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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平躺式电连接器，包括有绝

缘主体、第一组端子、后塞、第二组端子及后盖；

绝缘主体的前端设有插槽，后端设有上下分层的

植入口，以及绝缘主体的后端下侧设有端子支顶

台和凹陷槽；第一组端子组装到绝缘主体上，第

一组端子的两排焊接引脚分别定位在绝缘主体

后端的端子支顶台和凹陷槽上；后塞组装在绝缘

主体的后端并稳固第一组端子，第二组端子组装

到绝缘主体上，第二组端子的焊接引脚顺沿后塞

的斜导面斜置弯折并定位在后塞上；后盖组装在

绝缘主体的后端并稳固第二组端子。本实用新型

结构稳定、紧凑，制作及组装方便，满足产品的

GEN3规格高频需求，端子固定稳固,减少端子回

弹，提高产品端子焊接引脚的平整度，保证产品

尺寸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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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躺式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有：

绝缘主体（1），该绝缘主体（1）为长条状，绝缘主体（1）的前端设有插槽（11），绝缘主体

（1）的后端设有上下分层的植入口（12），植入口（12）与插槽（11）连通；绝缘主体（1）的后端

下侧设有端子支顶台（13），端子支顶台（13）沿绝缘主体（1）的长度方向间隔分布，且相邻端

子支顶台（13）之间的绝缘主体胶位设有朝前内凹的凹陷槽（14）；

第一组端子（2），该第一组端子（2）从绝缘主体（1）的下层植入口（12）组装到绝缘主体

（1）上，第一组端子（2）的焊接引脚朝下弯折并分折成前后两排焊接引脚，该第一组端子（2）

的两排焊接引脚分别定位在绝缘主体（1）后端的端子支顶台（13）和凹陷槽（14）上；

后塞（3），该后塞（3）组装在绝缘主体（1）的后端并稳固第一组端子（2），后塞（3）朝向绝

缘主体（1）的一侧设有顶压支脚（31）和顶压槽（32），该顶压支脚（31）插入绝缘主体（1）后端

的凹陷槽（14）中顶压第一组端子（2）的对应焊接引脚，顶压槽（32）配合绝缘主体（1）后端的

端子支顶台（13）顶压第一组端子（2）的对应焊接引脚；所述后塞（3）的上侧设有朝后倾斜的

斜导面（33），后塞（3）的后侧端设有端子支顶齿（34）和端子导向槽（35）；

第二组端子（4），该第二组端子（4）从绝缘主体（1）的上层植入口（12）组装到绝缘主体

（1）上，第二组端子（4）的接触部与第一组端子（2）的接触部在绝缘主体（1）的插槽（11）中形

成上下间隔相对望之形态；第二组端子（4）的焊接引脚顺沿后塞（3）的斜导面（33）斜置弯折

并定位在端子支顶齿（34）和端子导向槽（35）上成前后两排焊接引脚；

后盖（5），该后盖（5）组装在绝缘主体（1）的后端并稳固第二组端子（4），后盖（5）具有内

斜面配合后塞（3）的斜导面（33）夹压第二组端子（4）；后盖（5）还设有朝前凸伸且间隔的支

顶脚（51），支顶脚（51）插入后塞（3）的端子导向槽（35）中顶压第二组端子（4）的对应焊接引

脚，而后塞（3）的端子支顶齿（34）恰好容嵌在后盖（5）间隔的支顶脚（51）之间并稳固第二组

端子（4）的对应焊接引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躺式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主体（1）的后端左右

侧设有朝后延伸的支撑墙（15），后塞（3）及后盖（5）均嵌设在左右支撑墙（15）之间，且后塞

（3）及后盖（5）通过卡扣连接支撑墙（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躺式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塞（3）的部分或全部顶

压支脚（31）设有防退卡点（311），防退卡点（311）与绝缘主体（1）后端相应的凹陷槽（14）内

壁卡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平躺式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主体（1）的后端设

有定位块（16），该定位块（16）配合后塞（3）上的定位槽（36）嵌合定位，后塞（3）的左右侧端

设有导入筋（37），导入筋（37）配合支撑墙（15）内侧的导入槽（151）嵌合连接，且导入槽

（151）中设有第一卡台（152）和第二卡台（153），第一卡台（152）设置在导入槽（151）内底面，

第一卡台（152）配合后盖（5）的第一倒钩（52）卡接；所述第二卡台（153）设置在导入槽（151）

的上下内侧面，第二卡台（153）卡接后塞（3）的导入筋（37）的后端，所述后盖（5）上还设有第

二倒钩（53），第二倒钩（53）与第一倒钩（52）上下间隔分布，第二倒钩（53）卡接支撑墙（15）

内侧的相应卡槽（154）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平躺式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后盖（5）与绝缘主体（1）之

间附加超声波焊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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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躺式电连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连接器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平躺式电连接器。

背景技术

[0002] 电连接器中，如PCI-Express(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express)是

一种高速串行计算机扩展总线标准。与PCI-E  2.0相比，PCI-E  3.0的目标是带宽继续翻倍

达到10GB/s，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提高速度，PCI-E  3.0的信号频率从2.0的5GT/s提高到

8GT/s，编码方案也从原来的8b/10b变为更高效的128b/130b，其他规格基本不变，每周期依

然传输2位数据，支持多通道并行传输。除了带宽翻倍带来的数据吞吐量大幅提高之外，

PCI-E  3.0的信号速度更快，相应地数据传输的延迟也会更低。此外，针对软件模型、功耗管

理等方面也有具体优化。简而言之，PCI-E  3.0就跟高速路一样，车辆跑得更快，发车间隔更

低，座位更舒适。然而，现有的PCI-E  3.0电连接器在组装制作及使用上还存在不足，需要进

一步改进，以满足电子设备升级使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平躺式电连接器，优化结构，方便组装，使用结构

稳定、可靠。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平躺式电连接器，其包括有：

[0006] 绝缘主体，该绝缘主体为长条状，绝缘主体的前端设有插槽，绝缘主体的后端设有

上下分层的植入口，植入口与插槽连通；绝缘主体的后端下侧设有端子支顶台，端子支顶台

沿绝缘主体的长度方向间隔分布，且相邻端子支顶台之间的绝缘主体胶位设有朝前内凹的

凹陷槽；

[0007] 第一组端子，该第一组端子从绝缘主体的下层植入口组装到绝缘主体上，第一组

端子的焊接引脚朝下弯折并分折成前后两排焊接引脚，该第一组端子的两排焊接引脚分别

定位在绝缘主体后端的端子支顶台和凹陷槽上；

[0008] 后塞，该后塞组装在绝缘主体的后端并稳固第一组端子，后塞朝向绝缘主体的一

侧设有顶压支脚和顶压槽，该顶压支脚插入绝缘主体后端的凹陷槽中顶压第一组端子的对

应焊接引脚，顶压槽配合绝缘主体后端的端子支顶台顶压第一组端子的对应焊接引脚；所

述后塞的上侧设有朝后倾斜的斜导面，后塞的后侧端设有端子支顶齿和端子导向槽；

[0009] 第二组端子，该第二组端子从绝缘主体的上层植入口组装到绝缘主体上，第二组

端子的接触部与第一组端子的接触部在绝缘主体的插槽中形成上下间隔相对望之形态；第

二组端子的焊接引脚顺沿后塞的斜导面斜置弯折并定位在端子支顶齿和端子导向槽上成

前后两排焊接引脚；

[0010] 后盖，该后盖组装在绝缘主体的后端并稳固第二组端子，后盖具有内斜面配合后

塞的斜导面夹压第二组端子；后盖还设有朝前凸伸且间隔的支顶脚，支顶脚插入后塞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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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导向槽中顶压第二组端子的对应焊接引脚，而后塞的端子支顶齿恰好容嵌在后盖间隔的

支顶脚之间并稳固第二组端子的对应焊接引脚。

[0011] 上述方案中，所述绝缘主体的后端左右侧设有朝后延伸的支撑墙，后塞及后盖均

嵌设在左右支撑墙之间，且后塞及后盖通过卡扣连接支撑墙。

[0012] 上述方案中，所述后塞的部分或全部顶压支脚设有防退卡点，防退卡点与绝缘主

体后端相应的凹陷槽内壁卡接。

[0013] 上述方案中，所述绝缘主体的后端设有定位块，该定位块配合后塞上的定位槽嵌

合定位，后塞的左右侧端设有导入筋，导入筋配合支撑墙内侧的导入槽嵌合连接，且导入槽

中设有第一卡台和第二卡台，第一卡台设置在导入槽内底面，第一卡台配合后盖的第一倒

钩卡接；所述第二卡台设置在导入槽的上下内侧面，第二卡台卡接后塞的导入筋的后端，所

述后盖上还设有第二倒钩，第二倒钩与第一倒钩上下间隔分布，第二倒钩卡接支撑墙内侧

的相应卡槽中。

[0014] 上述方案中，所述后盖与绝缘主体之间附加超声波焊接连接。

[0015] 本实用新型结构稳定、紧凑，制作及组装方便，满足产品的GEN3规格高频需求，端

子固定稳固,减少端子回弹，提高产品端子焊接引脚的平整度，保证产品尺寸稳定性，上板

组装方便、稳固，具有良好保持力，不易松脱，可承受反复插拔，使用寿命长。

[0016] 附图说明：

[0017] 附图1为本实用新型较佳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2为图1实施例的另一视角示意图；

[0019] 附图3为图1实施例的结构分解示意图；

[0020] 附图4为图1实施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5为图1实施例的第一组端子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6为图1实施例的第二组端子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7为图1实施例的后塞与绝缘主体组装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8为图1实施例的仰视图；

[0025] 附图9为图8的A处放大视图；

[0026] 附图10为图1实施例的后盖组装连接后示意图；

[0027] 附图11为图10实施例的沿A-A线剖视图；

[0028] 附图12为图10实施例的沿B-B线剖视图。

[0029]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作进一步说

明，以充分地了解本实用新型的目的、特征和效果。

[0031] 参阅图1~12所示，本实用新型有关一种平躺式电连接器，其包括有绝缘主体1、第

一组端子2、第二组端子4、后塞3及后盖5。该绝缘主体1为长条状，绝缘主体1的前端设有插

槽11，绝缘主体1的后端设有上下分层的植入口12，植入口12与插槽11连通。绝缘主体1的后

端下侧设有端子支顶台13，端子支顶台13沿绝缘主体1的长度方向间隔分布，且相邻端子支

顶台13之间的绝缘主体胶位设有朝前内凹的凹陷槽14。该第一组端子2从绝缘主体1的下层

植入口12组装到绝缘主体1上，第一组端子2的焊接引脚朝下弯折并分折成前后两排焊接引

脚，该第一组端子2的两排焊接引脚分别定位在绝缘主体1后端的端子支顶台13和凹陷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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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该后塞3组装在绝缘主体1的后端并稳固第一组端子2，后塞3朝向绝缘主体1的一侧设有

顶压支脚31和顶压槽32，该顶压支脚31插入绝缘主体1后端的凹陷槽14中顶压第一组端子2

的对应焊接引脚，顶压槽32配合绝缘主体1后端的端子支顶台13顶压第一组端子2的对应焊

接引脚。所述后塞3的上侧设有朝后倾斜的斜导面33，后塞3的后侧端设有端子支顶齿34和

端子导向槽35。该第二组端子4从绝缘主体1的上层植入口12组装到绝缘主体1上，第二组端

子4的接触部与第一组端子2的接触部在绝缘主体1的插槽11中形成上下间隔相对望之形

态，满足子板插入连接，实现信号传送。第二组端子4的焊接引脚顺沿后塞3的斜导面33斜置

弯折并定位在端子支顶齿34和端子导向槽35上成前后两排焊接引脚，该结构减少端子的使

用长度，节省材料，满足产品的GEN3规格高频需求。该后盖5组装在绝缘主体1的后端并稳固

第二组端子4，后盖5具有内斜面配合后塞3的斜导面33夹压第二组端子4，在实际组装时，第

二组端子4的焊接引脚顺沿后塞3的斜导面33斜置弯折后，还可在后塞3的斜导面33与第二

组端子4之间增加一层溶胶，增加固定端子作用，然后再盖上后盖5，获得极佳组装结构，保

证产品尺寸稳定性。本实施例中，后盖5还设有朝前凸伸且间隔的支顶脚51，支顶脚51插入

后塞3的端子导向槽35中顶压第二组端子4的对应焊接引脚，而后塞3的端子支顶齿34恰好

容嵌在后盖5间隔的支顶脚51之间并稳固第二组端子4的对应焊接引脚。本实用新型结构稳

定、紧凑，制作及组装方便，实现两组端四排焊脚的平躺式DIP型设计，满足产品的GEN3规格

高频需求，端子固定稳固,减少端子回弹，提高产品端子焊接引脚的平整度，保证产品尺寸

稳定性，上板组装方便、稳固，具有良好保持力，不易松脱，可承受反复插拔，使用寿命长。

[0032] 图1~12所示，本实施例中，进一步的，所述绝缘主体1的后端左右侧设有朝后延伸

的支撑墙15，后塞3及后盖5均嵌设在左右支撑墙15之间，且后塞3及后盖5通过卡扣连接支

撑墙15，绝缘主体1、后塞3及后盖5叠加组合，结构稳定、紧凑，制作及组装方便，整体性好。

进一步地，所述后塞3的部分或全部顶压支脚31设有防退卡点311，防退卡点311与绝缘主体

1后端相应的凹陷槽14内壁卡接，增加后塞3与绝缘主体1的夹持力，使第一组端子组装更稳

固。所述绝缘主体1的后端设有定位块16，该定位块16配合后塞3上的定位槽36嵌合定位，给

予后塞3方便、准确的组装，且具有稳固后塞3的作用。后塞3的左右侧端设有导入筋37，导入

筋37配合支撑墙15内侧的导入槽151嵌合连接，且导入槽151中设有第一卡台152和第二卡

台153，第一卡台152设置在导入槽151内底面，第一卡台152配合后盖5的第一倒钩52卡接；

所述第二卡台153设置在导入槽151的上下内侧面，第二卡台153卡接后塞3的导入筋37的后

端，所述后盖5上还设有第二倒钩53，第二倒钩53与第一倒钩52上下间隔分布，第二倒钩53

卡接支撑墙15内侧的相应卡槽154中。进一步地，所述后盖5与绝缘主体1卡扣连接后，后盖5

与绝缘主体1之间进一步附加超声波焊接连接，起到产品部件之间更融合，连接更稳定，减

少端子回弹，提高产品端子焊接引脚的平整度，保证产品尺寸稳定性，上板组装方便、稳固，

具有良好保持力，不易松脱，可承受反复插拔，使用寿命长。

[0033] 当然，以上虽然结合附图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具体实施例，但本实用新型不

应被限制于与以上的描述和附图完全相同的结构和操作，对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超出本实用新型构思和范围的情况下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还可对上述

实施例作出许多等效改进和变化，但这些改进和变化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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