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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插头、电源控制器及电源连接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插头、插座、电源控制器及电源连接器，旨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插入时产

生电火花的缺陷，主要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

实现的：插头包括插头本体，所述插头本体包括

供电端子和信号端子；插座用以与插头对接，包

括插座本体，所述插座本体包括开孔和接触弹

片，所述开孔与所述供电端子对应设置，电源控

制器包括第一开关单元和第二开关单元，通过电

源控制器控制插头和插座之间的导通，只有在触

发信号发出并接受后，才进行电源的导通，避免

供电端子和插座供电端形成点接触时，由于大电

流而产生电火花的问题，降低了安全隐患，提高

了插头插座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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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插头，其特征在于，包括：

插头本体(1)，所述插头本体(1)包括供电端子(11)和信号端子(12)，所述信号端子

(12)与所述供电端子(11)同方向设置，所述信号端子(12)用于接收触发信号，所述信号端

子(12)的长度小于所述供电端子(11)的长度，所述插头本体(1)还包括外壳(13)，所述外壳

(13)包裹所述插头本体(1)，所述外壳(13)为金属材质，所述插头本体(1)内还设置有保护

装置(14)，所述保护装置(14)包括保护芯片(141)、保护开关(142)、复位开关(143)和警示

灯(144)，所述保护开关(142)两侧并联有所述警示灯(144)，所述复位开关(143)与所述保

护开关(142)电连接。

2.一种电源控制器，适用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头和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控制

器包括第一开关单元和第二开关单元，所述第一开关单元使供电端子(11)与用电设备导

通，第二开关单元使插座供电端(2111)与供电电源导通，所述插座包括：

插座本体(2)，所述插座本体(2)包括开孔(21)和接触弹片(22)，所述接触弹片(22)设

置在所述开孔(21)一侧，所述开孔(21)与所述供电端子(11)对应设置，所述开孔(21)包括

供电孔(211)和信号孔(212)，所述接触弹片(22)设置在所述信号孔(212)内，所述接触弹片

(22)一端设置有弧度，所述供电孔(211)内还设置有插座供电端(2111)，所述插座供电端

(2111)与所述供电端子(11)对应设置。

3.一种电源连接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互相插接在一起的插头和插座，所述电源连接器

适用于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源控制器，所述电源连接器还包括电源线(41)，所述电源线(41)

包括有供电导线(411)和信号导线(412)，所述电源线(41)外侧包裹有外被(413)，所述外被

(413)外缠绕有耐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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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电源控制器及电源连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插头、插座、电源控制器及电源连接

器。

背景技术

[0002] 电源连接器，其包括有一绝缘本体及复数端子，该绝缘本体具有复数容置槽，这些

容置槽容置这些端子，该绝缘本体另设有至少一舌片，该舌片隔离这些端子，这些端子分别

具有一倒刺，这些端子于这些倒刺第一侧分别向外延伸设有复数触接部，而于这些倒刺第

二侧固定复数导线；通过上述结构，可达到端子的倒刺嵌入于绝缘本体，且端子易于组装，

只需推入绝缘本体即可，端子间不致发生短路等效能。

[0003] 日常所使用的电源连接器大多为两孔或三孔电源插头和插座，这种两孔和三孔电

源插头和插座的优点在于即插即拔，使用方便，并且结构简单，价格低廉。用电设备通过插

头与插座连接，电流即可经由电源连接器向用电设备输入，从而为用电设备提供所需的电

能。但是这种电源连接器在插头插入或者插头拔出时，插头的导电端子与插座的导电端子

形成点接触，电流相对较大，产生电火花，影响插头插座的使用寿命，同时对人身及插座都

存在安全隐患。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因此，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插入时产生电火花的

缺陷，从而提供一种插头、插座、电源控制器及电源连接器。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6] 一种插头，包括：

[0007] 插头本体，所述插头本体包括供电端子和信号端子，所述信号端子与所述供电端

子同方向设置。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信号端子用于接收触发信号，所述信号端子的长度小于所述供电

端子的长度。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插头本体还包括外壳，所述外壳包裹所述插头本体，所述外壳为金

属材质。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插头本体内还设置有保护装置，所述保护装置包括保护芯片、保护

开关、复位开关和警示灯，所述保护开关两侧并联有所述警示灯，所述复位开关与所述保护

开关电连接。

[0011] 一种插座，用以与插头对接，包括：

[0012] 插座本体，所述插座本体包括开孔和接触弹片，所述接触弹片设置在所述开孔一

侧，所述开孔与所述供电端子对应设置。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开孔包括供电孔和信号孔，所述接触弹片设置在所述信号孔内，所

述接触弹片一端设置有弧度，所述供电孔内还设置有插座供电端，所述插座供电端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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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端子对应设置。

[0014] 一种电源控制器，适用于所述的插头和所述的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控制器

包括第一开关单元和第二开关单元，所述第一开关单元使供电端子与用电设备导通，第二

开关单元使插座供电端与供电电源导通。

[0015] 一种电源连接器，包括互相插接在一起的插头和插座，所述电源连接器适用于所

述的电源控制器，所述电源连接器还包括电源线，所述电源线包括有供电导线和信号导线，

所述电源线外侧包裹有外被，所述外被外缠绕有耐磨层。

[0016]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具有如下优点：

[0017] 1.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插头、插座、电源控制器及电源连接器，通过第一开关单元和

第二开关单元的设置，只有在触发信号发出并接受后，才进行电源的导通，避免供电端子和

插座供电端形成点接触时，由于大电流而产生电火花的问题，降低了安全隐患，提高了插头

插座的使用寿命。

[0018] 2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插头、插座、电源控制器及电源连接器，使用金属材质的外

壳，便于散发热量同时有利于解决温升问题；接触弹片和信号孔与信号端子设置锁定，使插

座与插头可靠的连接在一起，保护电源的稳定传输。

[0019] 3.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插头、插座、电源控制器及电源连接器，设置的保护装置，能

够实现对内座温度的探测，可以避免电源插头发生损坏或其他危险，提高了电源插头的可

靠性和安全性，避免传统电源插头因温度过热保险丝熔断，导致电源插头无法继续使用的

问题，可以通过复位按开关使过热保护开关闭合，电源插头能够继续正常工作，大大提高了

电源插头的寿命。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

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

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提供的插头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提供的插座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方式中提供的电源线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方式中提供的保护装置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标记说明：

[0026] 1、插头本体；11、供电端子；12、信号端子；13、外壳；14、保护装置；  141、保护芯片；

142、保护开关；143、复位开关；144、警示灯；2、插座本体；  21、开孔；211、供电孔；2111、插座

供电端；212、信号孔；22、接触弹片；  41、电源线；411、供电导线；412、信号导线；413、外被。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

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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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8] 一种插头，如图1所示，插头本体1包括供电端子11和信号端子12，信号端子12与供

电端子11同方向设置，信号端子12设置在供电端子11的两侧，信号端子12用于接收触发信

号，信号端子12的长度小于供电端子11的长度，插头本体1还包括外壳13，外壳13包裹所述

插头本体1，外壳13为金属材质，插头本体1内还设置有保护装置14，插头本体1表面固定设

置有复位开关143  和警示灯144，使用金属材质的外壳13，便于散发热量同时有利于解决温

升问题；接触弹片22和信号孔212与信号端子12设置锁定，使插座与插头可靠的连接在一

起，保护电源的稳定传输。

[0029] 一种插座，如图2所示，插座用以与插头对接，插座本体2包括开孔21  和接触弹片

22，接触弹片22设置在开孔21一侧，开孔21与供电端子11对应设置，开孔21包括供电孔211

和信号孔212，接触弹片22设置在信号孔212 内，接触弹片22一端设置有弧度，供电孔211内

还设置有插座供电端2111，插座供电端2111与供电端子11对应设置。

[0030] 一种电源控制器适用与上述插座和插头，电源控制器包括第一开关单元和第二开

关单元，第一开关单元使供电端子11与用电设备导通，第二开关单元使插座供电端2111与

供电电源导通，通过第一开关单元和第二开关单元的设置，只有在触发信号发出并接受后，

才进行电源的导通，避免供电端子11和插座供电端2111形成点接触时，由于大电流而产生

电火花的问题，降低了安全隐患，提高了插头插座的使用寿命。

[0031] 如图3所示，一种电源连接器，包括互相插接在一起的插头和插座，电源连接器适

用于的电源控制器，电源连接器还包括电源线41，电源线41包括有供电导线411和信号导线

412，电源线41外侧包裹有外被413，外被413使用柔软材质，以达到导线耐弯的要求，外被

413外缠绕有耐磨层。

[0032] 如图4所示，保护装置14包括保护芯片141、保护开关142、复位开关143  和警示灯

144，保护开关142两侧并联有警示灯144，复位开关143与保护开关  142电连接，设置的保护

装置14，能够实现对内座温度的探测，可以避免电源插头发生损坏或其他危险，提高了电源

插头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避免传统电源插头因温度过热保险丝熔断，导致电源插头无法继

续使用的问题，可以通过复位按开关使过热保护开关142闭合，电源插头能够继续正常工

作，大大提高了电源插头的寿命。

[0033] 本插头、插座、电源控制器及电源连接器的工作原理：使用时，保护芯片  141监控

插头本体1内部温度，能够及时警示温度过热等故障，在使用时，第一开关单元和第二开关

单元的设置，只有在触发信号发出并接受后，才进行电源的导通。

[0034]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实用新型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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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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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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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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