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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的是一种内部设置有屏蔽

层的充电插座，具体说是电动汽车充电用插座。

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包括前壳体、

后壳体、端子模块一、端子模块二和屏蔽接地连

接模块；在后壳体上设置有向前伸出的端子模块

一和端子模块二，后壳体的前端设置有对应的前

壳体，前壳体上设置有用于穿插端子模块一和端

子模块二的插孔，端子模块一和端子模块二之间

通过屏蔽接地连接模块连接。所述的前壳体和后

壳体通过螺栓连接或卡扣连接。所述的端子模块

一包括信号端子、接地端子和交流高压端子；以

接地端子为圆心，在接地端子的一侧设置有一对

信号端子，在接地端子外侧还设置有一或两对交

流高压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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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其特征在于：包括前壳体、后壳体、端子模块一、

端子模块二和屏蔽接地连接模块；在后壳体上设置有向前伸出的端子模块一和端子模块

二，后壳体的前端设置有对应的前壳体，前壳体上设置有用于穿插端子模块一和端子模块

二的插孔，端子模块一和端子模块二之间通过屏蔽接地连接模块连接实现屏蔽层接地；

所述的端子模块一包括信号端子、接地端子和交流高压端子；以接地端子为圆心，在接

地端子的一侧设置有一对信号端子，在接地端子外侧还设置有一或两对交流高压端子；在

该插座为单相充电时为一对交流高压端子，在该插座为三相充电时为两对交流高压端子；

所述屏蔽接地连接模块包括内屏蔽环、外屏蔽环、低压电缆和屏蔽弹片；

所述的端子模块二具有两根直流高压端子，在直流高压端子的下端连接有高压电缆，

高压电缆由内向外设置有缆芯、内绝缘层、屏蔽层和外绝缘层；低压电缆一端的铜丝和屏蔽

层压接在内、外屏蔽环之间，并通过内屏蔽环紧固在高压电缆外绝缘层上；在低压电缆的另

一端通过焊接或螺纹与屏蔽弹片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其特征在于：

屏蔽弹片为圆筒形，屏蔽弹片的一端设置有多个向内翻折的等尺寸的卡爪，用于卡夹

住接地端子；在屏蔽弹片上还设置有两只向外翻折的引脚，用于与低压电缆连接;屏蔽弹片

通过周圈卡爪与接地端子的外圈弹性接触，从而最终实现屏蔽层与接地端子的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其特征在于：接地端子的

后端连接有高压套筒，在高压套筒与接地端子之间设置有屏蔽垫片，接地端子与高压套筒

之间通过螺纹或铆接方式进行连接，屏蔽垫片被压紧在接地端子的端面和高压套筒的端面

之间，依靠端面连接的方式最终实现屏蔽层与接地端子的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前壳体和后壳体通过螺栓连接或卡扣连接，内腔具备IP67的防护功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其特征在于：屏蔽接地连

接模块在插座的前壳体、后壳体所形成的内腔内。

6.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信号端子、交流高压端子和直流高压端子的前端均为圆柱体。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信号

端子、交流高压端子和直流高压端子的前端均为圆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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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的是一种内部设置有屏蔽层的充电插座，具体说是电动汽车充电

用插座。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的电动汽车充电插座中，为了保证充电插座具有良好的电磁兼容性，需要

对充电插座进行电磁屏蔽处理，防止高压电缆产生有害的电磁干扰。

[0003] 目前大多数主机厂要求是在接插件端实现屏蔽接地，插座端不需要接地；但也有

部分主机厂要求两端接地，这就要求除了在接插件端接地之外还需要在插座端实现接地。

[0004] 现有主流的插座端接地的方式都是在插座外部通过电缆剥皮，露出屏蔽层，将屏

蔽层与小平方数电缆连接，再将小平方数电缆连接至车身地；此种主流插座端接地方式的

缺点是:需要在电缆剥皮处用额外的结构去做防护，防护很难达到IP67的效果；除此之外，

因为防护结构的复杂，操作及装配性也比较差，所以有必要设计出一种新的产品来满足实

际的使用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有鉴于此，提供了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能够有效克服

现有技术方案的缺点，具有良好的防护性能，且结构简单，具有良好的适配性。

[0006] 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包括前壳体、后壳体、端子模块一、端子模块二

和屏蔽接地连接模块；在后壳体上设置有向前伸出的端子模块一和端子模块二，后壳体的

前端设置有对应的前壳体，前壳体上设置有用于穿插端子模块一和端子模块二的插孔，端

子模块一和端子模块二之间通过屏蔽接地连接模块连接实现屏蔽层接地。

[0007] 所述的前壳体和后壳体通过螺栓连接或卡扣连接，前壳体和后壳体整体是IP67的

防护。

[0008] 所述的端子模块一包括信号端子、接地端子和交流高压端子；以接地端子为圆心，

在接地端子的一侧设置有一对信号端子，在接地端子外侧还设置有一或两对交流高压端

子；在单相充电时为一对交流高压端子，在三相充电时为两对交流高压端子。

[0009] 所述屏蔽接地连接模块包括内屏蔽环、外屏蔽环、低压电缆和屏蔽弹片。

[0010] 所述的端子模块二具有两根直流高压端子，在直流高压端子的下端连接有高压电

缆，高压电缆由内向外设置有缆芯、内绝缘层、屏蔽层和外绝缘层；低压电缆一端的铜丝和

屏蔽层压接在内屏蔽环、外屏蔽环之间，并通过内屏蔽环紧固在高压电缆外绝缘层上；在低

压电缆的另一端通过焊接或螺纹与屏蔽弹片连接。

[0011] 所述的信号端子、交流高压端子和直流高压端子的前端均为圆柱体。

[0012] 屏蔽接地连接模块在插座的前壳体、后壳体所形成的内腔内。

[0013]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构思巧妙、使用方便，且防护性能好，电磁兼容性佳，其相较

于现有的产品，通过直接在插座内利用低压电缆和屏蔽弹片将高压端子的屏蔽层连接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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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端子上，端子模块一、端子模块二和屏蔽接地连接模块均位于前壳体、后壳体之间密闭的

空腔内，有效隔绝了灰尘及水分的进入，且由于不另外将屏蔽层暴露，有效减少了电磁的泄

露，减少了电磁信号对其余设备的干扰，在电路密布的使用场所具有良好的使用效果。

附图说明

[001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中端子模块一和端子模块二

以及屏蔽接地连接模块之间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中接地端子（实施例一）的结

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中接地端子（实施例二）的结

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中接地端子（实施例二）的剖

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中端子模块二与屏蔽接地连

接模块之间连接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一

[0022] 参照附图1、2、3、6，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包括前壳体1、后壳体2、端

子模块一、端子模块二和屏蔽接地连接模块；在后壳体2上设置有向前伸出的端子模块一和

端子模块二，后壳体的前端设置有对应的前壳体1，前壳体1上设置有用于穿插端子模块一

和端子模块二的插孔，端子模块一和端子模块二之间通过屏蔽接地连接模块连接实现屏蔽

层接地。

[0023] 所述的前壳体1和后壳体2通过螺栓连接或卡扣连接。

[0024] 所述的端子模块一包括信号端子3、接地端子4和交流高压端子5；以接地端子4为

圆心，在接地端子4的一侧设置有一对信号端子3，在接地端子4外侧还设置有一或两对交流

高压端子5；在本实用新型为单相充电时为一对交流高压端子5，在本实用新型为三相充电

时为两对交流高压端子5。

[0025] 所述屏蔽接地连接模块包括内屏蔽环、外屏蔽环、低压电缆和屏蔽弹片。

[0026] 所述的端子模块二具有两根直流高压端子6，在直流高压端子6的下端连接有高压

电缆7，高压电缆7由内向外设置有缆芯、内绝缘层、屏蔽层8和外绝缘层；低压电缆12一端的

铜丝和屏蔽层8压接在内屏蔽环9和外屏蔽环10之间，并通过内屏蔽环9紧固在高压电缆7的

外绝缘层上；在低压电缆12的另一端通过焊接或螺纹与屏蔽弹片11连接。

[0027] 屏蔽弹片11为圆筒形，屏蔽弹片11的一端设置有多个向内翻折的等尺寸的卡爪

11-1，用于卡夹住接地端子4；在屏蔽弹片11上还设置有两只向外翻折的引脚11-2，用于与

低压电缆12连接。屏蔽弹片通过周圈卡爪11-1与接地端子4的外圈弹性接触，从而最终实现

屏蔽层8与接地端子4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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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实施例二

[0029] 参照附图1、4、5、6，一种设置有屏蔽层内部接地的插座包括前壳体1、后壳体2、端

子模块一、端子模块二和屏蔽接地连接模块；在后壳体2上设置有向前伸出的端子模块一和

端子模块二，后壳体的前端设置有对应的前壳体1，前壳体1上设置有用于穿插端子模块一

和端子模块二的插孔，端子模块一和端子模块二之间通过屏蔽接地连接模块连接实现屏蔽

层接地。

[0030] 所述的前壳体1和后壳体2通过螺栓连接或卡扣连接。

[0031] 所述的端子模块一包括信号端子3、接地端子4和交流高压端子5；以接地端子4为

圆心，在接地端子4的一侧设置有一对信号端子3，在接地端子4外侧还设置有一或两对交流

高压端子5；在本实用新型为单相充电时为一对交流高压端子5，在本实用新型为三相充电

时为两对交流高压端子5。

[0032] 所述屏蔽接地连接模块包括内屏蔽环、外屏蔽环、低压电缆和屏蔽弹片。

[0033] 所述的端子模块二具有两根直流高压端子6，在直流高压端子6的下端连接有高压

电缆7，高压电缆7由内向外设置有缆芯、内绝缘层、屏蔽层8和外绝缘层；低压电缆12一端的

铜丝和屏蔽层8压接在内屏蔽环9和外屏蔽环10之间，并通过内屏蔽环9紧固在高压电缆7的

外绝缘层上；在低压电缆12的另一端通过焊接或螺纹与屏蔽弹片11连接。

[0034] 接地端子4的后端连接有高压套筒13，在高压套筒13与接地端子4之间设置有屏蔽

垫片14，接地端子4与高压套筒13之间通过螺纹或铆接方式进行连接，屏蔽垫片14被压紧在

接地端子4的端面和高压套筒12的端面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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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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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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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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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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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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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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