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036035.0

(22)申请日 2018.07.02

(73)专利权人 江苏亨通新能源电气技术有限公

司

地址 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

开发区交通北路168号

(72)发明人 徐彪　徐正华　张跃欧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睿昊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2277

代理人 马小慧

(51)Int.Cl.

H01R 13/631(2006.01)

H01R 13/04(2006.01)

H01R 24/00(2011.01)

 

(54)实用新型名称

浮动换电连接器及包含其的电动汽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浮动换电连接器，包

括连接公端以及连接母端；连接公端包括插头固

定板、插头端子以及异形弹簧，插头固定板上凸

设有插头保护壳，插头端子设于插头保护壳内，

且插头端子的末端形成有锥形引导部；插头保护

壳的内周壁上形成有挡圈，插头端子的外周面上

固定有挡块；异形弹簧为中部细，两端粗的弹簧，

其套装于插头端子上，异形弹簧的顶端通过所述

挡圈限位，底端通过所述挡块限位，且异形弹簧

处于压缩状态；连接母端包括插座固定板和设置

于插座固定板上的插座端子，插座端子可与所述

插头端子配合插合。本实用新型的换电连接器，

插头端子具有浮动的功能，可实现快速换电，降

低了换电的难度。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208315914 U

2019.01.01

CN
 2
08
31
59
14
 U



1.浮动换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换电连接器包括电池包端的连接公端以及汽车

车身端的连接母端；

所述连接公端包括插头固定板、插头端子以及异形弹簧，所述插头固定板上凸设有插

头保护壳，插头端子设于插头保护壳内，且插头端子的末端形成有锥形引导部；

所述插头保护壳的内周壁上形成有挡圈，所述插头端子的外周面上固定有挡块；所述

异形弹簧为中部细，两端粗的弹簧，其套装于插头端子上，异形弹簧的顶端通过所述挡圈限

位，底端通过所述挡块限位，且所述异形弹簧处于压缩状态；

所述连接母端包括插座固定板和设置于插座固定板上的插座端子，所述插座端子可与

所述插头端子配合插合。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动换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头固定板上设有至少一对

引导销，插座固定板上对应位置设有与所述引导销配合的插孔。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动换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头保护壳内设有漏斗状密

封圈，所述漏斗状密封圈的小端开口密封贴合于插头端子的外周面上，大端开口通过尾端

压板固定于插头保护壳的顶部开口处。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浮动换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尾端压板卡扣连接于插头保

护壳的顶部开口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动换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座端子外设有插座保护

壳，且插座保护壳顶部开口处设有引导插头端子的斜面。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动换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插座保护壳的外周面上设有密封

垫，以在插头端子与插座端子插合时，于插头保护壳和插座保护壳之间形成密封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动换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插头保护壳和插座保护壳上均设

有螺纹，其通过螺母固定于面板上。

8.一种具有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换电连接器的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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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换电连接器及包含其的电动汽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动汽车中的换电连接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浮动换电连接

器，并进一步涉及包括该换电连接器的电动汽车。

背景技术

[0002] 相较于插电式新能源电动汽车，换电模式是直接将电量不足的动力电池换下，重

新装上已经充电完毕的动力电池。由此，换电式电动汽车不存在车主长时间充电等待的问

题，并且由专业人员、专用设备完成动力电池充电，有利于延长动力电池使用寿命。

[0003] 在换电时，随着新的动力电池被安装到汽车上，换电连接器实现了动力电池与汽

车的电连接。具体地，换电连接器在电池包端的插头插合到在电动汽车的车身端的插座，插

头端子和插座端子插合实现电连接。

[0004] 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快速换电方案在目前的电动汽车应用上并不多。现有技术的

换电连接器，需要将电池包端的插头严格对准车身端的插座，才能顺利实现插合。由于电池

包的重量普遍较大，人工换电时，难以对准插头和插座，加大了换电的难度，也延长了换电

的时间。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浮动换电连接器，与现有技术相比，该

换电连接器的插头端子具有浮动的功能，可实现快速换电，降低了换电的难度。

[0006] 本实用新型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包含上述换电连接器的电动汽车。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浮动换电连接器，所述换电连接器包

括电池包端的连接公端以及汽车车身端的连接母端；

[0008] 所述连接公端包括插头固定板、插头端子以及异形弹簧，所述插头固定板上凸设

有插头保护壳，插头端子设于插头保护壳内，且插头端子的末端形成有锥形引导部；

[0009] 所述插头保护壳的内周壁上形成有挡圈，所述插头端子的外周面上固定有挡块；

所述异形弹簧为中部细，两端粗的弹簧，其套装于插头端子上，异形弹簧的顶端通过所述挡

圈限位，底端通过所述挡块限位，且所述异形弹簧处于压缩状态；

[0010] 所述连接母端包括插座固定板和设置于插座固定板上的插座端子，所述插座端子

可与所述插头端子配合插合。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插头固定板上设有至少一对引导销，

插座固定板上对应位置设有与所述引导销配合的插孔。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插头保护壳内设有漏斗状密封圈，所

述漏斗状密封圈的小端开口密封贴合于插头端子的外周面上，大端开口通过尾端压板固定

于插头保护壳的顶部开口处。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尾端压板卡扣连接于插头保护壳的顶

部开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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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插座端子外设有插座保护壳，且插座

保护壳顶部开口处设有引导插头端子的斜面。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插座保护壳的外周面上设有密封垫，以在

插头端子与插座端子插合时，于插头保护壳和插座保护壳之间形成密封连接。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插头保护壳和插座保护壳上均设有螺纹，

其通过螺母固定于面板上。

[0017] 此外，本实用新型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具有前述换电连接器的电动汽车。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9] 本实用新型的换电连接器，套装于插头端子上的异形弹簧使得插头端子具备水平

方向和竖直方向上的浮动功能，在进行换电时，插头端子和插座端子无需精确对准，也能实

现相互插合，减少了换电的时间，降低了换电的难度。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换电连接器在插合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图1中连接公端的剖面示意图；

[0022] 图3是图1中连接母端的剖面示意图；

[0023] 其中：100、连接公端；110、插头固定板；111、引导销；120、插头端子；121、锥形引导

部；130、插头保护壳；131、挡圈；132、尾端压板；133、固定挡圈；140、异形弹簧；150、挡块；

151、限位槽；160、漏斗状密封圈；170、螺母；200、连接母端；210、插座固定板；211、插孔；

220、插座端子；230、插座保护壳；231、斜面；240、密封垫。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并能予以实施，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5] 本说明书提到的所有出版物、专利申请、专利和其它参考文献全都引于此供参考。

除非另有定义，本说明书所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都具有本领域技术人员常规理解的含

义。在有冲突的情况下，以本说明书的定义为准。

[0026] 当本说明书以词头“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现有技术”或其类似用语来导出材

料、物质、方法、步骤、装置或部件等时，该词头导出的对象涵盖本申请提出时本领域常规使

用的那些，但也包括目前还不常用，却将变成本领域公认为适用于类似目的的那些。

[0027] 在本说明书的上下文中，除了明确说明的内容之外，未提到的任何事宜或事项均

直接适用本领域已知的那些而无需进行任何改变。而且，本文描述的任何实施方式均可以

与本文描述的一种或多种其他实施方式自由结合，由此而形成的技术方案或技术思想均视

为本发明原始公开或原始记载的一部分，而不应被视为是本文未曾披露或预期过的新内

容，除非本领域技术人员认为该结合是明显不合理的。

[0028] 图1示出了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方式的换电连接器在插合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29] 从图1中可以看出，该换电连接器包括连接公端100和连接母端200。

[0030] 所述连接公端100固定于电池包端，图2为连接公端100的结构示意图。从图中可以

看出，连接公端100包括插头固定板110，插头固定板110上凸设有中空柱状的插头保护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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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插头端子120浮动设置于插头保护壳130内。

[0031] 具体的，请参见图1-2，插头端子120的底端形成有锥形引导部121，且插头端子120

上套装有一异形弹簧140，该异形弹性的形状为中间细、两端粗；插头保护壳130靠近顶部开

口处的内周壁上形成有挡圈131，插头端子120的外周面上固定有挡块150，所述挡块150上

形成有环状限位槽151，异形弹簧140的顶端通过所述挡圈131限位，底端通过所述限位槽

151限位，且所述异形弹簧处于压缩状态。

[0032] 为提高密封性能，在插头保护壳130内还设有漏斗状密封圈160，该漏斗状密封圈

160的小端开口密封贴合于插头端子120的外周面上，大端开口通过尾端压板132固定于插

头保护壳130的顶部开口处。优选的，尾端压板132卡扣连接于插头保护壳130的顶部开口

处，尾端压板132与插头端子120之间通过固定挡圈133固定。

[0033] 插头保护壳130下表面设有一对对称分布的引导销111，其用于辅助引导连接公端

100和连接母端200的插合。当然，在可选的实施方式中，引导销111的数量包括但不限于一

对。

[0034] 请参见图1和3，连接母端200包括插座固定板210和设置于插座固定板210上的插

座端子220，插座端子220可与所述插头端子120配合插合，插座端子220的外侧设有柱状的

插座保护壳230，在插座固定板210上对应位置设有与所述引导销111配合的插孔211。

[0035] 优选的，插座保护壳230的顶部开口处设有斜面231，以引导插头端子120与插座端

子220插合。插座保护壳230的外径优选的小于插头保护壳130的内径，如此，则插合时插头

保护壳130完全罩合插座保护壳230。为提高连接的密封性，优选的在插座保护壳230的外周

面上设有密封垫240，以在插头端子120与插座端子220插合时，于插头保护壳130和插座保

护壳230之间形成密封连接。

[0036] 优选的，插头保护壳130和插座保护壳230上均设有螺纹，其通过螺母170固定于面

板上。

[0037] 插头端子120具有浮动功能的原理如下：

[0038] 在正常状态下，插头端子120与插头保护壳130处于同轴的状态；当插头端子120受

到外力的作用，出现水平方向和/或竖直方向上的偏移，此时异形弹簧140受压，并对插头端

子120产生相反方向的反作用力；当插头端子120所受外力消失后，该反作用力会推动插头

端子120回复至初始置，继续与插头保护壳130保持同轴的状态。

[0039] 本实施例的换电连接器在插合时，当未精确对准时，插头端子120底端的锥形引导

部121会抵压于插座保护壳230的开口处，锥形引导部121受到反向的作用力，使得插头端子

120在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上发生偏移，其中，水平方向上的偏移使得插头端子120的轴线

逐渐靠近插座端子220的轴线，即插头端子120和插座端子220逐渐对准，直至最终完全对

准，实现顺利插合。撤去外力后，插头保护壳130在异形弹簧140的作用下回复到与插头端子

120同轴的状态。

[0040] 由以上分析可知，本实用新型的换电连接器在换电时，无需完全对准插头端子120

和插座端子220，即可实现顺利插合，减少了换电的时间，降低了换电的难度。

[0041] 通过以上结合各图的描述还可以了解，所述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想到，将前述的换

电连接器应用于电动汽车，使得连接母端200连接到电动汽车的车身，而连接公端100连接

到电池包上。可以了解，这样获得的电动汽车也具有与本实用新型的换电连接器相应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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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0042]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是为充分说明本实用新型而所举的较佳的实施例，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基础上所作的等同替代或变

换，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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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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