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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为一种电连接器，其包括端子模

组，端子模组包括绝缘本体、两排端子及一对锁

扣臂，绝缘本体包括基部、自基部向前延伸的对

接舌板，对接舌板包括前对接区及后台阶区，后

台阶区与基部彼此相连，前对接区设置有相对的

两个对接面及连接对接面的两个侧面。端子横向

排列在绝缘本体，且包括裸露在对接面的接触

部、延伸出基部的接脚以及连接接触部与接脚的

固定部；该对锁扣臂为竖直地贴覆在前对接区的

两个侧面，且具有横向凸出的锁扣部。所述电连

接器进一步包括横条，所述横条埋设在绝缘本体

的基部且锁扣臂系自横条向前弯折延伸而形成。

本实用新型的横条位于基部内，且竖直设置的锁

扣臂自横条延伸，可以加强整个连接器的强度，

尤其是锁扣臂与绝缘本体的结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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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连接器，其包括端子模组，所述端子模组包括绝缘本体、两排端子及一对锁扣

臂，所述绝缘本体包括基部、自基部向前延伸的对接舌板，所述对接舌板包括前对接区及后

台阶区，所述后台阶区与基部彼此相连，所述前对接区设置有相对的两个对接面及连接对

接面的两个侧面；所述端子横向排列在绝缘本体，其且包括裸露在所述对接面的接触部、延

伸出基部的接脚以及连接接触部与接脚的固定部；所述一对锁扣臂为竖直地贴覆在所述前

对接区的两个侧面，且具有横向凸出的锁扣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连接器进一步包括横

条，所述横条埋设在绝缘本体的基部，且上述一对锁扣臂系自横条向前延伸而形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连接器进一步包括自横条延伸的

遮蔽板，所述遮蔽板位于两排端子端子之间且至少位于对接舌板内；所述遮蔽板与所述锁

扣臂彼此独立而无连接部分。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锁扣臂与遮蔽板均自横条的前边缘

向前延伸而形成。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锁扣臂的后末端与横条之间由一水

平的L型连接桥相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锁扣臂在其锁扣部的后方延伸

有固持部，所述固持部的后部竖直地埋设在所述后台阶部内；所述固持部设置有孔洞，所述

绝缘本体的塑胶填在所述孔洞内。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两排端子中包括有位于其横向两端

的接地端子，所述接地端子在其固持部的外侧面横向伸出凸片，所述凸片抵压在所述横条。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锁扣臂包括自横条前边缘延伸的水

平部及自水平部继续向前延伸的竖直部，所述水平部穿过后台阶部，所述竖直部贴覆在所

述前对接区的侧面，且所述锁扣部位于所述竖直部。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竖直部自水平部的外边缘弯折延伸

出。

9.一种电连接器，其包括端子模组，所述端子模组包括绝缘本体、两排端子，以及一体

相连的遮蔽板、横条及一对锁扣臂，所述绝缘本体包括基部、自基部向前延伸的对接舌板，

所述对接舌板包括前对接区及后台阶区，所述后台阶区与基部彼此相连，所述前对接区设

置有相对的两个对接面及连接对接面的两个侧面；所述一对锁扣臂为竖直地贴覆在所述前

对接区的两个侧面，且具有横向凸出的锁扣部；其特征在于：所述遮蔽板与一对锁扣件彼此

独立而无相连部分，所述锁扣臂与横条的连接处埋设在基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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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连接器。

【背景技术】

[0002] 2014年8月11日，USB协会公布了一种新型的电连接器，其插头连接器能够正反两

个方向插入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该插座连接器能够传输USB2.0  及USB3.1信号，这个连接器

命名为USB  Type  C连接器。根据目前业界报道的新闻，该电连接器后续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各连接器厂商配合系统厂商积极开发中。

[0003] 美国公开专利申请第2017/0222372号公开了一种USB  Type-C连接器，该连接器遮

蔽板与接地环均由金属粉末研金形成，该遮蔽板两侧的锁扣部具有一定的高度及横向厚

度，强度相对较好。但是金属粉末研金成型的成本较高，而且精密度亦不够。所以，希望提供

一种改良型的电连接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电连接器，其锁扣臂与绝缘本体之

间具有较好的结合力。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可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电连接器，其包括端

子模组，所述端子模组包括绝缘本体、两排端子及一对锁扣臂，所述绝缘本体包括基部、自

基部向前延伸的对接舌板，所述对接舌板包括前对接区及后台阶区，所述后台阶区与基部

彼此相连，所述前对接区设置有相对的两个对接面及连接对接面的两个侧面；所述端子横

向排列在绝缘本体，其且包括裸露在所述对接面的接触部、延伸出基部的接脚以及连接接

触部与接脚的固定部；所述一对锁扣臂为竖直地贴覆在所述前对接区的两个侧面，且具有

横向凸出的锁扣部；所述电连接器进一步包括横条，所述横条埋设在绝缘本体的基部，且上

述一对锁扣臂系自横条向前延伸而形成。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可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电连接器，其包括端

子模组，所述端子模组包括绝缘本体、两排端子，以及一体相连的遮蔽板、横条及一对锁扣

臂，所述绝缘本体包括基部、自基部向前延伸的对接舌板，所述对接舌板包括前对接区及后

台阶区，所述后台阶区与基部彼此相连，所述前对接区设置有相对的两个对接面及连接对

接面的两个侧面；所述一对锁扣臂为竖直地贴覆在所述前对接区的两个侧面，且具有横向

凸出的锁扣部；所述遮蔽板与一对锁扣件彼此独立而无相连部分，所述锁扣臂与横条的连

接处埋设在基部内。

[00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横条位于基部内，且竖直设置的锁扣臂臂自横条

延伸，可以加强整个连接器的强度，尤其是锁扣臂与绝缘本体的结合力。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电连接器的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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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图2为图1另一角度的立体图。

[0010] 图3为图1电连接器的立体分解图。

[0011] 图4为图3中端子模组的侧视图。

[0012] 图5为图1沿虚线A-A的剖视图。

[0013] 图6为图1沿虚线B-B的剖视图。

[0014] 图7为端子模组去除绝缘本体后的立体图，显示两排端子与遮蔽板、锁扣臂及横条

之间的位置关系。

[0015] 图8为图3端子模组进一步分解的立体图。

[0016] 图9为图8中上排端子与半组件的立体分解图。

[0017] 图10为图9进一步分解的立体分解图。

[0018] 图11为图10另一角度的立体分解图。

[0019] 图12为本实用新型第二实施例电连接器中的端子模组的立体图。

[0020] 图13为图12中去除第二塑胶体后的立体分解图。

[0021] 图14为本实用新型第三实施例电连接器中的端子模组的立体图。

[0022] 图15为图14中遮蔽板、横条与锁扣臂的立体图。

[0023] 图16为本实用新型第四实施例的立体分解图。

[0024] 图17为图16中遮蔽板、横条与锁扣臂的立体图。

[0025] 图18为图17另一角度的立体图。

[0026] 图19为图16中端子模组的剖面示意图。

[0027]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图1-11显示了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电连接器100，该电连接器100符合USB 

Type-C插座连接器的标准规定。参图1-4，所述电连接器包括端子模组10及金属壳体60，金

属壳体60与端子模组10之间形成供一插头连接器插入的对接腔11。在本实施例中，金属壳

体60包括内壳62及外壳64，内壳60包围端子模组10且其上、下壁面设置有开口63，开口63内

具有向对接腔11倾斜延伸的弹臂65，外壳64则固定在内壳60的外侧且将内壳的开口63密

封，同时透过其上设置的焊接脚67将这个电连接器100安装在电路板(未图示)上。

[0029] 参图3-6所示，端子模组10包括绝缘本体12、固定在绝缘本体的两排端子  20、遮蔽

板30、横条40以及一对锁扣臂50。绝缘本体12包括基部14、自基部  14前端向前延伸的对接

舌板16。本实施例中，对接舌板16包括前对接区15及后台阶区17，后台阶区17与基部14彼此

相连，前对接区15设置有相对的两个对接面151及连接对接面的两个侧面152。参图8，端子

20包括一排上端子  22(或者第一端子)及一排下端子24(或者第二端子)。每排端子沿绝缘

本体的横向方向排列，包括接地端子201、电源端子202、高速差分对端子203、  USB2.0端子

204，等等，上端子24及下端子22彼此对角线排布，使得对接插头连接器可以正反两个方向

插入对接腔11后均可以与端子接触，完成电性连接。沿前后方向，每一端子20包括位于前端

的接触部25、位于后端的连接脚  27及连接两者的位于中间处的固定部26。上、下端子的接

触部25均裸露于前对接区15的对接面152，即位于后台阶区17的前方。

[0030] 电连接器100进一步包括金属制的遮蔽板30、横条40、一对锁扣臂50，该等部分通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8571041 U

4



过塑胶注塑成型的方法埋设在绝缘本体12内。横条40横向延伸且埋设在绝缘本体的基部13

(图6的剖视图清楚可见)，即，该横条40位于对接舌板16的后方。该对锁扣臂50沿垂直于对

接舌板16的方向设置，其为竖直地贴覆在前对接区15的两个侧面152，其包括位于对接舌板

16前边缘的前末端52、自前末端向后延伸的的锁扣部54及位于锁扣部后端的固持部56，锁

扣部54横向凸出，锁扣部54与固持部56均紧密地贴靠在前对接区16的侧边。固持部56  设置

有一个孔洞59，对接区15横向凸出的一个凸点19容纳在孔洞内，即在注塑成型后，绝缘本体

的塑胶填在所述孔洞59内，增加锁扣臂与侧面的结合固持例。需注意的是，在本实施例中，

遮蔽板30与横条40一体形成，简化制造，当然，两者也可以分开制造，或者由小料带连接在

一起，即遮蔽板可以自对接舌板向后延伸至基部14而与横条40相连，遮蔽板30与横条40均

位于两排端子端子之间，该对锁扣臂50则自横条40向前弯折延伸而形成的，使得锁扣臂  50

与横条40彼此呈垂直状设置，遮蔽板50与横条40位于同一平面内，锁扣臂亦垂直于遮蔽板

50。本实施例中，锁扣臂50的后末端与横条40之间由一水平的L型连接桥41相连接。可以看

出，横条40位于尺寸较大的基部14，锁扣臂  50自横条40延伸则需穿过基部、后台阶部而贴

覆在对接舌板的侧面，使得锁扣臂与绝缘本体之间的结合力较大，使得锁扣臂的锁扣部在

经过上千次插拔后依旧紧密的贴覆在对接舌板的侧面。锁扣臂与遮蔽板均自横条的前边缘

延伸，两者之间无连接而彼此间隔开，锁扣臂从水平状弯折呈竖直状的过程中，弯折动作不

会对遮蔽板形成应力效应，在后续制程中过炉也不会因应力释放而让对接舌板变形的问

题。若是锁扣臂自遮蔽板的左右侧面延伸，该弯折动作将会对遮蔽板产生应力效应。同时，

锁扣臂独立于遮蔽板，可以更容易控制遮蔽板的平面度，克服因不够平整或倾斜造成与上

下端子太接近的问题

[0031] 本电连接器的制造过程如下：下端子22与遮蔽板30、横条40及锁扣臂  50先一起通

过注塑第一塑胶体70而形成半组件72，如图10所示，半组件  72的上表面设置有三排隔肋

74。在该成型过程中，遮蔽板需要与成型模具做合模，彼此分开的遮蔽板与锁扣臂可以确

保：遮蔽板具有良好的平整度，可以保证精密合模，同时锁扣臂足够长，弹性空间比较大，与

模具适配空间较大。然后，再将上端子24安装在隔肋41之间，再注塑第二塑胶体76，从而形

成完整的端子模组10，即第一、第二塑胶体70、76构成了所述的绝缘本体12。

[0032] 在本实施例中，每一锁扣臂50的前末端52包括竖直部55及水平部57，两者均埋设

在第一塑胶体70内，水平部57则被紧密地夹持在上接地端子201与下接地端子201的前末端

2011之间。可以理解的是，锁扣臂50的前末端52不仅可以提升锁扣臂与绝缘本体的固持力，

同时也提供一个与上、下接地端子的接地路径。另外，每一上接地端子与下接地端子具有一

个横向延伸的凸片2012，每一凸片2012自接地端子的外侧面横向向后延伸而抵压在横条

40，两个凸片  2012将横条40夹持於其间，实现接地路径。上、下电源端子的前端2021彼此抵

接。本实施例中，锁扣臂50自横条40延伸出，在横向方向上与遮蔽板30的横向侧边间隔开一

定距离，如此可以简化制造(比如弯折)锁扣臂50，可以克服传统技术中锁扣臂自遮蔽板侧

边之间延伸出的多次弯折技术。

[0033] 图12-13显示了第二实施例的电连接器300，其结构及制造方法与第一实施例大致

相同，主要区别在于锁扣臂350。一个纵长横条340埋设在基部内，，遮蔽板330自横条的前方

一体延伸出，一对锁扣臂350自遮蔽板330的前边缘的横向两端延伸出。锁扣臂包括自遮蔽

板延伸出的水平部357、自水平部向上弯折出的竖直部358，竖直部向后弯折且贴靠在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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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板的横向两个侧面，且具有锁扣部359，竖直部的自由末端具有小开口，塑胶灌胶在该小

开口内，从而使得竖直部与对接舌板的侧面具有足够的固持力。从图面可以看出，水平部 

357仅与上接地端子31的前端3011相抵接。下接地端子32依旧可以透过上接地端子31的凸

片3012而电性连接於横条340。

[0034] 图14-15显示了第三实施例的电连接器400，电连接器的基本结构与制造方法与先

前两个实施例大致相同，主要区别在于锁扣臂550，锁扣臂550从遮蔽板530侧边的靠后处一

体延伸出。连接桥531横向延伸，其余锁扣臂的后端一体被埋设在后台阶区517，水平部557

与接地端子的前端相搭接。

[0035] 图16-19显示了第四实施例的电连接器500，该电连接器500为第一实施例的进一

步改良。横条91依旧位于绝缘本体的基部92内，锁扣臂95包括自横条前边缘911延伸的水平

部951及自水平部弯折延伸的竖直部952，水平部自遮蔽板两侧的前边缘911延伸，竖直部

952自水平部951的外边缘弯折而形成，竖直部952具有向外凸伸的锁扣部955，竖直部952的

前端953自对接舌板926的侧面延伸至对接舌板的前端面，使得锁扣臂95裸露在对接舌板的

两个侧面及前端面，方便对接的引导作用。竖直部的末端954则埋设对接舌板内。本实施例

的遮蔽板96具有更多的贯穿孔，方便塑胶注塑的成型过程。相对于第一实施例，锁扣臂先水

平延伸，在弯折呈竖直延伸，可以减小竖直部扭矩带来的不良影响，遮蔽板邻近锁扣臂处增

加一个缺口961，加大遮蔽板与锁扣臂的距离，减小锁扣臂对遮蔽板的影响。

[0036] 上述第一、第四实施例中，遮蔽板与一对锁扣臂彼此独立而无相连部分，锁扣臂与

横条的连接处埋设在基部内，可以保证锁扣臂的形成不会影响遮蔽板的平面度，以及更好

的保证锁扣臂固定在绝缘本体内。

[0037] 上述实施例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而非全部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通过阅读本实用新型说明书而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采取的任何等效的变化，均为

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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