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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电连接器，其包括绝缘本体、固定在所

述绝缘本体的端子，所述绝缘本体包括底壁、自

所述底壁垂直延伸的两个端壁及侧壁，两个所述

端壁彼此平行，所述侧壁连接两个所述端壁；所

述端子固定在所述底壁且包括自底壁延伸出的

接触部，所述接触部排列在两个所述端壁之间，

从垂直于所述端壁的方向看，所述端壁为直角三

角形。如此，简化了连接器对接时的结合面，并提

供特别外观结构的对接框口，方便使用者很快识

别。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7页

CN 111834786 A

2020.10.27

CN
 1
11
83
47
86
 A



1.一种电连接器，其包括绝缘本体、固定在所述绝缘本体的端子，所述绝缘本体包括底

壁、自所述底壁垂直延伸的两个端壁及侧壁，两个所述端壁彼此平行，所述侧壁连接两个所

述端壁，所述端子固定在所述底壁且包括自底壁延伸出的接触部，所述接触部排列在两个

所述端壁之间，其特征在于：从垂直于所述端壁的方向看，所述端壁为直角三角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端壁、侧壁的前端及底壁的前

端构成一个前端平面，所述前端平面与所述底壁所在平面呈倾斜交叉结构。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连接器包括防水圈，所述防水圈

固定在所述前端平面。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端平面凹陷有容置槽，所述防水

圈收容在所述容置槽。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从垂直于所述端壁的方向看，所述端子

的前端均凸伸出所述前端平面。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端壁设有扣持部，所述扣持部用以

与一对接连接器相互固定。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连接器为插座连接器，所述绝缘

本体包括自所述底壁垂直延伸的若干隔板，所述隔板位于两个所述端壁之间且与端壁彼此

平行，相邻所述隔板形成有端子槽，所述端子分别容纳在端子槽内；所述隔板均凸伸出所述

前端平面。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包括五边形隔板及方形隔板；

从垂直于所述端壁的方向看，所述方形隔板呈方形结构，所述五边形隔板呈具有斜边的五

边形结构，所述斜边平行于所述前端平面。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连接器为插头连接器，所述端子

的接触部为板状且平行于所述端壁；所述绝缘本体在所述端壁的外侧分别设有锁扣臂，所

述锁扣臂自所述底壁垂直向前延伸且凸伸出所述前端平面。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锁扣臂紧邻于所述端壁，所述锁扣

臂的末端具有锁扣孔，用来与对接的插座连接器设在其端壁上的锁扣部相锁扣。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本体包括基板，所述基板位于

所述底壁的后方且两端横向延伸而凸伸出所述底壁，所述基板设置有固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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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连接器，尤其涉及一种具有特殊对接面的电连接器。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公开了一种插座连接器，包括绝缘本体及固定在绝缘本体的端子。绝缘

本体包括底壁、自底壁延伸出的垂直于底壁的对接部。对接部设有若干对接槽，对接槽之间

由间隔板间隔开，其中一个隔板加厚而成为防呆板，隔板、防呆板均平行设置且同时垂直于

底壁。绝缘本体包括位于隔板两端的端壁，连接端壁的侧壁，所述端壁为方形结构。

[0003] 现有技术还公开了一种插头连接器，包括绝缘本体及固定在绝缘本体的端子。绝

缘本体包括底壁、自底壁延伸出的垂直于底壁的两端壁及侧壁，侧壁连接两端壁，所述端壁

为方形结构。现有技术中，插座连接器与插头连接器对接时形成六边的结合面，不利于防水

圈的组装与固定，其防水效果有待改善。

[0004] 因此，希望设计一种改良的电连接器，从而克服上述缺陷。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高一种电连接器，其具有特殊的对接面。

[000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可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电连接器，其包括绝缘本体、固定在所述绝缘本体的端子，所述绝缘本体包括

底壁、自所述底壁垂直延伸的两个端壁及侧壁，两个所述端壁彼此平行，所述侧壁连接两个

所述端壁，所述端子固定在所述底壁且包括自底壁延伸出的接触部，所述接触部排列在两

个所述端壁之间，从垂直于所述端壁的方向看，所述端壁为直角三角形。

[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电连接器的端壁为直角三角形，与对接连接器对接时形

成四边形的结合面，简化了连接器对接时的结合面；并提供特别外观结构的对接框口，方便

使用者很快识别。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插头连接器与插座连接器对接时的立体图。

[0010] 图2是图1所示插头连接器与插座连接器彼此分离的立体图。

[0011] 图3是图2所示插头连接器与插座连接器另一角度的分离图，其中防水圈自插座连

接器拆解。

[0012] 图4是图1所示插座连接器的分解图。

[0013] 图5是图1所示插头连接器的分解图。

[0014] 图6是图3所示插头连接器与插座连接器沿虚线A-A方向的剖视图。

[0015] 图7是图1所示插头连接器与插座连接器组合时沿虚线B-B方向的剖视图。

[0016] 【元件符号说明】

[0017] 插座连接器        100           插头连接器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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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绝缘本体          1、9          基板             10、80

[0019] 前端平面          101、801      容置槽           102

[0020] 缝隙槽            103          固定孔           104、802

[0021] 底壁              11、81        锁扣臂           810

[0022] 锁扣孔            811           端壁             12、82

[0023] 锁扣部            121           侧壁             13、83

[0024] 隔板              14           方形隔板         141

[0025] 五边形隔板        142           端子槽           15

[0026] 插座端子          2             插头端子         9

[0027] 长端子            201、901      短端子           202、902

[0028] 接触部            21、91        固定部           22、92

[0029] 焊接部            23、93        接触凸起         210

[0030] 线缆              29           三角形隔板       84

[0031] 防水圈            3             胶体             4

[0032] 包覆体            5、85         圆形孔           51、850

[0033] 螺丝螺母          6             锁扣件           7

[0034]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参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相互对接的插座连接器100及插头连接器

200，组成一对传输电源的连接器组合。插座连接器100及插头连接器200均提供有彼此垂直

的两个开口，支持水平、竖直多种方式的对接。

[0036] 下面结合图4、图6具体介绍插座连接器100，插座连接器100包括绝缘本体1、固定

在绝缘本体1的端子2、防水圈3及连接端子2尾部的线缆及密封绝缘本体1后端的胶体4。

[0037] 参图4，绝缘本体1包括基板10、自基板10向前凸伸的底壁11，基板10位于底壁10的

后方且两端横向延伸而凸伸出底壁11，基板10设置有固定孔104，固定孔104贯穿基板10前

后表面。在其他实施例中，基板10可以与底壁11合二为一。绝缘本体1包括自底壁11垂直延

伸的两个端壁12及侧壁13，两个端壁12彼此平行，侧壁13连接两个端壁12，从垂直于端壁12

的方向看，端壁12为直角三角形。端壁12设有扣持部120，扣持部120用以与一对接连接器相

互固定。结合图3与图6所示，两个端壁12、侧壁13的前端及底壁11的前端构成一个前端平面

101，前端平面101与底壁11所在平面呈倾斜交叉结构。前端平面101凹陷有容置槽102，防水

圈3收容且固定在容置槽102。绝缘本体1包括自底壁11垂直延伸的若干隔板14，隔板14位于

两个端壁12之间且与端壁12彼此平行，相邻所述隔板14形成有端子槽15，参图7所示，端子2

分别容纳在端子槽15内(图7清楚可见)。结合图6所示，隔板14均凸伸出前端平面101，隔板

14包括五边形隔板142及方形隔板141，方形隔板141还包括一块加厚的防呆板。从垂直于端

壁12的方向看，方形隔板141呈方形结构，五边形隔板142呈具有斜边1420的五边形结构，斜

边1420平行于前端平面101。

[0038] 插座端子2包括插座长端子201与插座短端子202，插座长端子201较插座短端子

202向前凸伸出一段距离，插座长端子201较插座短端子202靠近侧壁13设置。插座端子2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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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在隔板14形成的端子槽15中。插头端子9与插座端子2在端子槽15中电性接触，实现插

座与插头连接器的导通。端子2包括固定在底壁11的固持部22、自固持部22一端延伸出的接

触部21，接触部21排列在两个端壁14之间且暴露在端子槽15中，接触部21设有接触凸起

210。端子2自固持部22另一端延伸出焊接部23，焊接部23暴露在基板10后端，用以与线缆焊

接实现与外界电路的电性相连。

[0039] 参图2至图4所示，插座连接器100中，线缆29垂直式焊接在插座端子2的焊接部23，

胶体4通过点胶注入线缆、焊接部23及基板101后端形成的缝隙103中，从而密封基板10后

端。

[0040] 插座连接器100包括贴覆在基板10表面的包覆体5、安装在基板10两端的螺丝螺母

组合6及扣持件7。包覆体5的形状与基板10的表面相适应，其包括位于两端的圆孔51，圆孔

51与基板10两端的固定孔104相配合用以螺丝螺母组合6的组装。扣持件7与端壁12的扣持

部120配合。

[0041] 下面结合图5、图6具体介绍插头连接器200，插头连接器200包括绝缘本体8及固定

在绝缘本体8的插头端子9。绝缘本体8与上述插座连接器100的绝缘本体1基本架构相似。

[0042] 参图5所示，绝缘本体8包括基板80及自基板80向前凸伸的底壁81，基板80位于底

壁81的后方且两端横向延伸而凸伸出底壁81，在其他实施例中，基板80与底壁81可以合二

为一设置。基板80设置有固定孔802，基板80表面贴覆有贴覆体85，贴覆体85设有圆孔850，

圆孔850与基板80的固定孔802对应配合。底壁81垂直向前延伸有两个端壁82及侧壁83，两

个端壁82彼此平行，侧壁83连接两个端壁82，从垂直于端壁82的方向看，端壁82为直角三角

形。两个端壁82、侧壁83的前端及底壁81的前端构成一个前端平面801，前端平面801与底壁

81所在平面呈倾斜交叉结构。底壁81在端壁82的外侧分别设有锁扣臂810，锁扣臂810自底

壁81垂直向前延伸且凸伸出前端平面201。锁扣臂810紧邻于端壁82，锁扣臂810的末端具有

锁扣孔811。锁扣臂810延伸至对接连接器100的端壁12两侧，锁扣孔811与对接的插座连接

器100设在其端壁12上的锁扣部121相匹配，且通过锁扣件7将两者锁扣，实现插头连接器

200与插座连接器100的锁扣固定。端壁81之间设有平行排列的三角形隔板84，三角形隔板

84具有平行于前端平面201的斜边840。三角形隔板84抵接插座连接器100中五边形隔板

142，它们各自的斜边840与1420重合，对接后形成四边形隔板。

[0043] 插头端子9包括插头长端子901与插头短端子902，插头长端子901与上述插座短端

子202电性接触，插头短端子902与上述插座长端子201电性接触。插头长端子901靠近侧壁

83设置，插头端子9呈平板状排列在两个端壁82之间且与端壁82平行。结合图6所示，从垂直

于端壁82的方向看，插头端子9凸伸出前端平面801。插头端子9包括暴露在端壁82之间的接

触部91，固定在底壁81的固定部92及延伸出基板80的焊接部93。插头端子9的接触部91插入

插座连接器100的端子槽15中与插座端子2的接触凸起210电性连接，参图7所示。

[0044] 参图1、图3及图6所示，本发明具体实施中插头连接器100与插座连接器200对接时

分别形成结合面101、801(即上文所述的前端平面)，提供特殊的对接面，具有特别的对接框

口。同时，结合面101、801为四边形，防水圈3安装在结合面101且固定在容置槽102，对接后

防水圈3同时抵接在插头连接器200的结合面801，从而有效的加强结合面的防水效果。两个

连接器的端壁12、82均被设置为直角三角形，对接后其斜边相互抵接形成四边形端壁；设置

三角形隔板84配合插座连接器100中五边形隔板142，外观特殊，极具辨识度。两个连接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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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壁12、82外侧设有相配合的锁扣部120与锁扣臂810，加强彼此的结合效果。

[0045]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而非全部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通过阅读本发明说明书而对本发明技术方案采取的任何等效的变化，均为本发明的权利

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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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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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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