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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连接器，用以电性连接

一芯片模块至一电路板，包括：一绝缘本体，设有

多个收容孔；多个端子，分别对应收容于所述收

容孔，每一所述端子具有一连接部，所述连接部

的两侧分别弯折延伸形成一第一夹持臂和一第

二夹持臂，且二者共同夹持一焊料，所述第一夹

持臂具有相对设置的一第一上边和一第一下边，

所述第一上边的长度与所述第一下边的长度不

相等；在不增加金属胚料长度的情况下，延长了

所述第一上边的长度，减小所述第一下边的长

度，即增加了整个所述第一夹持臂的长度，如此

便增加所述第一夹持臂和所述第二夹持臂对所

述锡球的夹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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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连接器，用以电性连接一芯片模块至一电路板，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绝缘本体，设有多个收容孔；

多个端子，分别对应收容于所述收容孔，每一所述端子具有一连接部，所述连接部的两

侧分别弯折延伸形成一第一夹持臂和一第二夹持臂，且二者共同夹持一焊料，所述第一夹

持臂具有相对设置的一第一上边和一第一下边，所述第一上边的长度大于所述第一下边的

长度，所述第二夹持臂具有相对设置的一第二上边和一第二下边，所述第二上边的长度小

于所述第二下边的长度，当所述端子未裁切时，多个端子的第一夹持臂和第二夹持臂连接

于同一个金属胚料，相邻的两个端子中，其中一端子的第一上边部份位于另一端子的第二

下边的正上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持臂和所述第二夹持臂相对

所述连接部的中心对称设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焊料为一锡球，所述第一夹持臂和

所述第二夹持臂越过所述焊料竖直中心面，所述焊料竖直中心面平行于所述连接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上边和所述第二下边越过所述

焊料竖直中心面，所述第一下边和所述第二上边不超过所述焊料竖直中心面，所述焊料竖

直中心面平行于所述连接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上边自所述连接部的一侧先向

远离所述连接部方向弯折延伸再反向弯折延伸形成，所述第一下边自所述连接部一侧向远

离所述连接部方向弯折延伸形成。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上边位于所述焊料水平中心面

上方，所述第二下边位于所述焊料水平中心面的下方。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持臂具有连接所述第一上边

和所述第一下边的一第一斜面，所述第一斜面向下倾斜。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持臂具有连接所述第一上边

和所述第一下边的第一台阶。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下边的边缘向靠近所述焊料方

向倾斜形成一导引面。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上边收容于所述收容孔内，所

述第一下边位于所述收容孔外。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端子具有一基部，所述基部向下延

伸形成所述连接部，所述基部向上延伸再水平弯折延伸形成相对设置的二弹性臂，所述二

弹性臂夹持所述芯片模块的针脚。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连接器，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端子呈多排固定于所述绝缘

本体，所述第一上边、所述第二下边和所述连接部下缘三者的长度之和大于相邻两个所述

端子之间的距离。

13.一种端子，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基部；

一接触部，自所述基部向上延伸形成；

一连接部，自所述基部向下延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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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夹持臂，自所述连接部的一侧弯折形成，所述第一夹持臂具有相对设置的一第

一上边和一第一下边，且所述第一上边相对所述第一下边更靠近所述接触部；

一第二夹持臂，自所述连接部的另一侧弯折形成，所述第二夹持臂具相对设置的一第

二上边和一第二下边，所述第二上边相对所述第二下边更靠近所述接触部，所述第一上边

的长度大于所述第二上边的长度，所述第一下边的长度小于所述第二下边的长度，当所述

端子未裁切时，多个端子的第一夹持臂和第二夹持臂连接于同一个金属胚料，相邻的两个

端子中，其中一端子的第一上边部份位于另一端子的第二下边的正上方。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端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持臂和所第二夹持臂相对所述

连接部的中心对称设置。

15.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端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上边自所述连接部的一侧先向远

离所述连接部方向弯折延伸再反向弯折延伸形成，所述第一下边自所述连接部一侧向远离

所述连接部方向弯折延伸形成。

16.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端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持臂具有连接所述第一上边和

所述第一下边的一第一斜面，所述第一斜面向下倾斜。

17.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端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持臂具有连接所述第一上边和

所述第二上边的第一台阶。

18.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端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下边和所述第二下边的边缘向靠

近所述连接部倾斜形成一导引面。

19.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端子，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部呈平板状，所述第一夹持臂和

所述第二夹持臂呈弧形。

20.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端子，其特征在于：所述接触部为所述基部向上延伸再水平弯

折延伸形成相对设置的二弹性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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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接器及其端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连接器及其端子，尤其涉及一种稳定夹持焊料的电连接器及其

端子。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业界常用的连接芯片模组至电路板的电连接器包括一绝缘本体，多个导电

端子以及多个锡球。所述绝缘本体设置有多个收容孔对应所述导电端子和所述锡球。每一

所述导电端子具有一基部固定于一所述收容孔，以及一连接部，自所述基部向下延伸形成，

一焊接部，所述焊接部包括二夹持部自所述连接部朝两侧分别延伸弯折形成，所述二夹持

部相互靠拢，且每一所述夹持部的上缘和下缘长度相等，每一所述锡球对应夹持于所述二

夹持部之间。然而如图8中(B)部分所示，每一夹持部的长度为Ⅰ，为了节约金属胚料，降低连

接器生产成本，同一个胚料要裁切形成多个夹持部，在不增加端子之间距离的情况下，造成

每一夹持部的长度Ⅰ有限，导致所述夹持部夹持所述锡球夹持力不够，易导致所述端子与所

述锡球分离，造成所述端子与所述电路板焊接不良，降低所述电连接器的产品合格率。

[0003] 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改良的电连接器，以克服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背景技术所面临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增强端子夹持锡球的夹

持力以保证端子与电路板焊接质量的电连接器。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手段：一种电连接器，用以电性连接一芯片

模块至一电路板，包括：一绝缘本体，设有多个收容孔；多个端子，分别对应收容于所述收容

孔，每一所述端子具有一连接部，所述连接部的两侧分别弯折延伸形成一第一夹持臂和一

第二夹持臂，且二者共同夹持一焊料，所述第一夹持臂具有相对设置的一第一上边和一第

一下边，所述第一上边的长度大于所述第一下边的长度，所述第二夹持臂具有相对设置的

一第二上边和一第二下边，所述第二上边的长度小于所述第二下边的长度；

[0006] 进一步，所述第一夹持臂和所述第二夹持臂相对所述连接部的中心对称设置；

[0007] 进一步，所述焊料为一锡球，所述第一夹持臂和所述第二夹持臂越过所述焊料竖

直中心面；

[0008] 进一步，所述第一上边和所述第二下边越过所述焊料竖直中心面，所述第一下边

和所述第二上边不超过所述焊料竖直中心面；

[0009] 进一步，所述第一上边自所述连接部的一侧先向远离所述连接部方向弯折延伸再

反向弯折延伸形成，所述第一下边自所述连接部一侧向远离所述连接部方向弯折延伸形

成；

[0010] 进一步，所述第二上边位于所述焊料水平中心面上方，所述第二下边位于所述焊

料水平中心面的下方；

[0011] 进一步，所述第一夹持臂具有连接所述第一上边和所述第一下边的一第一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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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斜面向下倾斜；

[0012] 进一步，所述第一夹持臂具有连接所述第一上边和所述第一下边的第一台阶；

[0013] 进一步，所述第一下边的边缘向靠近所述焊料方向倾斜形成一导引面；

[0014] 进一步，所述第一上边收容于所述收容孔内，所述第一下边位于所述收容外；

[0015] 进一步，所述端子具有一基部，所述基部向下延伸形成所述连接部，所述基部向上

延伸再水平弯折延伸形成相对设置的二弹性臂，二所述弹性臂夹持所述芯片模块的针脚；

[0016] 进一步，多个所述端子呈多排固定于所述绝缘本体，所述第一上边、所述第二下边

和所述连接部下缘三者的长度之和的大于相邻两个所述端子之间的距离。

[0017] 另一种技术方案为：一种端子，包括：一基部；一接触部，自所述基部向上延伸形

成；一连接部，自所述基部向下延伸形成；一第一夹持臂，自所述连接部的一侧弯折形成，所

述第一夹持臂具有相对设置的一第一上边和一第一下边，且所述第一上边相对所述第一下

边更靠近所述接触部；一第二夹持臂，自所述连接部的另一侧弯折形成，所述第二夹持臂具

相对设置的一第二上边和一第二下边，所述第二上边相对所述第二下边更靠近所述接触

部，所述第一上边的长度大于所述第二上边的长度，所述第一下边的长度小于所述第二下

边的长度；

[0018] 进一步，所述第一夹持臂和所第二夹持臂相对所述连接部的中心对称设置；

[0019] 进一步，所述第一上边自所述连接部的一侧先向远离所述连接部方向弯折延伸再

反向弯折延伸形成，所述第一下边自所述连接部一侧向远离所述连接部方向弯折延伸形

成；

[0020] 进一步，所述第一夹持臂具有连接所述第一上边和所述第一下边的一第一斜面，

所述第一斜面向下倾斜；

[0021] 进一步，所述第一夹持臂具有连接所述所述第一上边和所述第二上边的第一台

阶；

[0022] 进一步，所述第一下边和所述第二下边的边缘向靠近所述连接部倾斜形成一导引

面；

[0023] 进一步，所述连接部呈平板状，所述第一夹持臂和所述第二夹持臂呈弧形；

[0024] 进一步，所述接触部为所述基部向上延伸再水平弯折延伸形成相对设置的二弹性

臂。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6] 所述第一上边和所述第一下边长度不相等，若所述第一上边的长度大于所述第一

下边的长度，相当于在不增加金属胚料长度，不改变端子之间距离的情况下，延长了所述第

一上边的长度，减小所述第一下边的长度，即增加了整个所述第一夹持臂的长度，如此便增

加所述第一夹持臂和所述第二夹持臂对所述锡球的夹持力，避免所述端子与所述电路板焊

接不良，提高所述电连接器的生产成品率。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端子裁切前的展开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电连接器第一实施例局部的立体分解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电连接器第一实施例局部另一个视角的部分立体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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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4为本发明电连接器第一实施例局部的仰视图；

[0031] 图5为本发明电连接器第一实施例沿A-A方向剖视图；

[0032] 图6为本发明电连接器第一实施例的与芯片模块和电路板组装前的右视图；

[0033] 图7为本发明电连接器第一实施例与芯片模块和电路板组装后的右视图；

[0034] 图8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端子展开图(A)与习知端子展开图(B)的对照图；

[0035] 图9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端子裁切前的展开图；

[0036] 图10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端子的立体图。

[0037] 具体实施方式的附图标号说明：

[0038]

电连接器100 绝缘本体1 收容孔11 端子2

基部21 连接部22 第一夹持臂23 第一上边231

第一下边232 第一斜面233 第一台阶234 第二夹持臂24

第二上边241 第二下边242 第二斜面243 第二台阶244

导引面25 接触部26 焊料3 芯片模块4

电路板5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为便于更好的理解本发明的目的、结构、特征以及功效等，现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

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40] 如图2、图6和图7所示，为本发明电连接器100的第一实施例，本发明电连接器100

为一种PGA封装阵列电连接器100，用以电性连接一芯片模块4至一电路板5，其包括一绝缘

本体1，所述绝缘本体1设有多个收容孔11，多个端子2分别自上而下对应插入所述收容孔11

中，所述端子2通过一焊料3焊接至所述电路板5。本实施例中所述焊料3为一锡球，在其它实

施例中，所述焊料3只要能使所述端子2焊接至所述电路板5，可以为任意材料和形状，在此

并不为限。

[0041] 如图3和图4所示，多个所述收容孔11贯穿所述绝缘本体1形成，并呈多排设置，每

一排中所述收容孔11的个数相等。每一端子2对应收容于一个所述收容孔11，故多个端子2

也呈多排设置。

[0042] 如图3、5和图7所示，每一所述端子2具有平板状的一基部21，所述所述基部21向上

延伸形成一接触部26，抵接所述芯片模块4，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接触部26为所述基部21向

上延伸在水平弯折延伸形成相对设置的二弹性臂，两个所述弹性臂夹持所述芯片模块4的

针脚，使所述端子2和所述芯片模块4导通。所述基部21向下沿伸形成一连接部22，所述连接

部22也呈平板状且其宽度和所述基部21的宽度相同；所述连接部22的一侧弯折形成一第一

夹持臂23，另一侧弯折形成一第二夹持臂24，所述第一夹持臂23和所述第二夹持臂24共同

夹持一锡球，焊接至所述电路板5，使所述端子2与所述电路板5导通；进一步，所述第一夹持

臂23和所述第二夹持臂24呈弧形，使所述第一夹持臂23和所述第二夹持臂24与所述焊料3

有更大的接触面积。

[0043] 如图1、图3和图6所示，当所述端子2未裁切时，多个端子2的夹持部连接于同一个

金属胚料，所述第一夹持臂23和所述第二夹持臂24相对所述连接部22的中心对称设置，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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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夹持臂23具有相对设置的一第一上边231和一第一下边232，所述第一上边231的

长度大于所述第一下边232的长度；所述第二夹持臂24具有相对设置的一第二上边241和一

第二下边242，所述第二上边241的长度等于所述第一下边232的长度，所述第二下边242的

长度等于所述第一上边231的长度；如此设置，便可在不增加金属胚料，不改变端子之间距

离的情况下，如图8所示，所述第一夹持臂23和所述第二夹持臂24的长度之和Ⅱ明显大于习

知端子的夹持部长度Ⅰ，增大所述第一夹持臂23和所述第二夹持臂24对所述焊料3的夹持

力；另外，长度Ⅱ大于长度Ⅰ，所述第一夹持臂23和第二夹持臂24更容易越过所述焊料3的竖

直中心面，使所述第一夹持臂23和所述第二夹持臂24能够夹持所述焊料3一大半的周缘。进

一步，所述第一上边231和所述第二下边242自所述连接部22的相对两侧先向远离所述连接

部22方向弯折延伸再反向弯折延伸形成，所述第一下边232和所述第二上边241自所述连接

部22的相对两侧向远离所述连接部方向弯折延伸形成，所述第一上边231和所述第二下边

242越过所述焊料3竖直中心面，所述第一下边232和所述第二上边241不超过所述焊料3竖

直中心面，最大化的增加所述第一上边231和第二下边242的长度，使所述第一夹持臂23和

第二夹持臂24能够夹持所述焊料3更大的周缘。另外，所述第一上边231和所述第二上边241

位于所述焊料3水平中心面上方，所述第一下边232和所述第二下边242位于所述焊料3水平

中心面的下方，确保所述第一夹持臂23和所述第二夹持臂24能够夹持所述焊料3水平中心

面的周缘，避免所述焊料3晃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上边231和所述第一下边232通过一

第一斜面233连接，所述第二上边241和所述第二下边242通过一第二斜面243连接，所述第

一斜面233与所述第二斜面243的倾斜方向正好相反，方便了所述端子2从金属胚料上裁切，

降低所述端子2成型难度，增加所述电连接器100生产效率。作为进一步优化，所述第一下边

232和所述第二下边242的边缘向靠近所述焊料3方向倾斜形成一导引面25，避免安装所述

焊料3时，所述端子2刮伤所述焊料3；所述第一上边231和所述第二上边241位于所述收容孔

11内，所述第一下边232和所述第二下边242位于所述收容孔11外，既保证了所述绝缘本体1

对所述端子2的固持力，又可以很好的观察所述端子2与所述焊料3的焊接情况，避免空焊。

当所述端子2安装进所述绝缘本体1时，所述第一上边231、所述第二下边242和所述连接部

22下缘三者的长度之和大于相邻两个所述端子2之间的距离，使所述端子2排列更加紧凑，

满足了当今电连接器100端子2数量较多的需求。

[0044] 如图9和图10所示，为本发明电连接器100端子2的第二实施例，本实施例与第一实

施例的不同在于，所述第一上边231和所述第一下边232通过一第一台阶234相连，所述第二

上边241和所述第二下边242通过一第二台阶244相连，所述第二台阶244与所述第一台阶

234反向设置；其它结构与功能与第一实施例相同，在此并不累述。

[0045] 综上所述，本发明电连接器100及其端子2有下列有益效果：

[0046] (1)长度Ⅱ大于长度Ⅰ，所述第一夹持臂23和第二夹持臂24更容易越过所述焊料3

的竖直中心面，使所述第一夹持臂23和所述第二夹持臂24能够夹持所述焊料3一大半的周

缘；

[0047] (2)所述第一上边231和所述第一下边232长度不相等，若所述第一上边231的长度

大于所述第一下边232的长度，相当于在不增加金属胚料长度的情况下，不改变端子之间距

离的情况下，延长了所述第一上边231的长度，减小所述第一下边232的长度，即增加了整个

所述第一夹持臂23的长度，即在图8中，所述第一夹持臂23和所述第二夹持臂24的长度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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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明显大于习知端子的夹持部长度Ⅰ，如此便增加所述第一夹持臂23和所述第二夹持臂24

对所述锡球的夹持力，避免所述端子2与所述电路板5焊接不良，提高所述电连接器100的生

产成品率；(3)所述第一上边231和所述第一下边232通过一第一斜面233连接，所述第二上

边241和所述第二下边242通过一第二斜面243连接，所述第一斜面233与所述第二斜面243

的倾斜方向正好相反，方便了所述端子2从金属胚料上裁切，降低所述端子2成型难度，增加

所述电连接器100生产效率；

[0048] (4)所述第一上边231和所述第二下边242越过所述焊料3竖直中心面，所述第一下

边232和所述第二上边241不超过所述焊料3竖直中心面，最大化的增加所述第一上边231和

第二下边242的长度，使所述第一夹持臂23和第二夹持臂24能够夹持所述焊料3更大的周

缘。

[0049] 上详细说明仅为本发明之较佳实施例的说明，非因此局限本发明的专利范围，所

以凡运用本创作说明书及图示内容所为的等效技术变化，均包含于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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