接接地导线的接地处19，在将插座壳体11与插头壳体21电连接后产生的感应电流即可经接

地导线引出而实现了电连接器的整体屏蔽功能。在其他实施例中，还可以在插头壳体21的

后端设置用于连接接地导线的接地处。

[0030] 为提高连接器组件整体的密封性能使其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在插头壳体11的导槽

17的槽底设置有胶垫110，故而在插头与插座插合到位后，插头座壳体21的引导段27顶压胶

垫110而实现插座壳体11与插座壳体的密封配合。电缆接头与相应壳体的连接处设有用于

实现两者接合面密封配合的O型圈。

[0031] 在其他实施例中：弹针还可以通过螺杆段与插座壳体实现导电连接；在排气孔向

前伸出插座壳体前端面的情况下，就不需要设计与导向筒之间可形式环形的排气通道的导

向筒安装槽；当然，在针轴与导向筒之间密封并不严密的情况下，导向筒上的排气孔也可以

省去；也可以只将导向筒做成导体，将螺杆段做成非导体，依靠导向筒上的挡沿与插座壳体

上的导向筒安装槽的相互顶压的端面实现两者的接触电连；弹针还可以被可沿垂直于前后

方向的方向弹性变形的弹爪代替，此时弹爪应导电固定在插座壳体上，弹爪的可沿径向收

张的端部用于与插配槽的侧壁顶压配合而形成所述浮动接触部，弹爪与插座壳体之间的接

触连接结构形成了所述的导电结构；当然在以上各实施例中，导向筒与弹爪均可以是固定

连接于壳体上而无论两者之间导电与否，再通过导线将弹簧端部的针轴或弹爪上的导电部

分与插座壳体电连接即可。

[0032] 屏蔽电连接器的实施例：本发明的屏蔽电连接器的具体结构与连接器组件的实施

例中插座的具体结构相同，可参考图1至图4，在此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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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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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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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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