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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MALE CONNECTOR AND USB CONNECTOR

(54) 发明名称 ：公连接器及USB 连接器

(57) Abstract: A male connector, comprising a first terminal group ( 110), a first rubber core
(120), and at least one first retaining wall (130). The first terminal group ( 110) comprises a
plurality of first terminals ( 111). The first rubber core (120) comprises at least one jack, and
eachjack has a first terminal ( 111) plugged into same. The first retaining wall (130) i s made of
an insulating material, i s connected to one side, provided with the jack, of the first rubber core
(120), and i s located between two adjacent first tenninals ( 111); the length of the first retaining
wall (130) i s not less than the length of the first terminal ( 111) adjacent to the first retaining
wall (130); an upper surface of the first retaining wall (130) i s not lower than an upper surface
of the first terminal ( 111) adjacent to the first retaining wall (130); and a lower surface of the
first retaining wall (130) i s not higher than a lower surface of the first terminal ( 111) adjacent
to the first retaining wall (130). The male connector makes it less likely for moisture to gather,

图 1 thereby preventing short-circuit and burning. Also provided i s a USB connector comprising the
male connector. The USB connector may further comprise a female connector, and the female
connector i s configured to dispose a second retaining wall (230) between second tenninals (21 1)
so as t o make it less likely for moisture to gather, thereby preventing short-circuit and b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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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一种公连接器，包括第一端子组( 110)、第一胶芯(120) 和至少一个第一档墙(130) 。第一端子组( 110)包
括多个第一端子( 111)。第一胶芯(120)上包括至少一个插孔，每个插孔插接一个第一端子( 111)。第一档墙(130) 采
用绝缘材料，与第一胶芯(120) 的设置有插孔的一面相连，且位于两个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之间，第一档墙(130)
的长度不小于与第一档墙 (130) 相邻的第一端子 ( 111)的长度，第一档墙 (130) 的上表面不低于与第一档墙 (130) 相
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上表面，第一档墙(130) 的下表面不高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下表面。该
公连接器使水汽不易聚集，从而防止短路烧机。还提出一种包括公连接器的USB 连接器，该USB 连接器还可包
括母连接器，母连接器通过在第二端子(21 1)间设置第二档墙(230) ，使水汽不易聚集，从而防止短路烧机。



公连接器及USB 连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 申请涉及一种连接器 ，具体涉及一种公连接器及USB 连接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 电子产品的不断发展 ，电子产品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日益广泛 ，尤其

是手机 、笔记本 电脑 、数码相机等消费类电子产品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

缺 的物 品，各种 电子产品之间的连接越来越频繁 ，而USB 接 口技术 以其接线简

单 、传输稳定 、传输速度快等优点被越来越多的广泛应用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

，因此 电子产品之间通过USB 连接器来实现连接是一种很常见的连接方式 ，由

于USB 连接器在 电子领域被如此广泛 的应用 ，用户对其质量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0003] 然而 ，现有 的USB

连接器本身并不防水防尘 ，在恶劣环境下 ，水汽与灰尘易从USB 连接器 的头部进

入 ，从而堆积在USB 连接器 的端子组 的各端子处 ，而USB 连接器 的端子 间距只

有0.4mm ，易导致USB 连接器 的端子 间短路 出现烧机现象。

技术问题

[0004] 现有 的USB 连接器本身并不防水防尘 ，在恶劣环境下 ，水汽与灰尘易从USB 连

接器 的头部进入 ，堆积在USB 连接器尾部 的端子组 的各端子处 ，而USB 连接器

的端子 间距只有0.4mm ，易导致USB 连接器 的端子 间短路 出现烧机现象。

问题 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0005] 针对上述技术 问题 ，本 申请提供一种公连接器 ，用于解决现有技术 中因为水汽

与灰尘堆积在USB 连接器尾部 的端子组 的各端子处 ，而造成USB 连接器 的端子

间短路 出现烧机 的问题。

[0006] 本 发明提供一种公连接器 ，包括第一端子组 、第一胶芯和至少一个第一档墙。

所述第一端子组包括多个第一端子。所述第一胶芯上包括至少一个插孔 ，每个



插孔插接一个第一端子。所述第一档墙采用绝缘材料，所述第一档墙与所述第

一胶芯的设置有插孔的一面相连，所述第一档墙位于所述第一端子组的两个相

邻的第一端子之间，所述第一档墙的长度不小于与所述第一档墙相邻的第一端

子的长度，所述第一档墙的上表面不低于与所述第一档墙相邻的第一端子的上

表面，所述第一档墙的下表面不高于与所述第一档墙相邻的第一端子的下表面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档墙位于所述两个相邻的第一端子的中间，所述第一档墙

为一直角三菱柱。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档墙为长条状。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胶芯与第一档墙一体注塑成型。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胶芯上套设有第一端子保护套，所述第一端子保护套外包

覆有铁盖，所述铁盖的下表面设有第一幵孔、第二幵孔。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铁盖的后端的两侧各设有至少一个向外弯折的焊脚。

[0012]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USB 连接器，所述USB 连接器包括上述的公连接器。

[0013] 进一步地，所述USB 连接器还包括母连接器。所述母连接器，包括第二端子组

、第二胶芯和至少一个第二档墙。所述第二端子组包括多个第二端子。所述第

二胶芯上包括至少一个插孔，每个插孔插接一个第二端子。所述第二档墙采用

绝缘材料，所述第二档墙与所述第二胶芯的设置有插孔的一面相连，所述第二

档墙位于所述第二端子组的两个相邻的第二端子之间，所述第二档墙的长度不

小于与所述第二档墙相邻的第二端子的长度，所述第二档墙的上表面不低于与

所述第二档墙相邻的第二端子的上表面，所述第二档墙的下表面不高于与所述

第二档墙相邻的第二端子的下表面。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档墙的形状与所述第一档墙的形状相同。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档墙与所述第一档墙的均为直角三菱柱。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提出的公连接器通过在第一端子组的两个相邻的第一端子间设置绝缘的

第一档墙，用以使水汽不易聚集在两个相邻的第一端子间，从而防止短路烧机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包括公连接器的USB 连接器，该USB 连接器还可包括母连接

器，母连接器通过在第二端子间设置第二档墙，使水汽不易聚集，从而防止短

路烧机。

对附图的简要说 明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方式提供的公连接器的结构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第二实施方式提供的公连接器的分解结构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第三实施方式提供的USB 连接器的公连接器、母连接器的连接处

正面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第四实施方式提供的USB 连接器的公连接器、母连接器的连接处

正面示意图。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0021] 图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方式提供的公连接器的结构图。如图1所示，本实施方式

的公连接器，包括第一端子组 110、第一胶芯 120和至少一个第一档墙 130。

[0022] 具体地，第一端子组 110包括多个第一端子 111 (图中仅仅示出3个，但本发明

并不以此为限）。

[0023] 第一胶芯 120上包括至少一个插孔，每个插孔插接一个第一端子 111，即第一端

子组 110的每一个第一端子 111均有第一胶芯 120上的一个插孔相对应。第一端子

组 110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端子 110的第一部分位于公连接器尾部及第一胶芯 120

外部，与信号线相连。第一端子 110的第二部分位于第一胶芯 120内部。第一端

子 110的第三部分位于公连接器头部及第一胶芯 120外部，与对应的母连接器的

第二端子211相连。

[0024] 第一档墙 130采用绝缘材料，防止水汽通过第一档墙 130导电。第一档墙 130与

第一胶芯 120的设置有插孔的一面相连，即第一档墙 130设置在公连接器尾部 （

如图1) ，或者设置在公连接器头部 （图1未示出），或者同吋设置在公连接器

尾部和公连接器头部 （图1未示出）。

[0025] 其中，第一档墙 130位于第一端子组 110的两个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之间，第一



档墙 130的长度不小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长度，第一档墙 130

的上表面不低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上表面，第一档墙 130的下

表面不高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下表面。

[0026] 其中，第一档墙 130的长度、第一端子 111的长度均是相对于第一胶芯 120往外

延伸的距离，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方式也同样如此，不再重复描述。

[0027] 具体地，对于第一端子组 110的第二部分即位于第一胶芯 120内部的第一端子组

110，各个第一端子 111被第一胶芯 120的插孔分隔幵来，因此从公连接器的头部

进入的水汽与灰尘等与某一第一端子 1在第一胶芯 120 内部接触后，不能穿过

第一胶芯 120与其他的第一端子 111相接触，而使第一端子 111彼此导电；而且第

一胶芯 120是绝缘的，则水汽与灰尘等也不能通过第一胶芯 120使第一端子 111彼

此导电。则在第一端子组 110的第二部分在公连接器上不可能因为水汽与灰尘等

而导电。

[0028] 对于第一端子组 110的第一部分即位于公连接器尾部及第一胶芯 120外部的第一

端子组 110，如图1所示，在公连接器的尾部设置至少一个第一档墙 130。每相邻

两个第一端子 111之间设置有第一档墙 130，而第一档墙 130与第一胶芯 120的设

置有插孔的一面相连。第一档墙 130的长度不小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

子 111的长度，则相邻第一端子 111的相对侧面在长度方向上不能越过第一档墙 1

30彼此相对。第一档墙 130的上表面不低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

上表面，第一档墙 130的下表面不高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下表

面，则相邻第一端子 111的相对侧面在高度方向上不能越过第一档墙 130彼此相

对。这样，第一档墙 130阻隔了相邻第一端子 111的相对侧面的长度和高度的直

接彼此相对，使得相邻第一端子 111不能直接彼此相对。因此水汽与灰尘与某一

第一端子 111接触后，不能穿过第一档墙 130与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相接触，而使

第一端子 111彼此导电；而且第一档墙 130是绝缘的，则水汽与灰尘也不能通过

第一档墙 130使第一端子 111彼此导电，则本实施方式能通过在公连接器的尾部

的第一端子 111间增加绝缘的第一档墙 130，用以使水汽不易聚集，从而防止短

路烧机。

[0029] 对于第一端子组 110的第三部分即位于公连接器头部及第一胶芯 120外部的第一



端子组 110，可在公连接器的头部设置至少一个第一档墙 130。每相邻两个第一

端子 111之间设置有第一档墙 130，而第一档墙 130与第一胶芯 120的设置有插孔

的一面相连。第一档墙 130的长度不小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长

度，则相邻第一端子 111的相对侧面在长度方向上不能越过第一档墙 130彼此相

对。第一档墙 130的上表面不低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上表面，

第一档墙 130的下表面不高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下表面，则相

邻第一端子 111的相对侧面在高度方向上不能越过第一档墙 130彼此相对。这样

，第一档墙 130阻隔了相邻第一端子 111的相对侧面的长度和高度的直接彼此相

对，使得相邻第一端子 111不能直接彼此相对。因此水汽与灰尘与某一第一端子

111接触后，不能穿过第一档墙 130与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相接触，而使第一端子

111彼此导电；而且第一档墙 130是绝缘的，则水汽与灰尘也不能通过第一档墙 1

30使第一端子 111彼此导电。所以，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能通过在公连接器

的头部的第一端子 111间增加绝缘的第一档墙 130，用以使水汽不易聚集，从而

防止短路烧机。

[0030] 在图1的实施方式中，第一档墙 130设置在公连接器尾部，但本发明不局限于此

，例如在本发明另一实施方式中，第一档墙 130也可以仅设置在公连接器头部，

或者在本发明另一实施方式中，第一档墙 130同吋设置在公连接器尾部和公连接

器头部。

[0031] 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所有第一档墙 130的长度相同，且高度相同，而且第

一档墙 130的长度不小于所有的第一端子 111的长度，第一档墙 130的上表面不低

于所有的第一端子 111的上表面，第一档墙 130的下表面不高于所有的第一端子 1

11的下表面。这样，第一档墙 130的设计和加工较为容易。

[0032] 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第一档墙 130位于两个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中间，第

一档墙 130为一直角三菱柱，该直角三菱柱的底面所在的平面是在第一档墙 130

与第一胶芯 120相连的平面上。这样，第一档墙 130的结构较为简单，方便加工

。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以此限定第一档墙 130的形状，第一档墙 130的形状

满足相对于第一胶芯 120的与第一档墙 130相连的面，存在距离上的变化即可，

使得公连接器与对应的母连接器连接吋，第一档墙 130的形状可在母连接器上相



匹配。例如第一档墙 130可以为等腰三菱柱或其他三菱柱，也可以为梯形柱，凹

字形状或凸字形状等等。

[0033] 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第一档墙 130为长条状。这样，第一档墙 130的结构较

为简单，方便加工。

[0034] 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第一胶芯 120与第一档墙 130— 体注塑成型。其中，第

一档墙 130的材料为塑胶，则为了加工方便，第一胶芯 120与第一档墙 130—体注

塑成型。此外，为了加工方便，也可以第一端子 111、第一胶芯 120与第一档墙 1

30— 体注塑成型。

[0035] 本发明第一实施方式的公连接器,通过在第一端子组 110的两个相邻的第一端子 1

11间设置绝缘的第一档墙 130，用以使水汽不易聚集在两个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

间，从而防止短路烧机。

[0036] 图2为本发明第二实施方式提供的公连接器的分解结构图。如图2所示的公连接

器与如图1所示的公连接器的结构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第一胶芯 120

上套设有第一端子保护套 140，第一端子保护套 140外包覆有铁盖 150，铁盖 150

的下表面设有第一幵孔 151、第二幵孔 152。其中，第一幵孔 151、第二幵孔 152

用以与对应的母连接器的弹片锁扣配合起到卡位的作用。

[0037] 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铁盖 150的后端的两侧各设有至少一个向外弯折的焊

脚 153。

[0038] 其中，如图2所示，本实施方式的公连接器，包括第一端子组 110、第一胶芯 12

0和至少一个第一档墙 130。

[0039] 具体地，第一端子组 110包括多个第一端子 111。

[0040] 第一胶芯 120上包括至少一个插孔，每个插孔插接一个第一端子 111，即第一端

子组 110的每一个第一端子 111均有第一胶芯 120上的一个插孔相对应。第一端子

组 110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端子 110的第一部分位于公连接器尾部及第一胶芯 120

外部，与信号线相连。第一端子 110的第二部分位于第一胶芯 120内部。第一端

子 110的第三部分位于公连接器头部及第一胶芯 120外部，与对应的母连接器的

第二端子211相连。

[0041] 第一档墙 130采用绝缘材料，防止水汽通过第一档墙 130导电。第一档墙 130与



第一胶芯 120的设置有插孔的一面相连，即第一档墙 130设置在公连接器尾部 （

如图2) ，或者设置在公连接器头部 （图2未示出），或者同吋设置在公连接器

尾部和公连接器头部 （图2未示出）。

[0042] 其中，第一档墙 130位于第一端子组 110的两个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之间，第一

档墙 130的长度不小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长度，第一档墙 130

的上表面不低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上表面，第一档墙 130的下

表面不高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下表面。

[0043] 具体地，对于第一端子组 110的第二部分即位于第一胶芯 120内部的第一端子组

110，各个第一端子 111被第一胶芯 120的插孔分隔幵来，因此从公连接器的头部

进入的水汽与灰尘等与某一第一端子 1在第一胶芯 120 内部接触后，不能穿过

第一胶芯 120与其他的第一端子 111相接触，而使第一端子 111彼此导电；而且第

一胶芯 120是绝缘的，则水汽与灰尘等也不能通过第一胶芯 120使第一端子 111彼

此导电。则在第一端子组 110的第二部分在公连接器上不可能因为水汽与灰尘等

而导电。

[0044] 对于第一端子组 110的第一部分即位于公连接器尾部及第一胶芯 120外部的第一

端子组 110，如图1所示，在公连接器的尾部设置至少一个第一档墙 130。每相邻

两个第一端子 111之间设置有第一档墙 130，而第一档墙 130与第一胶芯 120的设

置有插孔的一面相连。第一档墙 130的长度不小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

子 111的长度，则相邻第一端子 111的相对侧面在长度方向上不能越过第一档墙 1

30彼此相对。第一档墙 130的上表面不低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

上表面，第一档墙 130的下表面不高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下表

面，则相邻第一端子 111的相对侧面在高度方向上不能越过第一档墙 130彼此相

对。这样，第一档墙 130阻隔了相邻第一端子 111的相对侧面的长度和高度的直

接彼此相对，使得相邻第一端子 111不能直接彼此相对。因此水汽与灰尘与某一

第一端子 111接触后，不能穿过第一档墙 130与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相接触，而使

第一端子 111彼此导电；而且第一档墙 130是绝缘的，则水汽与灰尘也不能通过

第一档墙 130使第一端子 111彼此导电，则本实施方式能通过在公连接器的尾部

的第一端子 111间增加绝缘的第一档墙 130，用以使水汽不易聚集，从而防止短



路烧机。

[0045] 对于第一端子组 110的第三部分即位于公连接器头部及第一胶芯 120外部的第一

端子组 110，可在公连接器的头部设置至少一个第一档墙 130。每相邻两个第一

端子 111之间设置有第一档墙 130，而第一档墙 130与第一胶芯 120的设置有插孔

的一面相连。第一档墙 130的长度不小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长

度，则相邻第一端子 111的相对侧面在长度方向上不能越过第一档墙 130彼此相

对。第一档墙 130的上表面不低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上表面，

第一档墙 130的下表面不高于与第一档墙 130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下表面，则相

邻第一端子 111的相对侧面在高度方向上不能越过第一档墙 130彼此相对。这样

，第一档墙 130阻隔了相邻第一端子 111的相对侧面的长度和高度的直接彼此相

对，使得相邻第一端子 111不能直接彼此相对。因此水汽与灰尘与某一第一端子

111接触后，不能穿过第一档墙 130与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相接触，而使第一端子

111彼此导电；而且第一档墙 130是绝缘的，则水汽与灰尘也不能通过第一档墙 1

30使第一端子 111彼此导电。所以，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能通过在公连接器

的头部的第一端子 111间增加绝缘的第一档墙 130，用以使水汽不易聚集，从而

防止短路烧机。

[0046] 在图1的实施方式中，第一档墙 130设置在公连接器尾部，但本发明不局限于此

，例如在本发明另一实施方式中，第一档墙 130也可以仅设置在公连接器头部，

或者在本发明另一实施方式中，第一档墙 130同吋设置在公连接器尾部和公连接

器头部。

[0047] 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第一幵孔 151的上部装设有第一弹片锁扣，该第一弹

片锁扣可沿第一幵孔 151弹性伸缩，第二幵孔 152的上部装设有第二弹片锁扣，

该第二弹片锁扣可沿第二幵孔 152弹性收缩。第一幵孔 151、第二幵孔 152用以与

对应的母连接器的幵口配合起到卡位的作用。

[0048]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包括上述公连接器的USB 连接器。公连接器的结构及原理请

参考上述描述，在此不再赘述。在一实施方式中，USB 连接器还可以包括与公连

接器相连的母连接器。

[0049] 图3为本发明第三实施方式提供的USB 连接器的公连接器、母连接器的连接处



正面示意图。USB 连接器包括公连接器。USB 连接器还可包括母连接器。本实施

方式的USB 连接器包括公连接器和母连接器。其中，公连接器的结构可参考实施

方式一或实施方式二的公连接器的结构。母连接器包括第二端子组、第二胶芯

和至少一个第二档墙230。第二端子组包括多个第二端子211 。

[0050] 具体地，第二端子组包括多个第二端子211 ，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第二端

子2 11的数量与第一端子 110的数量相同，用于与第一端子 110电连接。

[0051] 第二胶芯上包括至少一个插孔，每个插孔插接一个第二端子211 ，即第二端子

组的每一个第二端子211均有一个第二胶芯上的插孔相对应。第二端子组分为三

个部分，第二端子组的第一部分位于母连接器尾部及第二胶芯外部，与信号线

相连。第二端子组的第二部分位于第二胶芯内部。第二端子组的第三部分位于

母连接器头部及第二胶芯外部，与对应的公连接器的第一端子 111相连。

[0052] 第二档墙230采用绝缘材料，防止水汽通过第二档墙230导电。第二档墙230与

第二胶芯的设置有插孔的一面相连，即第二档墙230设置在母连接器尾部，或者

设置在母连接器头部，或者同吋设置在母连接器尾部和母连接器头部。

[0053] 其中，第二档墙230位于第二端子组的两个相邻的第二端子211之间，第二档墙

230的长度不小于与第二档墙230相邻的第二端子2 11的长度，第二档墙230的上

表面不低于与第二档墙230相邻的第二端子211的上表面，第二档墙230的下表面

不高于与第二档墙230相邻的第二端子2 11的下表面。

[0054] 其中，第二档墙230的长度、第二端子211的长度均是相对于第二胶芯往外延伸

的距离，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方式也同样如此，不再重复描述。

[0055] 具体地，对于第二端子组的第二部分，各个第二端子211被第二胶芯的插孔分

隔幵来，因此从母连接器的头部进入的水汽与灰尘等与某一第二端子211在第二

胶芯内部接触后，不能穿过第二胶芯与其他的第二端子211相接触，而使第二端

子211彼此导电；而且第二胶芯是绝缘的，则水汽与灰尘等也不能通过第二胶芯

使第二端子211彼此导电。则在第二端子组的第二部分在母连接器上不可能因为

水汽与灰尘等而导电。

[0056] 对于第二端子组的第一部分即位于母连接器尾部及第二胶芯220外部的第二端

子组，可在母连接器的尾部设置至少一个第二档墙230。每相邻两个第二端子2 1



1之间设置有第二档墙230 ，而第二档墙230与第二胶芯的设置有插孔的一面相连

。第二档墙230的长度不小于与第二档墙230相邻的第二端子211的长度，则相邻

第二端子211的相对侧面在长度方向上不能越过第二档墙230彼此相对。第二档

墙230的上表面不低于与第二档墙230相邻的第二端子211的上表面，第二档墙23

0的下表面不高于与第二档墙230相邻的第二端子211的下表面，则相邻第二端子

211的相对侧面在高度方向上不能越过第二档墙230彼此相对。这样，第二档墙2

30阻隔了相邻第二端子211的相对侧面的长度和高度的直接彼此相对，使得相邻

第二端子2 11不能直接彼此相对。因此水汽与灰尘等与某一第二端子2 11接触后

，不能穿过第二档墙230与相邻的第二端子211相接触，而使第二端子211彼此导

电；而且第二档墙230是绝缘的，则水汽与灰尘等也不能通过第二档墙230使第

二端子211彼此导电。所以，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能通过在母连接器的尾部

的第二端子211间增加绝缘的第二档墙230 ，用以使水汽不易聚集，从而防止短

路烧机。

对于第二端子组的第三部分即位于母连接器头部及第二胶芯220外部的第二端

子组，可在母连接器的头部设置至少一个第二档墙230。每相邻两个第二端子2 1

1之间设置有第二档墙230 ，而第二档墙230与第二胶芯的设置有插孔的一面相连

。第二档墙230的长度不小于与第二档墙230相邻的第二端子211的长度，则相邻

第二端子211的相对侧面在长度方向上不能越过第二档墙230彼此相对。第二档

墙230的上表面不低于与第二档墙230相邻的第二端子211的上表面，第二档墙23

0的下表面不高于与第二档墙230相邻的第二端子211的下表面，则相邻第二端子

211的相对侧面在高度方向上不能越过第二档墙230彼此相对。这样，第二档墙2

30阻隔了相邻第二端子211的相对侧面的长度和高度的直接彼此相对，使得相邻

第二端子2 11不能直接彼此相对。因此水汽与灰尘等与某一第二端子2 11接触后

，不能穿过第二档墙230与相邻的第二端子211相接触，而使第二端子211彼此导

电；而且第二档墙230是绝缘的，则水汽与灰尘等也不能通过第二档墙230使第

二端子211彼此导电。所以，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能通过在母连接器的头部

的第二端子211间增加绝缘的第二档墙230 ，用以使水汽不易聚集，从而防止短

路烧机。



[0058] 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第二档墙230设置在母连接器头部，但本发明不局限

于此，例如在本发明另一实施方式中，第二档墙230仅设置在母连接器尾部，或

者在本发明另一实施方式中，第二档墙230同吋设置在母连接器尾部和母连接器

头部。

[0059] 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所有第二档墙230的长度相同，且高度相同，而且第

二档墙230的长度不小于所有的第二端子2 11的长度，第二档墙230的上表面不低

于所有的第二端子2 11的上表面，第二档墙230的下表面不高于所有的第二端子2

11的下表面。这样，第二档墙230的设计和加工较为容易。

[0060] 在图3的实施方式中的公连接器的头部设置有第一档墙 130，母连接器的头部设

置有第二档墙230。第一档墙 130位于两个相邻的第一端子 111的中间，第二档墙

230位于所述两个相邻的第二端子211的中间，第一档墙 130的形状和第二档墙23

0的形状相同。

[0061] 本实施方式中，第一档墙 130、第二档墙230为直角三菱柱。如图3所示，公连

接器与母连接器连接吋，第一端子 111与第二端子2 11在水平方向上位置相同，

第一端子 111的前端部与第二端子2 11的前端部上下相接触。第一档墙 130与第二

档墙230在水平方向上的位置相同，且第一档墙 130、第二档墙230的直角斜面相

对。

[0062] 具体地，第一端子 111与第二端子211在水平方向上位置相同，第一端子 111的

前端部与第二端子211的前端部上下相接触，使得信号得以传输。但本发明并不

以此为限，例如第一端子 111的前端部与第二端子2 11的前端部也可以左右相接

触等等。

[0063] 本实施例的第一档墙 130与第二档墙230在水平方向上的位置相同，且第一档墙

130、第二档墙230为直角三菱柱，第一档墙 130、第二档墙230的直角斜面相对

。这样，第一档墙 130、第二档墙230的结构较为简单，方便加工。

[0064] 当然，本发明并不以此为限，只要，第一档墙 130的形状与第二档墙230的形状

相匹配，即可进一步阻挡水汽和灰尘等，例如，在第一档墙 130与第二档墙 130

相对的表面为凸起吋，第二档墙230的对应位置的形状为凹陷，而在第一档墙 13

0与第二挡墙230相对的表面为凹陷吋，第二档墙230的对应位置的形状为凸起。



两者的凸起面和凹陷面配合，可形成对水汽的二次阻隔，从而防止短路烧机。

而两者的凸起面和凹陷面相贴合吋，将更有效地对水汽进行阻隔，从而防止短

路烧机，且结构更紧凑。此外，第一档墙 130与第二档墙230在水平方向上的位

置相同，还使得两者在USB 连接器上占用的空间较少。

[0065] 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母连接器还包括塑胶座，塑胶座与第二胶芯相连，并

位于第二端子211的下方。其中，塑胶座可以包括容纳与公连接器连接吋的第一

档墙 130的凹槽。

[0066] 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第一档墙 130设置在公连接器的头部，第一档墙 130为

直角三菱柱，第二档墙230设置在母连接器的头部，第二档墙230为直角三菱柱

，母连接器还包括塑胶座，塑胶座与第二胶芯相连，并位于第二端子211下方。

其中，塑胶座包括容纳与公连接器连接吋的第一档墙 130的凹槽，使得USB 连接

器内的水汽被第一档墙 130、第二档墙230和塑胶座阻隔幵来，使水汽不易聚集

，从而防止短路烧机。

[0067] 图4为本发明第四实施方式提供的USB 连接器的公连接器、母连接器的连接处

正面示意图。第一档墙 130与第二档墙230在水平方向上的位置不相同，两者相

互错幵。本实施方式中，第一档墙 130均位于相邻的第二档墙230的右方，但本

发明并不以此为限，例如第一档墙 130均位于相邻的第二档墙230的左方等等。

通过第一档墙 130与第二档墙230 ，可形成对水汽的二次阻隔，将更有效地对水

汽进行阻隔，从而防止短路烧机。而两者的表面相贴合吋，将更有效地对水汽

进行阻隔，使水汽不易聚集，从而防止短路烧机，且结构更紧凑。

[0068] 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第一档墙 130设置在公连接器的头部，第一档墙 130为

长条状。

[0069] 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第一档墙 130设置在公连接器的头部，第一档墙 130为

长条状，第二档墙230设置在母连接器的头部，第一档墙 130为长条状，母连接

器还包括塑胶座，塑胶座与第二胶芯相连，并位于第二端子211下方，塑胶座包

括容纳与公连接器连接吋的第一档墙 130的凹槽，使得USB 连接器内的水汽被第

一档墙 130、第二档墙230和塑胶座阻隔幵来，使水汽不易聚集，从而防止短路

烧机。



工业实用性

本发明提出的公连接器通过在第一端子组的两个相邻的第一端子间设置绝缘的

第一档墙，用以使水汽不易聚集在两个相邻的第一端子间，从而防止短路烧机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包括公连接器的USB 连接器，该USB 连接器还可包括母连接

器，母连接器通过在第二端子间设置第二档墙，使水汽不易聚集，从而防止短

路烧机。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公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公连接器包括：

第一端子组，所述第一端子组包括多个第一端子；

第一胶芯，所述第一胶芯上包括至少一个插孔，每个插孔插接一个第

一端子；

至少一个第一档墙，第一档墙采用绝缘材料，所述第一档墙与所述第

一胶芯的设置有插孔的一面相连，所述第一档墙位于所述第一端子组

的两个相邻的第一端子之间，所述第一档墙的长度不小于与所述第一

档墙相邻的第一端子的长度，所述第一档墙的上表面不低于与所述第

一档墙相邻的第一端子的上表面，所述第一档墙的下表面不高于与所

述第一档墙相邻的第一端子的下表面。

[权利要求 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公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档墙位于所述

两个相邻的第一端子的中间，所述第一档墙为一直角三菱柱。

[权利要求 3]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公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档墙为长条状

[权利要求 4]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公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胶芯与第一档

墙一体注塑成型。

[权利要求 5]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公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胶芯上套设有

第一端子保护套，所述第一端子保护套外包覆有铁盖，所述铁盖的下

表面设有第一幵孔、第二幵孔。

[权利要求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公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铁盖的后端的两侧

各设有至少一个向外弯折的焊脚。

[权利要求 7] —种USB 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USB 连接器包括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公连接器。

[权利要求 8] 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USB 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USB 连接器还包

括母连接器；

其中，所述母连接器包括第二端子组，所述第二端子组包括多个第二

端子；



第二胶芯，所述第二胶芯上包括至少一个插孔，每个插孔插接一个第

二端子；

至少一个第二档墙，第二档墙采用绝缘材料，所述第二档墙与所述第

二胶芯的设置有插孔的一面相连，所述第二档墙位于所述第二端子组

的两个相邻的第二端子之间，所述第二档墙的长度不小于与所述第二

档墙相邻的第二端子的长度，所述第二档墙的上表面不低于与所述第

二档墙相邻的第二端子的上表面，所述第二档墙的下表面不高于与所

述第二档墙相邻的第二端子的下表面。

[权利要求 9] 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USB 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档墙的形状

与所述第一档墙的形状相同。

[权利要求 10] 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USB 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档墙与所述

第一档墙的均为直角三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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