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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卡座组件及插卡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卡座组件及插卡设备，所

述卡座组件包括卡托和卡座，所述卡座包括底座

及锁卡弹片，所述锁卡弹片的一端固定在所述底

座上，另一端包括卡扣部；所述卡托包括与所述

卡扣部匹配的卡槽部，当所述卡托插入所述卡座

并到达行程末端时，所述卡扣部与所述卡槽部配

合以锁定所述卡托。通过上述方式，本发明能够

增大卡托与卡座配合的保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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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卡座组件，包括卡托和卡座，其特征在于，

所述卡座包括底座及锁卡弹片，所述锁卡弹片的一端固定在所述底座上，另一端包括

卡扣部；所述卡扣部为钩部，所述钩部的弯折方向为背向所述底座方向；

所述卡托包括与所述卡扣部匹配的卡槽部，所述卡槽部为面向所述底座方向的凹槽，

当所述卡托插入所述卡座并到达行程末端时，所述卡扣部与所述卡槽部配合以锁定所述卡

托，

所述钩部的长度小于等于所述凹槽的长度且所述钩部的宽度小于等于所述凹槽的宽

度；当所述卡托插入所述卡座并到达行程末端时，所述钩部的端部抵顶所述凹槽的侧壁以

锁定所述卡托，

所述锁卡弹片包括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所述第二部位于所述第一部与所述第三

部之间；所述第一部在垂直方向的高度大于所述第二部第一预定距离，所述第一部与所述

第二部之间通过台阶部耦接；所述第一部的端部固定在所述底座上，所述第三部包括所述

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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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卡座组件及插卡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插卡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卡座组件及插卡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设备已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SD卡、SIM

卡等卡片类部件是这些设备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大多数具有良好的兼容性，用于设备

之间数据存储和交换。

[0003] 目前，市面上大多采用卡座组件将卡片插入移动设备中。卡座组件包括卡座与卡

托，两者通过卡座侧面的弹片和卡托侧面凹槽配合以锁定卡托。该配合方法虽然能形成一

定的保持力，但无法完全锁住卡托，当移动设备跌落时，卡座组件会受到较大冲击力，卡托

还是存在掉落的风险。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卡座组件及插卡设备，能够增大卡托与卡

座配合的保持力。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卡座组件，包括卡

托和卡座，所述卡座包括底座及锁卡弹片，所述锁卡弹片的一端固定在所述底座上，另一端

包括卡扣部；所述卡托包括与所述卡扣部匹配的卡槽部，当所述卡托插入所述卡座并到达

行程末端时，所述卡扣部与所述卡槽部配合以锁定所述卡托。

[0006] 其中，所述卡扣部为钩部，所述钩部的弯折方向为背向所述底座方向；所述卡槽部

为面向所述底座方向的凹槽；所述钩部的长度和宽度分别小于等于所述凹槽的长度和宽

度；当所述卡托插入所述卡座并到达行程末端时，所述钩部的端部抵顶所述凹槽的侧壁以

锁定所述卡托。

[0007] 其中，所述锁卡弹片包括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所述第二部位于所述第一部与

所述第三部之间；所述第一部在垂直方向的高度大于所述第二部第一预定距离，所述第一

部与所述第二部之间通过台阶部耦接；所述第一部的端部固定在所述底座上，所述第三部

包括所述钩部。

[0008] 其中，所述卡座进一步包括旋转片，所述旋转片与所述底座枢接，且在所述底座一

侧可转动；当所述卡托插入所述卡座即将达行程末端时，所述卡托抵压所述锁卡弹片的所

述钩部且与所述旋转片抵接，当所述卡托到达行程末端时，所述锁卡弹片的钩部抵顶所述

卡托的所述凹槽的侧壁，此时与所述卡托抵接的所述旋转片的第一端在垂直方向上对应所

述锁卡弹片的所述第二部，且距离所述第二部具有第二预定距离，所述第二预定距离小于

所述第一预定距离；当所述卡托从所述卡座中退出时，所述旋转片的所述第一端旋转至与

所述锁卡弹片的所述第一部耦接，所述第一部受到面向所述底座方向的力，进而带动所述

第二部和所述第三部向所述底座方向倾斜，所述钩部与所述凹槽脱离，与所述卡托抵接的

所述旋转片进而带动所述卡托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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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其中，所述底座包括基板和凸起设置于所述基板承托一面的第一侧臂；所述锁卡

弹片的所述第一部的端部固定在所述第一侧臂上；所述基板对应所述锁卡弹片的所述第二

部和所述第三部位置具有容置空间，所述锁卡弹片的所述第二部和所述第三部位于所述容

置空间内部或上方。

[0010]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另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插卡设备，包括

卡座组件，所述卡座组件包括卡座与卡托，所述卡座包括底座及锁卡弹片，所述锁卡弹片的

一端固定在所述底座上，另一端包括卡扣部；所述卡托包括与所述卡扣部匹配的卡槽部，当

所述卡托插入所述卡座并到达行程末端时，所述卡扣部与所述卡槽部配合以锁定所述卡

托。

[0011] 其中，所述卡扣部为钩部，所述钩部的弯折方向为背向所述底座方向；所述卡槽部

为面向所述底座方向的凹槽；所述钩部的长度和宽度分别小于等于所述凹槽的长度和宽

度；当所述卡托插入所述卡座并到达行程末端时，所述钩部的端部抵顶所述凹槽的侧壁以

锁定所述卡托。

[0012] 其中，所述锁卡弹片包括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所述第二部位于所述第一部与

所述第三部之间；所述第一部在垂直方向的高度大于所述第二部第一预定距离，所述第一

部与所述第二部之间通过台阶部耦接；所述第一部的端部固定在所述底座上，所述第三部

包括所述钩部。

[0013] 其中，所述卡座进一步包括旋转片，所述旋转片与所述底座枢接，且在所述底座一

侧可转动；当所述卡托插入所述卡座即将达行程末端时，所述卡托抵压所述锁卡弹片的所

述钩部且与所述旋转片抵接，当所述卡托到达行程末端时，所述锁卡弹片的钩部抵顶所述

卡托的所述凹槽的侧壁，此时与所述卡托抵接的所述旋转片的第一端在垂直方向上对应所

述锁卡弹片的所述第二部，且距离所述第二部具有第二预定距离，所述第二预定距离小于

所述第一预定距离；当所述卡托从所述卡座中退出时，所述旋转片的所述第一端旋转至与

所述锁卡弹片的所述第一部耦接，所述第一部受到面向所述底座方向的力，进而带动所述

第二部和所述第三部向所述底座方向倾斜，所述钩部与所述凹槽脱离，与所述卡托抵接的

所述旋转片进而带动所述卡托退出。

[0014] 其中，所述底座包括基板和凸起设置于所述基板承托一面的第一侧臂；所述锁卡

弹片的所述第一部的端部固定在所述第一侧臂上；所述基板对应所述锁卡弹片的所述第二

部和所述第三部位置具有容置空间，所述锁卡弹片的所述第二部和所述第三部位于所述容

置空间内部或上方。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区别于现有技术的情况，本发明所提供的卡座组件包括卡

托和卡座，卡座包括锁卡弹片，锁卡弹片的一端固定在卡座底座上，另一端包括卡扣部；卡

托具有与卡扣部匹配的凹槽，通过卡扣部与凹槽的配合，加强卡座与卡托之间的保持力，进

而降低卡托从卡座中脱落的风险。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卡座组件一实施方式的正视图及剖面图；

[0017] 图2是图1中卡座一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图1中卡托一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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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4是图1中锁卡弹片一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卡托从卡座退出时一实施方式的剖面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插卡设备一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请参阅图1，图1为本发明卡座组件一实施方式的正视图及剖面图，图1中剖视图的

剖面线为图中A-A。同时请结合图2和图3，图2为图1中卡座一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图3为

图1中卡托一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本发明所提供的的卡座组件包括卡座1和卡托2，如图

2所示，卡座1包括底座10及锁卡弹片12，锁卡弹片12的一端120固定在底座10上，另一端122

包括卡扣部122；如图3所示，卡托2包括与卡扣部122匹配的卡槽部200；如图1中剖视图所

示，当卡托2插入卡座1并到达行程末端时，卡扣部122与卡槽部200配合以锁定卡托2。在本

实施例中，卡扣部122为钩部122，钩部122的弯折方向为背向底座10方向；卡托2的卡槽部

200为面向底座10方向的凹槽200；钩部122的长度和宽度分别小于等于凹槽200的长度和宽

度，以使当卡托2插入卡座1并到达行程末端时，钩部122能卡入凹槽200内，且钩部122的端

部抵顶凹槽200的侧壁以锁定卡托2。需要知道的是，在其他实施例中，卡扣部122也可为其

他，如“工字型”结构、“S”型结构等，本发明对此不作限定；在本实施例中，钩部122的端部抵

顶凹槽200的任意一条侧壁均可以，如图1所示，钩部122的端部可以抵顶凹槽200的左边、右

边、上边任一条侧壁，本发明对此不作限定；另外本实施例中钩部122的端部可以是指钩部

末端，也可以指钩部弯折的区域。

[0023] 在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中，请参阅图4，图4为图1中锁卡弹片一实施方式的结构示

意图。锁卡弹片40包括一体成型或者分段成型相互连接的第一部400、第二部402和第三部

404，第二部402位于第一部400与第三部404之间；第一部400在垂直方向的高度大于第二部

402第一预定距离D1，第一部400与第二部402之间通过台阶部406耦接，在本实施例中，D1取

值范围为3-10mm，在其他实施例中可以为其他；另外台阶部406可以如图4中一层台阶，也可

为多层台阶形成。上述锁卡弹片的第一部400的端部固定在底座10上，第三部404包括钩部

404。在本实施例中锁卡弹片40的材质为铜、铝等金属或者其他材质的工程塑料，本发明对

此不作限定。

[0024] 请再次参阅图2，卡座1的底座10包括基板100和凸起设置于基板100承托一面的第

一侧臂102，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指第一侧壁102可以是自基板100侧边上形成的整条侧壁，

也可以是自基板100侧边上形成的一凸块，此时锁卡弹片40的第一部400的端部固定在第一

侧臂102上，该固定方式可以是通过螺孔将端部固定在第一侧壁102上，也可以是第一侧壁

102内具有第二凹槽，该第二凹槽的大小与第一部400的端部匹配，本发明对固定方式不作

限定；另外基板100对应锁卡弹片40的第二部402和第三部403位置具有容置空间103，该容

置空间可以是贯通或者非贯通的第三凹槽，锁卡弹片40的第二部402和第三部404位于容置

空间103内部或上方，该容置空间103设计目的是为了卡托2退出时，锁卡弹片40的第三部

404即钩部能与卡托的凹槽32分离。

[0025] 下面将详细说明卡托2插入或者退出卡座1的过程。请再次参阅图1-图3，通常卡座

1还包括旋转片14和推杆16，旋转片14与底座10枢接，且在底座10一侧可转动，推杆16与旋

转片14一端耦接；卡托2还包括凸台22，在凸台22上在对应推杆16的位置具有顶针孔220。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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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2插入卡座1即将到行程成末端时，卡托2与旋转片14抵接，且卡托2抵压锁卡弹片40的

钩部404(122)，当卡托2行进到行程末端时，钩部404(122)的端部抵顶卡托2的凹槽200的侧

壁，此时与卡托2抵接的旋转片14的第一端在垂直方向上对应锁卡弹片40的第二部402，且

距离第二部402具有第二预定距离D2，D2值小于D1，本实施例中D2取值比D1小0.5-2.5mm；当

卡托2从卡座1中退出时，如图5所示，卡座1的推杆16受到顶针孔220的推力，推杆16进而带

动旋片14旋转；当旋转片14的第一端旋转至与锁卡弹片40的第一部400耦接时，由于D2值小

于D1，因此第一部400受到面向底座10方向的力，进而带动第二部402和第三部404向底座10

方向倾斜，此时底座10的容置空间103有足够的空间使第二部402和第三部404倾斜，当钩部

404与凹槽200脱离后，与卡托2抵接的旋转片14进而带动卡托2退出。

[0026] 请参阅图6，图6为本发明插卡设备一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该插卡设备6包括上

述实施例中的卡座组件60。需要说明的是，卡座组件60的位置可以在插卡设备上任意位置。

当插卡设备60跌落时，卡座组件60受到较大的冲击力，此时卡座里的卡扣部会紧扣住卡托

的卡槽部，当卡扣部为钩部，卡槽部为凹槽时，钩部紧钩住凹槽的侧壁，进而降低卡托脱落

的风险。

[0027] 综上所述，区别于现有技术的情况，本发明所提供的卡座组件包括卡托和卡座，卡

座包括锁卡弹片，锁卡弹片的一端固定在卡座底座上，另一端包括卡扣部；卡托具有与卡扣

部匹配的凹槽，通过卡扣部与凹槽的配合，加强卡座与卡托之间的保持力，进而降低卡托从

卡座中脱落的风险。

[002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

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

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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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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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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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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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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