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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圆形连接器及连接器组件。

连接器组件包括插头连接器和插座连接器，插头

连接器包括插头壳体，插头壳体外周转动装配有

连接套，插头连接器还包括与插座连接器相互插

合的插接端，插接端的外周面设有止转花键，止

转花键的外周安装有密封圈，连接套的内周面上

在对应于密封圈的位置处设有在密封圈被插座

连接器的插接端前端面轴向挤压时提供给密封

圈径向的变形空间的环形凹槽。环形凹槽使密封

圈在受到插座壳体的轴向挤压、径向变形时具有

足够大的变形空间，同时，在旋拧连接套时也不

会因连接套内壁与花键之间的缝隙过小而导致

缝隙中的密封圈被损伤，提高了密封圈的使用寿

命，并使得旋拧时的阻力变小，旋拧更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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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圆形连接器，包括壳体，壳体外周转动装配有连接套，所述圆形连接器还包括用于与

插座连接器相互插合的插接端，插接端的外周面设有止转花键，止转花键的外周安装有密

封圈，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套的内周面上在对应于密封圈的位置处设有用于在密封圈被

插座插接端前端面轴向挤压时提供给密封圈径向变形的变形空间的环形凹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圆形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止转花键的各个键条上在对应

于密封圈的位置处设有密封圈的容纳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圆形连接器，其特征在于，容纳槽的槽底所在圆的直径大于密

封圈的内径。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圆形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圈为开口背离

插座连接器的插接端前端面的V型密封圈。

5.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圆形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套为螺纹连接

套。

6.连接器组件，包括插头连接器和插座连接器，插头连接器包括插头壳体，插头壳体外

周转动装配有连接套，插头连接器和插座连接器包括相互插合的插头插接端和插座插接

端，插头插接端的外周面设有止转花键，止转花键的外周安装有密封圈，插座连接器包括插

座壳体，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套的内周面上在对应于密封圈的位置处设有在密封圈被插

座插接端前端面轴向挤压时提供给密封圈径向变形的变形空间的环形凹槽。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止转花键的各个键条上在对应

于密封圈的位置处设有密封圈的容纳槽。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容纳槽的槽底所在圆的直径大于密

封圈的内径。

9.根据权利要求6-8任意一项所述的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圈为开口背离

插座连接器的插接端前端面的V型密封圈。

10.根据权利要求6-8任意一项所述的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套为螺纹连

接套。

11.根据权利要求6-8任意一项所述的连接器组件，其特征是，插座连接器的外周上设

有用于指示连接套锁紧位置的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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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圆形连接器及连接器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圆形连接器及连接器组件。

背景技术

[0002] 圆形连接器一般要求具备密封、抗振、防松等特性，以便能够在航空、航天、武器、

测井等领域使用。圆形插头连接器和圆形插座连接器在插合后一般通过连接套实现锁紧连

接，连接套转动装配在插头连接器壳体上，插头连接器的插接端与连接套之间具有用于供

插座连接器的插接端插入的插合空间，插头连接器的插接端外周面还设有用于与插座连接

器的插接端进行止转配合的止转花键。为了实现插座连接器和插座连接器的密封，一般在

插头连接器的插接端的外周安装密封圈，在插头连接器和插座连接器插合后，密封圈被插

座连接器的插接端端面挤压变形从而实现插头和插座之间的密封。

[0003] 但是，上述连接器存在以下问题：连接套与花键壳体之间的空间狭小，在此空间内

设置密封圈后，当连接套为螺套时，旋拧螺套时，螺套的内螺纹会划伤密封圈；当连接套为

卡扣连接套时，虽然连接套内部没有螺纹，但是在旋拧连接套时，由于连接套内周面与密封

圈之间的摩擦依然会导致密封圈被挤压损伤。因此这两种连接套均会使密封圈损伤，进而

影响密封圈的使用寿命，同时，旋拧过程中阻力较大，十分费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避免密封圈被连接套旋转时损伤的圆形连接器；本

发明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一种使用该圆形连接器的连接器组件。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圆形连接器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技术方案1：圆形连接器包括壳体，壳体外周转动装配有连接套，所述圆形连接器还包

括用于与插座连接器相互插合的插接端，插接端的外周面设有止转花键，止转花键的外周

安装有密封圈，所述连接套的内周面上在对应于密封圈的位置处设有用于在密封圈被插座

插接端前端面轴向挤压时提供给密封圈径向变形的变形空间的环形凹槽。

[0006] 技术方案2：在技术方案1的基础上，所述止转花键的各个键条上在对应于密封圈

的位置处设有密封圈的容纳槽。

[0007] 技术方案3：在技术方案2的基础上，容纳槽的槽底所在圆的直径大于密封圈的内

径。

[0008] 技术方案4：在技术方案1-3任意一项的基础上，所述密封圈为开口背离插座连接

器的插接端前端面的V型密封圈。

[0009] 技术方案5：在技术方案1-3任意一项的基础上，所述连接套为螺纹连接套。

[0010] 本发明圆形连接器的有益效果：圆形连接器的连接套的内周面上设有环形凹槽，

环形凹槽的设置确保密封圈在受到插座壳体的轴向挤压并径向变形时具有足够大的变形

空间，同时，在旋拧连接套时也不会因连接套内壁与花键之间的缝隙过小而导致缝隙中的

密封圈被划伤或挤伤，提高了密封圈的使用寿命，另外，由于连接套旋拧时不再挤压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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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使得旋拧时的阻力变小，旋拧更省力。

[0011] 本发明的连接器组件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技术方案1：连接器组件包括插头连接器和插座连接器，插头连接器包括插头壳体，插

头壳体外周转动装配有连接套，插头连接器和插座连接器包括相互插合的插头插接端和插

座插接端，插头插接端的外周面设有止转花键，止转花键的外周安装有密封圈，插座连接器

包括插座壳体，所述连接套的内周面上在对应于密封圈的位置处设有在密封圈被插座插接

端前端面轴向挤压时提供给密封圈径向变形的变形空间的环形凹槽。

[0012] 技术方案2：在技术方案1的基础上，所述止转花键的各个键条上在对应于密封圈

的位置处设有密封圈的容纳槽。

[0013] 技术方案3：在技术方案2的基础上，容纳槽的槽底所在圆的直径大于密封圈的内

径。

[0014] 技术方案4：在技术方案1-3任意一项的基础上，所述密封圈为开口背离插座连接

器的插接端前端面的V型密封圈。

[0015] 技术方案5：在技术方案1-3任意一项的基础上，所述连接套为螺纹连接套。

[0016] 技术方案6：在技术方案1-3任意一项的基础上，插座连接器的外周上设有色带，连

接套在与插座连接器连接时可覆盖在色带上以指示到位信息。

[0017] 本发明连接器组件的有益效果是：连接器组件的插头连接器的连接套内周面上设

有环形凹槽，环形凹槽的设置确保密封圈在受到插座壳体的轴向挤压并径向变形时具有足

够大的变形空间，同时，在旋拧连接套时也不会因连接套内壁与花键之间的缝隙过小而导

致缝隙中的密封圈被划伤或挤伤，提高了密封圈的使用寿命，另外，由于连接套旋拧时不再

挤压密封圈，使得旋拧时的阻力变小，旋拧更省力。

[0018] 进一步地，通过容纳槽的设置可对密封圈进行轴向挡止限位，即固定密封圈，相对

于传统胶粘方式固定密封圈具有拆装方便、装配效率高的优点，

进一步地，由于容纳槽的槽底所在圆的直径大于密封圈的内径，使得密封圈可以箍紧

在容纳槽内，密封圈通过强装进入容纳槽后不易从容纳槽中跳出，保证密封圈与容纳槽结

合紧密，即密封圈安装时牢固可靠。

[0019] 进一步地，V型密封圈具有良好的可压缩性，变形量大，可更好的密封插座和插头

的连接缝隙。

[0020] 进一步地，连接套采用旋拧螺纹连接方式与插座连接器连接，连接方便可靠。

[0021] 进一步地，插座连接器上色带的设置使得插头与插座连接器连接到位后可以清楚

的看出，以提醒使用者连接到位。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连接器组件的具体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中的插头连接器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图2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图4为图1中的插座连接器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1-插头连接器，11-插头壳体，12-插接端，13-连接套，131-环形凹槽，14-绝缘体，

15-止转花键，151-容纳槽，16-密封圈，2-插座连接器，21-插座壳体，22-色带，3-接触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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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24] 本发明的连接器组件的具体实施例，如图1所示，连接器组件包括插头连接器1和

插座连接器2，两个连接器相互插接配合实现两端线束的导通，本实施例的连接器组件为电

连接器组件，线束传输的是电信号。

[0025] 如图2、3所示，插头连接器1包括插头壳体11，插头壳体11的插接端12处通过绝缘

体14封装有接触件3，接触件3用于与插座连接器2上的接触件3适配插接。绝缘体14伸出插

头壳体11之外，并向插接方向的一侧延伸。插头壳体11的插接端12外周上转动装配有连接

套13，连接套13一端与插头壳体11旋转配合，另一端罩设在绝缘体14之外，连接套13与插头

壳体11配合处还设有在轴向相互挡止配合的挡止结构，从而使得连接套13只能相对于插头

壳体11旋转而不会在轴向移动。连接套13具有内螺纹，用于与插座壳体21上的外螺纹配合，

实现插头连接器1与插座连接器2的连接固定。连接套13与绝缘体14外周面之间具有缝隙，

即绝缘体14与连接套13不接触。

[0026] 如图3所示，连接套13内周面上设有环形凹槽131，环形凹槽131紧靠插头壳体11设

置。绝缘体14上设有止转花键15，止转花键15对应环形凹槽131的位置设有容纳槽151，容纳

槽151中装有密封圈16，容纳槽151的尺寸保证密封圈16通过强装方式装入容纳槽151后与

容纳槽151为紧配合，即密封圈16具有一定预紧力，容纳槽151的槽壁可对密封圈16进行轴

向限位，防止在插接过程中密封圈16沿轴向移动，由于密封圈16箍紧在容纳槽151内，即套

在花键外周上的容纳槽151内，保证密封圈16的安装的可靠性。密封圈16采用截面为U形的O

型橡胶圈，具有良好的弹性变形性能。

[0027] 如图4所示，插座包括插座壳体21，插座壳体21内通过绝缘体14封装有接触件3，插

座壳体21的外周上设有色带22，色带22的位置对应插头与插座插合到位后连接套13的外边

缘位置，以此指示插头连接器1与插座连接器2的插合到位信息。

[0028] 本发明的连接器组件在使用时：在将插头连接器1插入插座连接器2中时，经止转

花键15的导向保证插入顺利并具有止转功能，插合时通过旋拧连接套13使插头和插座彼此

靠近，在旋拧连接套13的过程中，由于连接套13的内侧对应密封圈16的位置设置的环形凹

槽131的存在，密封圈16不会受到连接套13的挤压，因此不会被连接套13划伤，随着插合的

进行，插座壳体21开始接触密封圈16并将密封圈16朝向插头壳体11的端面挤压，如图1所

示，环形凹槽131可提供给密封圈16径向变形的变形空间，因此密封圈16可具有较大的压缩

变形量，当进一步压缩使连接套13的外端到达色带22的指定插合到位的位置时，即可停止

旋拧，完成插合。

[0029] 在其他实施例中：连接器组件也可用于传输光信号，此时的连接器组件为光连接

器组件，包括光连接器插头和光连接器插座，插头和插座之间依然采用连接套连接，依靠密

封圈进行密封；连接套也可不设置内螺纹，而是采用卡扣连接的方式与插座连接器连接；环

形凹槽的截面不限于图1-3中所示的矩形，也可替换为圆弧形、梯形等；密封圈也可替换为Y

型密封圈或O型密封圈等。

[0030] 本发明的圆形连接器的实施例：圆形连接器可以是插座连接器或插头连接器，插

头连接器的实施例与本发明的连接器组件的各实施例中的插头连接器的各实施例相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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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赘述。圆形连接器为插座连接器时，连接套转动装配在插座壳体上，并且相对于插座壳体

轴向挡止，插头连接器和插座连接器对插时，通过插座壳体上的连接套与插头壳体相连接；

密封圈也可替换为其他材质的弹性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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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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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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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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