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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連接器組件，包括一自由端連接器，所述自由端連接器具有：一雙軸線纜，包括間
隔開的且由一絕緣材料包圍的一第一導體和一第二導體，且包括一加蔽線以及外包層，

所述第一導體具有從所述絕緣材料延伸出的一露出的末端，所述第二導體具有從所述絕

緣材料延伸出的一露出的末端，且所述加蔽線具有一露出的末端；一連接器基座，其支

撐所述雙軸線纜；一框體，位於所述連接器基座中，所述框體具有一第一側以及與所述

第一側相反的一第二側，且所述框體包括從所述第一側延伸到所述第二側的多個框體開

孔；以及一端子組，被支撐在所述框體的第二側，所述端子組包括一第一信號端子、一

第二信號端子以及一接地板，其中，所述接地板具有一馬蹄形的形狀且在所述第一及第

二信號端子的相反側均提供一接地端子，其中，所述第一導體延伸穿過所述多個框體開

孔的一第一開孔且連接於所述第一信號端子，所述第二導體延伸穿過所述多個框體開孔

的一第二開孔且連接於所述第二信號端子，且所述加蔽線延伸穿過多個框體開孔的一第

三開孔且連接於所述接地板。

2.　如請求項 1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所述多個框體開孔是錐形，以便於所述兩個導體
及加蔽線的末端在插入的過程中從所述框體的第一側到第二側移動。

3.　如請求項 2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所述接地板和所述第一及第二信號端子均具有與
所述錐形的開孔對準的導體開孔，而且其中，所述第一導體在一導體開孔處連接於所述

第一信號端子，所述第二導體在一導體開孔處連接於所述第二信號端子，且所述加蔽線

在一導體開孔處連接於所述接地板。

4.　如請求項 3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所述第一導體在一導體開孔處焊接於所述第一信
號端子，且所述第二導體在一導體開孔處焊接於所述第二信號端子。

5.　如請求項 1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一屏蔽蓋位於所述第一及第二信號端子的上方且
連接於所述接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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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請求項 5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所述屏蔽蓋包括與所述第一信號端子上的導體開
孔對準的一第一調節用開孔以及與所述第二信號端子上的導體開孔對準的一第二調節用

開孔。

7.　如請求項 1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還包括一固定端連接器，所述固定端連接器具有
一插頭基座，其中，所述連接器基座和所述插頭基座通過片簧和鎖定突部的相互作用而

互鎖。

8.　如請求項 7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所述連接器基座包括與所述插頭基座上的鎖定突
部互鎖的所述片簧。

9.　如請求項 8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所述插頭基座還包括至少一對引導塊，以在所述
鎖定突部的相反側均提供至少一引導塊；所述片簧從所述連接器基座縱向延伸超出所述

端子組，從而所述片簧被所述引導塊引導，以在所述連接器基座連接於所述插頭基座的

過程中防止所述端子組接觸所述插頭基座。

10.   如請求項 1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還包括一固定端連接器，所述固定端連接器具
有：一插頭基座，其中，所述連接器基座和所述插頭基座設置成連接在一起；一插頭薄

片體，位於所述插頭基座中；一接地引線框體，設在所述插頭薄片體上，所述接地引線

框體具有一馬蹄形形狀；以及一對信號引線，位於所述接地引線框體內，從而在所述一

對信號引線的相反側均設有接地引線；其中，所述接地引線框體與所述接地端子電接

觸，且所述一對信號引線中的一個信號引線與所述第一信號端子接觸，而另一個信號引

線與所述第二信號端子接觸。

11.   如請求項 10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所述一對信號引線的一第一信號引線具有一 PCB
接觸端、與所述 PCB接觸端垂直地延伸的一直樑部，而且其中所述直樑部具有一單懸
臂，所述單懸臂形成使一第二端從所述直樑部傾斜延伸的一彎曲部；所述第一信號端子

具有：一直樑，具有一第一端；一第二端以及一單懸臂，從而所述第二端從所述直樑傾

斜延伸且所述第一端與所述直樑成一直線；以及其中，當所述插頭基座和所述連接器基

座連接時，所述第一信號引線在導致大約相等長度的一主要存根長度和一輔助存根長度

的一接觸點接觸所述第一信號端子。

12.   如請求項 11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所述連接器基座和插頭基座通過片簧且鎖定突部
的相互作用而互鎖，其中，所述連接器基座包括與所述插頭基座上的鎖定突部互鎖的所

述片簧。

13.   如請求項 12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所述插頭基座還包括多個引導塊，以在所述鎖定
突部的相反側均提供至少一個引導塊；所述片簧從所述連接器基座縱向延伸超出所述端

子組，從而所述片簧被所述引導塊引導，以在所述連接器基座連接於所述插頭基座的過

程中防止所述端子組接觸所述插頭基座。

14.   如請求項 13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所述多個框體開孔是錐形，以便於所述導體及加
蔽線的末端在插入的過程中從所述框體的第一側到第二側移動。

15.   如請求項 14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所述接地板和所述第一及第二信號端子均具有與
所述錐形的開孔對準的導體開孔，而且其中所述第一導體在一導體開孔處連接於所述第

一信號端子，所述第二導體在一導體開孔處連接於所述第二信號端子，且所述加蔽線在

一導體開孔處連接於所述接地板。

16.   如請求項 15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一屏蔽蓋位於所述第一及第二信號端子的上方且
連接於所述接地板，而且其中，所述屏蔽蓋包括與所述第一信號端子上的導體開孔對準

的一第一調節用開孔以及與所述第二信號端子的導體開孔對準的一第二調節用開孔。

17.   如請求項 16所述的連接器組件，其中，所述連接器包括至少兩對相鄰的第一及第二端
子，且對應的接地板和相鄰的接地板通過在所述相鄰接地板之間延伸的一網路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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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種製造連接器組件的方法，包括：提供一雙軸線纜，所述雙軸線纜包括由一絕緣材料
包圍的一第一導體以及第二導體，且所述雙軸線纜包括一加蔽線；處理所述線纜，由此

使所述第一導體的一末端、所述第二導體的一末端以及所述加蔽線的一末端露出；使所

述第一導體的末端插入穿過一連接器基座中的一框體上的一第一開孔，使所述第二導體

的末端插入穿過所述框體的一第二開孔且使所述加蔽線的末端插入穿過所述框體的一第

三開孔，其中，所述第一、第二且第三開孔呈錐形，以便於各末端在插入的過程中從所

述框體的一第一側到一第二側移動；此後，使所述第一導體的末端插入穿過支撐在所述

框體的第二側上的一端子組的一第一信號端子上的一第一導體開孔，使所述第二導體的

末端插入穿過所述端子組的一第二信號端子上的一第二導體開孔，且使所述加蔽線的末

端插入穿過所述端子組的一接地板上的一第三導體開孔，其中，所述接地板具有一馬蹄

形形狀，且在所述第一及第二信號端子的相反側均提供一接地端子；以及使所述第一導

體的末端置於與所述第一信號端子接觸，使所述第二導體的末端置於與所述第二信號端

子接觸，且使所述加蔽線置於與所述接地板接觸。

19.   如請求項 18所述的方法，其中，還包括將一屏蔽蓋置於所述第一及第二信號端子的上
方，從而所述屏蔽蓋被連接於所述接地板。

20.   如請求項 19所述的方法，其中，還包括：在所述第一導體開孔處將所述第一導體焊接於
所述第一信號端子，在所述第二導體開孔處將所述第二導體焊接於所述第二信號端子，

以及在所述第三導體開孔處將所述加蔽線焊接於所述接地板。

21.   一種插頭連接器，包括：一基座，其形成一內部區域且包括設置在所述基座的相反側的
兩個鎖定突部；以及一第一插頭薄片體以及一第二插頭薄片體，其位於所述內部區域

內，所述第一及第二插頭薄片體各包括多個信號端子以及一接地引線框體，所述接地引

線框體提供多個 U形結構，各個 U形結構圍繞成對的信號端子延伸且還包括位於對應成
對信號端子的兩側的尾部，所述接地引線框體還包括多個剪切成型條，所述多個剪切成

型條各自設置成橫向延伸跨過位於所述插頭薄片體內的成對信號端子中的一對信號端子。

22.   如請求項 21所述的插頭連接器，其中，所述接地引線框體嵌件成型於所述薄片體，而且
所述剪切成型條延伸至所述插頭薄片體的表面並部分露出。

23.   如請求項 22所述的插頭連接器，其中，所述第一及第二插頭薄片體結合在一起。
圖式簡單說明

本發明通過舉例示出但不限於附圖，附圖中相似的附圖標記表示類似的部件，而且在附

圖中：圖 1是一連接器系統的一實施例的一立體圖。
圖 2是圖 1所示的連接器組件的構件的一分解圖。
圖 3是圖 1的連接器組件的部分切除的一前視圖。
圖 4是一連接器系統的另一實施例的一立體圖。
圖 5是圖 4所示的連接器系統的自由端連接器部分的仰視立體圖。
圖 6是自由端連接器連接於固定端連接器的一立體圖，其中連接器基座部分和插頭基座

部分移除以更好地示出連接。

圖 7是連接系統在自由端連接器連接於固定端連接器的過程中的立體圖，其中，連接器
基座部分和插頭基座部分移除以更好地示出連接。

圖 8是在自由端連接器連接於固定端連接器的過程中的端子組的示意圖。
圖 9是一固定端連接器的一實施例的一分解圖。
圖 10A是圖 9的實施例的插頭薄片體的一視圖。
圖 10B是圖 9的實施例的接地引線框體的一視圖。
圖 11是自由端連接器的一立體圖，其中基座部分移開以更清楚地示出雙軸線纜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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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是圖 11所示的自由端連接器的一分解圖。
圖 13是圖 11和圖 12所示的自由端連接器的框體和端子組的一立體圖。
圖 14是圖 13的端子組的一部分的一立體圖。
圖 15是一端子組的一替代實施例，該替代實施例能用於某些實施例。
圖 16是雙軸線纜連接於框體和端子組的一示例，其中多條雙軸線纜的其中之一的一部分

切開。

圖 16A是圖 16所示的實施例的另一立體簡化圖。
圖 17是圖 16的沿線 17-17剖開的雙軸線纜連接的一示例。
圖 18是圖 17的區域 18的一放大圖。
圖 19示意地示出電連接的多個接地板的一實施例。
圖 20是現有技術的端子連接和存根長度的一示意的示例。
圖 21是端子連接和存根長度的一實施例的一示意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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