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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配型USB插头，包括插头本体、设于所

述插头本体内的插头端子、及遮覆于所述插头本

体外的插头外壳，所述插头本体包括基座、及自

所述基座前向延伸形成的对接部，所述插头外壳

包括包覆于所述对接部的包覆部，所述包覆部的

两侧面上设有卡口，所述包覆部顶面的前端缘设

有开口，所述包覆部相对于顶面的底面前端设有

防呆槽；本申请的通配型USB插头可兼容不同插

座，且可防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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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配型USB插座，其特征在于：包括插座本体、一体成型于所述插座本体内的插

座端子、包覆于所述插座本体外的插座外壳、及卡扣臂，所述插座本体包括基部、自所述基

部前向延伸形成的第一对接舌板、及自所述第一对接舌板前向延伸形成的第二对接舌板，

所述插座外壳包括顶壁、底壁、连接所述顶壁与所述底壁的两侧壁、所述顶壁、底壁与两侧

壁围设而成的两端开口的贯通槽，所述卡扣臂安装于所述贯通槽的两侧，所述底壁对应所

述第一对接舌板位置设有防呆块，所述顶壁对应所述第一对接舌板位置处设有挡部或所述

插座本体的第一对接舌板上设有挡块，所述插座外壳的顶壁对应所述第二对接舌板位置设

有与USB插头卡扣的卡槽，所述卡槽包括与常规USB插头的卡勾卡扣的第一卡槽、及位于所

述第一卡槽后端的第二卡槽，所述常规USB插头为五针脚的USB插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配型USB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贯通槽前端形成与一USB插头

对插的插接槽，所述贯通槽的后端形成安装部，所述插接槽与所述安装部之间形成有台阶

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通配型USB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对接舌板在横向方向上

宽度大于所述第二对接舌板，所述第一对接舌板包括位于中间的主体部、及自所述主体部

横向两侧延伸形成的加宽部，所述插座端子包括若干插座信号端子、及位于所述若干插座

信号端子两侧的插座电源端子，每个插座端子包括成型于所述插座本体的基部内的固持

部、自所述固持部后端延伸出所述插座本体外的焊脚、自所述固持部前端向前延伸并露出

于所述第一、第二对接舌板一侧表面的接触部，所述插座电源端子的接触部横向延伸在所

述第一对接舌板的加宽部位置处形成端子加宽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通配型USB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座电源端子的固持部、焊

脚、及位于第一对接舌板处的接触部的宽度是所述信号端子的宽度的三倍以上。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通配型USB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贯通槽的两侧壁的内侧开设

有安装槽，所述安装槽自所述安装部处延伸至所述插接槽处并与所述插接槽联通，所述安

装槽的后端部设有固定槽，所述卡扣臂包括固定于所述固定槽内的固定部、自所述固定部

前向延伸形成的弹性臂、形成于所述弹性臂末端并倾斜延伸入所述插接槽内的扣持端部，

所述固定槽的前端设有倾斜部，所述卡扣臂的固定部处设有与所述倾斜部相匹配的倾斜的

延伸部以在插接方向限位所述卡扣臂。

6.一种通配型USB连接器组件，包括USB插座、及与所述USB插座配合的USB插头，其特征

在于：所述USB插座包括插座本体、一体成型于所述插座本体内的插座端子、包覆于所述插

座本体外的插座外壳、及卡扣臂，所述插座本体包括基部、自所述基部前向延伸形成的第一

对接舌板、及自所述第一对接舌板前向延伸形成的第二对接舌板，所述插座外壳包括顶壁、

底壁、连接所述顶壁与所述底壁的两侧壁、所述顶壁、底壁与两侧壁围设而成的两端开口的

贯通槽，所述卡扣臂安装于所述贯通槽的两侧，所述底壁对应所述第一对接舌板位置设有

防呆块，所述顶壁对应所述第一对接舌板位置处设有挡部或所述插座本体的第一对接舌板

上设有挡块，所述插座外壳的顶壁对应所述第二对接舌板位置设有与USB插头卡扣的卡槽，

所述卡槽包括与常规USB插头的卡勾卡扣的第一卡槽、及位于所述第一卡槽后端的第二卡

槽，所述USB插头包括插头本体、设于所述插头本体内的插头端子、及遮覆于所述插头本体

外的插头外壳，所述插头本体包括基座、及自所述基座前向延伸形成的对接部，所述插头外

壳包括包覆于所述对接部的包覆部，所述包覆部的两侧面上设有与所述USB插座的卡扣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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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扣的卡口，所述包覆部顶面的前端缘设有与所述USB插座的挡块或挡部对应的开口，所述

包覆部相对于顶面的底面前端设有与所述USB插座的防呆块配合的防呆槽，所述常规USB插

头为五针脚的USB插头。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通配型USB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头外壳的包覆部的

顶面左右两侧设有卡片，所述插座外壳的顶壁内侧设有与所述卡片卡扣的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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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配型USB插座、USB插头及其连接器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出入输出型电连接器，尤指一种通配型USB插座、USB插头及其连

接器组件。

背景技术

[0002] Micro-USB目前已经成为手机终端的标配接口，但手机终端的款式多种多样，对功

能的需求同样各有不同。在某些手机终端的开发设计中，为了实现更为强大的传输功能，传

统五针脚的Micro-USB的接口功能已不能满足需求，如果开发其他类型具有较强传输功能

的接口，则会导致手机终端与多数现有配件不兼容，使手机终端被市场所孤立，且违反某些

地区的强制性标准。

[0003] CN103811889揭示了一种兼容常规USB接口的七针连接器，其通过插座连接器对接

舌板的变更设计，在对接舌板的对插方向上设置第一对接舌板、第二对接舌板分别对应通

配型插头与常规插头。该七针连接器的改进能够传输较大的电流以支撑手机的快速充电能

力，但是在智能手机防水趋势的要求下，其无法解决防水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申请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兼容常规USB插头的通配型USB插座、USB插头及其连

接器组件。

[0005] 为此，本申请提供了一种通配型USB插座，包括插座本体、一体成型于所述插座本

体内的插座端子、包覆于所述插座本体外的插座外壳、及卡扣臂，所述插座本体包括基部、

自所述基部前向延伸形成的第一对接舌板、及自所述第一对接舌板前向延伸形成的第二对

接舌板，所述插座外壳包括顶壁、底壁、连接所述顶壁与所述底壁的两侧壁、所述顶壁、底壁

与两侧壁围设而成的两端开口的贯通槽，所述卡扣臂安装于所述贯通槽的两侧，所述底壁

对应所述第一对接舌板位置设有防呆块，所述顶壁对应所述第一对接舌板位置处设有挡部

或所述插座本体的第一对接舌板上设有挡块。

[0006] 优选地，所述插座外壳的顶壁对应所述第二对接舌板位置设有与USB插头卡扣的

卡槽，所述卡槽包括与常规USB插头的卡勾卡扣的第一卡槽、及位于所述第一卡槽后端的第

二卡槽。

[0007] 优选地，所述贯通槽前端构形成与一USB插头对插的插接槽，所述贯通槽的后端形

成安装部，所述插接槽与所述安装部之间形成有台阶部。

[0008] 优选地，所述第一对接舌板在横向方向上宽度大于所述第二对接舌板，所述第一

对接舌板包括位于中间的主体部、及自所述主体部横向两侧延伸形成的加宽部，所述插座

端子包括若干插座信号端子、及位于所述插座信号端子两侧的插座电源端子，每个插座端

子包括成型于所述插座本体的基部内的固持部、自所述固持部后端延伸出所述插座本体外

的焊脚、自所述固持部前端向前延伸并露出于所述第一、第二对接舌板一侧表面的接触部，

所述插座电源端子的接触部横向延伸在所述第一对接舌板的加宽部位置处形成端子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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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0009] 优选地，所述插座电源端子的固持部、焊脚、及位于第一对接舌板处的接触部的宽

度是所述信号端子的宽度的三倍以上。

[0010] 优选地，所述安装槽自所述安装部处延伸至所述插接槽处并与所述插接槽联通，

所述安装槽的后端部设有固定槽，所述卡扣臂包括固定于所述固定槽内的固定部、自所述

固定部前向延伸形成的弹性臂、形成于所述弹性臂末端并倾斜延伸入所述插接槽内的扣持

端部，所述固定槽的前端设有倾斜部，所述卡扣臂的固定部处设有与所述倾斜部相匹配的

倾斜的延伸部以在插接方向限位所述卡扣臂。

[0011] 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通配型USB插头，包括插头本体、设于所述插头本体内的插头

端子、及遮覆于所述插头本体外的插头外壳，所述插头本体包括基座、及自所述基座前向延

伸形成的对接部，所述插头外壳包括包覆于所述对接部的包覆部，所述包覆部的两侧面上

设有卡口，所述包覆部顶面的前端缘设有开口，所述包覆部相对于顶面的底面前端设有防

呆槽。

[0012] 优选地，所述包覆部的顶面左右两侧设有与USB插座卡扣的卡片。

[0013] 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通配型USB连接器组件，包括USB插座、及与所述USB插座配合

的USB插头，所述USB插座包括插座本体、一体成型于所述插座本体内的插座端子、包覆于所

述插座本体外的插座外壳、及卡扣臂，所述插座本体包括基部、自所述基部前向延伸形成的

第一对接舌板、及自所述第一对接舌板前向延伸形成的第二对接舌板，所述插座外壳包括

顶壁、底壁、连接所述顶壁与所述底壁的两侧壁、所述顶壁、底壁与两侧壁围设而成的两端

开口的贯通槽，所述卡扣臂安装于所述贯通槽的两侧，所述底壁对应所述第一对接舌板位

置设有防呆块，所述顶壁对应所述第一对接舌板位置处设有挡部或所述插座本体的第一对

接舌板上设有挡块，所述USB插头包括插头本体、设于所述插头本体内的插头端子、及遮覆

于所述插头本体外的插头外壳，所述插头本体包括基座、及自所述基座前向延伸形成的对

接部，所述插头外壳包括包覆于所述对接部的包覆部，所述包覆部的两侧面上设有与所述

USB插座的卡扣臂卡扣的卡口，所述包覆部顶面的前端缘设有与所述USB插座的挡块或挡部

对应的开口，所述包覆部相对于顶面的底面前端设有与所述USB插座的防呆块配合的防呆

槽。

[0014] 优选地，所述插头外壳的包覆部的顶面左右两侧设有卡片，所述插座外壳的顶面

内侧设有与所述卡片卡扣的卡槽。

[0015]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申请的USB插座采用粉末冶金工艺制造插座外壳，再通过在所

述插座外壳的贯通槽的两侧开设用于插装卡扣臂的安装槽，并在所述卡扣臂的后端设置固

定板，将所述固定板点焊于所述卡扣臂的后端缘与所述插座外壳的安装部上，通过所述固

定板将所述卡扣臂与插座外壳固持为一体，增强产品的整体性，同时所述插座外壳还可避

免传统采用铆压工艺制造存在缝隙等问题。同时，本申请的USB插座在将所述固定板焊接于

所述卡扣臂与所述插座外壳上后，再在所述固定板所处的贯通槽的安装部内进行注塑成型

以形成密封体，所述密封体将所述固定板、卡扣臂与所述安装部的内侧表面之间的缝隙进

行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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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座、USB插头的立体组合图。

[0017] 图2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座的立体分解图。

[0018] 图3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座的插座端子的立体图。

[0019] 图4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座的插座本体与插座端子的立体组合图。

[0020] 图5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座的插座外壳的立体图。

[0021] 图6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座的插座外壳沿图5所示A-A虚线的剖视图。

[0022] 图7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座的插座外壳沿图5所示B-B虚线的剖视图。

[0023] 图8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座的组装图。

[0024] 图9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座沿图8所示C-C虚线的剖视图。

[0025] 图10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头的立体组合图。

[0026] 图11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头另一角度的立体组合图。

[0027] 图12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头去除插头外壳后的立体图。

[0028] 图13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座与通配型USB插头的对接图。

[0029] 图14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头与常规USB插座的配合图。

[0030] 图15为本申请通配型USB插座与常规USB插头的配合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常规USB连接器组件如图14、图15所示，常规USB插座90包括遮蔽壳体91、及设于所

述遮蔽壳体91内的导电端子（未标号）与绝缘本体（图未示），所述遮蔽壳体91顶面两侧设有

卡持孔92；所述常规USB插头80包括遮蔽外壳81，所述这笔外壳81顶面设有对应所述卡持孔

92的卡勾82。

[0032] 请参阅图1所示，本申请连接器组件包括插座A、及与所述USB插座A对接的USB插头

B。

[0033] 请参阅图2至图4所示，所述USB插座A包括插座外壳10、插装于所述插座外壳10内

的插座本体30、一体成型于所述插座本体30内的插座端子20、安装于所述插座外壳10内部

两侧的卡扣臂41、焊接于所述卡扣臂41与所述插座外壳10后端的固定板42、及一体成型于

所述插座外壳10后端的密封体43。

[0034] 所述插座本体30包括基部31、自所述基部31前向延伸形成的第一对接舌板32、及

自所述第一对接舌板32前向延伸形成的第二对接舌板33。所述第一对接舌板32在横向方向

上宽度大于所述第二对接舌板33，所述第一对接舌板32包括位于中间的主体部321、及自所

述主体部321横向两侧延伸形成的加宽部322。

[0035] 所述插座端子20包括若干插座信号端子21、及位于所述插座信号端子21两侧的插

座电源端子22。本申请所述插座电源端子22是电源端子与接地端子的统称，可指代电源端

子或接地端子。每个插座端子20包括成型于所述插座本体30的基部31内的固持部23、自所

述固持部23后端延伸出所述插座本体30外的焊脚26、自所述固持部23前端向前延伸并露出

于所述第一、第二对接舌板32,33一侧表面的接触部24。所述插座电源端子22的接触部24横

向延伸于所述第一对接舌板32的加宽部322位置处形成端子加宽部241。所述插座电源端子

22的固持部23、焊脚26、及位于第一对接舌板32处的接触部24的宽度是所述信号端子2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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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的三倍以上，该设计有效增大了插座电源端子22的横截面积，降低阻抗，达到传输较大

电流的目的。所述第一对接舌板32相对于所述插座端子20的接触部24的另一面设有挡块

34，所述挡块用于在本USB插座对接常规USB插头时起到避免所述常规USB插头的端部过度

插入损坏第一对接舌板32的问题发生。

[0036] 请参阅图5至图7所示，所述插座外壳10采用粉末冶金工艺制成，包括顶壁11、底壁

12、连接所述顶壁11与所述底壁12的两侧壁13、及由所述顶壁11、底壁12与两侧壁13围设而

成的两端开口的贯通槽14。所述贯通槽14的前端构成与所述USB插头对插的插接槽141，所

述贯通槽14的后端构成安装部142，所述插接槽141与所述安装部142之间形成有台阶部

143。所述插座本体30的基部31收容于所述安装部142内，并通过所述台阶部143在插接方向

上限位所述插座本体30，所述插座本体30的第一对接舌板32与第二对接舌板33均位于所述

插接槽142内。

[0037] 所述贯通槽14的两侧壁13的内侧开设有安装槽15，所述安装槽15自所述安装部

142处延伸至所述插接槽141处并与所述插接槽141联通。所述安装槽15在靠近所述贯通槽

14一侧的上下方向上形成有边壁152，所述上下边壁152之间形成连通所述安装部142与插

接槽141的连通口151。所述安装槽15的后端部设有固定槽153，所述固定槽153比所述安装

槽15窄。所述固定槽153的前端设有倾斜部154。所述插座外壳10的顶壁11的内侧表面对应

所述第一对接舌板32的顶面挡块34位置处设有挡部111，所述挡部111与所述挡块34起到相

同的作用，即阻止常规USB插头的过度插入，并定位本申请USB插头的插入位置。所述挡部

111是自所述顶壁11内侧向所述贯通槽14延伸形成，所述挡部111的后端设有供所述插座本

体30的挡块34定位的定位槽115。

[0038]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插座外壳10的挡部111与所述插座本体30的挡块34任选其一

均能实现本申请的技术效果。

[0039] 所述插座外壳10的顶壁11内侧还设有一对与所述常规USB插头的卡勾82卡扣的第

一卡槽113、及与本申请USB插头B的卡扣的第二卡槽112。所述插座外壳10的底壁12上设有

防呆块121，所述防呆块121用于阻止本申请背景技术所描述的七针USB插头的插入而损坏

本申请的USB插座A。

[0040] 请参阅图2所示，所述卡扣臂41包括固定部410、自所述固定部410前向延伸形成的

弹性臂411、形成于所述弹性臂411末端的扣持端部412、及形成于所述固定部410处的倾斜

的延伸部413。

[0041] 所述固定板42包括板状部421、及位于所述板状部421下部供所述导电端子20的焊

脚26延伸出插座外壳10外的缺口422。

[0042] 请参阅图2至9所示，本申请的USB插座A先将所述卡扣臂41装入所述插座外壳10的

贯通槽14两侧的安装槽15内，此时，所述卡扣臂41前端的弹性臂411悬浮于所述安装槽15并

可保持弹性，所述弹性臂411前端的扣持端部412自所述安装槽15的连通口151延伸入所述

插接槽141内。所述卡扣臂41的固定部410收容入所述安装槽15后端的固定槽153内，所述固

定槽153内的台阶部154与所述固定部410处的倾斜的延伸部413配合使所述卡扣臂41暂时

固定于所述安装槽15内。所述固定槽153的宽度等于所述固定部410的厚度。随后，将成型有

插座端子20的插座本体30自所述插座外壳10的安装部142装入所述贯通槽14内。再将所述

固定板42扣入所述安装部142内使所述固定板42位于所述卡扣臂41的固定部410后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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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焊的工艺将所述固定部142的端缘与所述固定板42焊接，同时，所述固定板42与所述插座

外壳10的贯通槽14内的台阶部143的后端面144也采用点焊的工艺焊接，如此，使所述卡扣

臂41与所述固定板42成为一体，而所述固定板42与所述插座外壳10构成一体以将所述卡扣

臂41与所述插座本体30固持于所述贯通槽14内。最后，在所述插座外壳10的安装部142进行

注塑成型操作形成将所述固定板42、导电端子20密封于内密封体43，如此，可以达到很好的

防水效果。

[0043]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密封体43两侧的安装部142的内侧表面可以设置一或多个凹

槽结构，增加所述密封体43与所述安装部142的结合力，且，可增大所述密封体43与所述安

装部142的成型面积，使防水性能更好。

[0044] 请参阅图10至图12所示，本申请USB插头B包括插头本体50、设于所述插头本体50

内的插头端子60、及遮覆于所述插头本体50外的插头外壳70。所述插头本体50包括基座51、

及自所述基座51前向延伸形成的对接部52。所述插头本体50还包括贯穿所述基座51与对接

部52的若干端子槽53。

[0045] 所述插头端子60包括若干与所述插座信号端子21对接的插头信号端子61、及若干

位于所述插头信号端子61两侧并与所述插座电源端子22对接的插头电源端子62。所述插头

电源端子62位于所述插头信号端子61两侧，每侧包括三根插头电源端子62，所述三根插头

电源端子62均在所述USB插座A的第一对舌板32处的插座电源端子22接触，其中最外侧的两

根插头电源端子62接触所述插座电源端子2的加宽部241上。所述最外侧的两根插头电源端

子62紧挨在一起。最内侧的一根插头电源端子62与所述插头信号端子61排布符合常规USB

标准。

[0046] 所述插头外壳70包括包覆于所述对接部52的包覆部71，所述包覆部71的两侧面上

设有卡口74，所述包覆部71的顶面左右两侧设有与所述USB插座A的第二卡槽112卡扣的卡

片72，所述两卡片72在所述包覆部71顶面上包括横向排列的三个卡片结构。所述包覆部71

顶面的前端缘设有与所述USB插座A的插座外壳10上的挡部111或插座本体30上的挡块34对

应配合的开口75，以使本申请的USB插头B顺利插入所述USB插座A内。所述包覆部71相对于

顶面的底面前端设有防呆槽76，所述防呆槽76对应所述USB插座A的插座外壳10的防呆块

121，以使所述USB插头顺利插入。所述USB插座A上的防呆块121用于阻止其他非常规USB插

头的插入，如本申请背景技术中提及的七针USB插头以免损坏本申请USB插座。

[0047] 请参阅图13所示的本申请USB插座A与USB插头的配合图，所述USB插座A的卡扣臂

41的扣持端部412扣入所述USB插头B的插头外壳70的包覆部71两侧的卡口74内以加强所述

USB插座A与USB插头B之间的扣持力。因所述USB插座A的插座外壳10采用粉末冶金工艺制

成，为达到防水的效果，其表面无法开设卡孔等结构，而所述USB插头B的卡片72是自所述包

覆部71撕裂形成，弹性效果不足，且所述USB插座A的第一、第二卡槽113,112因不能贯穿所

述插座外壳10的顶面，能够提供的形变幅度也不够，增加所述两侧的卡扣臂41可有效保证

插头与插座之间的固持力。

[0048] 请参阅图14所示，本申请USB插头B与常规USB插座90的配合状况，本申请USB插头B

的前端插入所述常规USB插座90，所述卡片72对应卡入所述常规USB插座90的卡持孔92内固

持。

[0049] 请参阅图15所示，本申请USB插座A与常规USB插头80的配合状况，所述常规USB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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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80的卡勾82卡入本申请USB插座A的第一卡槽113内，所述第一卡槽113位于所述第二卡槽

112前方。

[0050]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申请的USB插座A采用粉末冶金工艺制造插座外壳10，再通过

在所述插座外壳10的贯通槽14的两侧开设用于插装卡扣臂41的安装槽15，并在所述卡扣臂

41的后端设置固定板42，将所述固定板42点焊于所述卡扣臂41的后端缘与所述插座外壳10

的安装部142上，通过所述固定板42将所述卡扣臂41与插座外壳10固持为一体，增强产品的

整体性，同时所述插座外壳10还可避免传统采用铆压工艺制造存在缝隙等问题。同时，本申

请的USB插座A在将所述固定板42焊接于所述卡扣臂41与所述插座外壳10上后，再在所述固

定板42所处的贯通槽14的安装部142内进行注塑成型以形成密封体43，所述密封体43将所

述固定板42、卡扣臂41与所述安装部142的内侧表面之间的缝隙进行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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