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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描述了互连设备。在一些示例中，互

连设备可以在第一平面中对齐，并且包括具有舌

状部分与管脚部分的印刷电路板。管脚部分可以

包括延伸远离印刷电路板的多个管脚。互连设备

可以被配置来与在第二平面中对齐的主逻辑板

电耦合。具体而言，多个管脚可以被插入主逻辑

板内对应的电接触位置以形成双平面连接。双平

面连接可以以最小化高速数据传送的信号损失

的方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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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电子设备的互连设备，所述互连设备包括：

印刷电路板，包括：

支撑多个电触点的舌状部分；

与所述舌状部分隔开并且包括多个管脚接触位置的管脚部分；以及

延伸于所述舌状部分与所述管脚部分之间的多个电气迹线，其中所述多个电气迹线中

的各个电气迹线将所述多个电触点中的各个电触点电连接到所述多个管脚接触位置中的

各个管脚接触位置；

附接于所述印刷电路板的底表面并且被部署为毗邻于所述管脚部分的管脚支撑结构，

所述管脚支撑结构包括不导电材料，所述不导电材料具有被形成为从所述不导电材料中穿

过的多个管脚开口；

在所述多个管脚接触位置处电耦合到所述印刷电路板的多个伸长管脚，所述多个伸长

管脚中的每一个延伸穿过所述管脚支撑结构中的所述多个管脚开口中的管脚开口；以及

附接于所述印刷电路板的底表面并且在所述管脚支撑结构周围延伸的第一接地屏蔽

体；以及

附接于所述印刷电路板的顶表面并且通过所述印刷电路板与所述第一接地屏蔽体隔

开的第二接地屏蔽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互连设备，其中所述舌状部分是第一舌状部分且所述电触点

是第一电触点，所述印刷电路板进一步包括支撑第二电触点的第二舌状部分，所述电气迹

线延伸于所述第二舌状部分与所述管脚部分之间并且将所述第二电触点电连接到所述管

脚接触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互连设备，进一步包括垫片，所述垫片被部署于所述舌状部分

周围，并且被配置为延伸远离所述舌状部分且在所述互连设备被安装于电子设备的外壳中

时与所述电子设备的外壳接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互连设备，其中所述舌状部分及所述舌状部分的所述电触点

的尺寸被设置为对应于通用串行总线USB  Type-C规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互连设备，其中所述电触点包括部署于所述舌状部分的第一

侧上的第一电触点与部署于所述舌状部分的第二侧上的第二电触点。

6.根据权利要求1至权利要求5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互连设备，其中所述多个管脚被

配置来与主逻辑板的对应的导电孔耦合，以形成所述印刷电路板与所述主逻辑板之间的耦

合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互连设备，其中：

所述耦合结构用以将所述舌状部分定位于电子设备的外壳的端口孔开口中；以及

所述互连设备的至少一部分以及所述主逻辑板被部署于所述外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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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连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计算机设备上的端口。更具体地，涉及将这些端口连接到计算机设备

的内部部件的系统与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的计算机将具有一个或者多个端口。这些端口可以包括接触结构(例如包括

电触点的阳式结构或者阴式结构)，该接触结构可以被用来连接到辅助装置、向辅助装置提

供功率、传送数据到计算机和从计算机传送数据、以及连接到网络等等。一些端口甚至可以

支持多种功能(例如在给辅助设备充电的同时也传送数据到辅助设备和从辅助设备传送数

据)。最近，能够以越来越高的速度传送大量数据并且也提供充电能力的多用端口已经被开

发出来。当数据从特定的多用端口移动到计算机的内部部件以被处理时，这种增高的速度

可能导致增大的信号噪声与信号劣化。甚至在这些端口正被开发时，内部计算机部件与容

纳计算机部件于其中的外壳正变得更加紧凑。这可能导致内部部件与端口的堆叠以满足空

间要求。这种堆叠可能增大毗邻部件拾取的信号噪声并且也可能增加用于组装的额外成

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公开的示例涉及可以被用来将计算机端口连接到在计算机外壳内的主逻辑板

的互连设备。具体的端口(例如通用串行总线(USB))可以位于第一水平平面内，而主逻辑板

可以位于不同于第一水平平面的第二水平平面内。形成双平面连接以连接USB端口与主逻

辑板的互连设备可被选择。该互连设备被设计来维持高信号完整性以及有效地利用外壳内

的空间。

[0004] 在一些示例中，互连设备包括印刷电路板，该印刷电路板被部署于第一平面内并

且包括管脚部分与舌状部分，舌状部分具有多个电触点从而形成了阳式舌状连接器。管脚

部分可以包括被配置来与位于第二平面内的主逻辑板上的电接触位置电耦合的多个管脚。

这可以在多个电触点与主逻辑板之间形成电连接。

[0005] 在一些示例中，互连设备包括刚性舌状部分，该刚性舌状部分包括位于第一平面

中的阳式舌状连接器以及位于第二平面内的刚性附接部分。互连设备也可以包括延伸于在

两个不同平面的两个刚性部之间的柔性部分。刚性附接部分可以包括可以被附接于主逻辑

板的多个触点。以这种方式，阳式舌状连接器可以被电耦合到主逻辑板。

[0006] 在一些示例中，互连设备包括印刷电路板、柔性电路以及连接器。印刷电路板可以

包括阳式舌状连接器，该阳式舌状连接器在已被安装时延伸出计算机外壳并且在第一平面

内对齐。主逻辑板可以位于外壳内并且在第二平面内对齐。连接器可以连接互连设备到主

逻辑板，并且柔性电路可以柔性延伸于两个平面之间以连接印刷电路板与主逻辑板。

[0007] 本公开的示例也涉及集成的接地系统。集成的接地系统可以被用来将连接到计算

机端口的阳式舌状连接器的阴式连接器插头接地。在一些示例中，两个扭簧被部署于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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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的通道内，该开口延伸进入放置阳式舌状连接器的端口孔开口。当阴式连接器插头被

连接到阳式舌状连接器时，两个扭簧与阴式连接器插头的外表面接触以形成两个接地接

触。在一些示例中，扭簧被部署于具有在相对侧上延伸进入端口孔开口的两个开口的单个

通道内。当阴式连接器插头被连接到阳式舌状连接器时，单个扭簧的相对部分与阴式连接

器插头的外表面接触以形成两个接地接触。在一些示例中，两个伸缩式触点被部署于两个

通道内，这两个通道具有在相对侧上延伸进入端口孔开口的开口。当阴式连接器插头被连

接到阳式舌状连接器时，伸缩式触点延伸它们的末端与阴式连接器插头的外表面接触以形

成两个接地接触。

[0008]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公开的本质与优点，应当参考下述说明书及附图。然而，应当理

解，每个图仅被提供来用于说明的目的，并不旨在作为对本公开的范围的限制的限定。此

外，作为一般规则，除非明显与说明书相反，在不同的图中的元件使用相同的标号，这些元

件通常要么是相同的，要么至少在功能或目的上是相似的。

附图说明

[0009] 结合附图，通过以下详细的说明书，本公开将是容易理解的，其中：

[0010] 图1A根据至少一个示例示出互连设备的顶部等距视图；

[0011] 图1B根据至少一个示例示出来自图1A的互连设备的底部等距视图；

[0012] 图1C根据至少一个示例示出包括主逻辑板与来自图1A的互连设备的互连系统的

剖面图；

[0013] 图2A根据至少一个示例示出包括主逻辑板与互连设备的互连系统的底部等距视

图；

[0014] 图2B根据至少一个示例示出来自图2A的互连系统的剖面图；

[0015] 图3根据至少一个示例示出互连系统的剖面图；

[0016] 图4根据至少一个示例示出包括两个弹簧的集成的接地系统；

[0017] 图5根据至少一个示例示出包括一个弹簧的集成的接地系统；以及

[0018] 图6根据至少一个示例示出包括两个伸缩式触点的集成的接地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现在将详细参考附图中说明的代表性实施例。应当理解，以下说明书并不旨在限

制实施例为一个优选实施例。相反，它旨在覆盖能够包括在如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所述

实施例的精神与范围内的替代、修改以及等同物。

[0020] 图1A与图1B分别示出根据本公开的至少一个示例的互连设备100的顶视图与底视

图。如本文所述，互连设备100支持以高速向电子设备传送大量数据和从电子设备传送大量

数据。例如，互连设备100的某些方面可以被制造来遵循现有的USB规范(例如USB  Type-C)，

该USB规范可以在电子设备中实现。在一些示例中，这些电子设备包括相对于彼此位于不同

水平平面的内部部件与端口。例如，USB端口可以位于第一平面内，而主逻辑板可以位于第

二、不同的平面内。互连设备100可以被实现来形成USB端口与主逻辑板之间的双平面连接。

这一双平面连接可以电气地(在一些示例中为在结构上)连接USB端口(该USB端口也可以被

包括为互连设备100的部分)与主逻辑板。此外，在互连设备100可以被用来以高速传送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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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时，互连设备100可以以维持一致的信号完整性并且最小化信号损失的方式达成双平

面连接。例如，不像一般包括围绕其接触结构的片状金属壳体(例如具有电触点的阳式结构

或阴式结构)的其他端口，如本文所述，互连设备100(以及本文描述的其他互连设备)可以

经由排除这种壳体的集成的接地系统被接地于互连设备100安装于其中的外壳。此外，与一

般端口的安装配置相比，不使用该壳体而将互连设备100(以及本文描述的其他互连设备)

安装于外壳中的能力可以提供更平滑且更美观的外壳外观展现，同时也最大化外壳中的可

用空间。

[0021] 现在转向互连设备100的细节，互连设备100包括印刷电路板102、管脚支撑结构

104、接地屏蔽体106以及多个管脚112。印刷电路板102可以是任何合适的多层印刷电路板

(PCB)。

[0022] 印刷电路板102包括管脚部分108与舌状部分110。管脚部分108可以与舌状部分

110隔开并且可以包括多个管脚接触位置。在一些示例中，多个管脚112在管脚部分108内多

个管脚接触位置处电连接到印刷电路板102。多个管脚112中每一单独的管脚可以具有大幅

伸长的形状并且在垂直于PCB  102的方向延伸远离印刷电路板102。多个管脚112的横截面

轮廓可以是圆形的、矩形的、梯形的、或者具有任何其他形状。在一些示例中，多个管脚112

内的每一单独的管脚可以专用于承载功率信号、接地信号、控制信号、数据信号或者其他适

当的信号。在另一些示例中，多个管脚112中的某些管脚可以被保留来在其他管脚112失效

的事件中提供冗余。

[0023] 如本文更详细地描述的，多个管脚112可以用作可以与位于主逻辑板114内的对应

的阴式导电元件配对的阳式导电元件。在一些示例中，多个管脚112可以从任意合适的导电

材料制造。例如，多个管脚112可以从铜或者铜合金制造。多个管脚112被印刷电路板102固

定地保持在它的位置中。在一些示例中，多个管脚112可以在印刷电路板102已经形成后插

入印刷电路板102。

[0024] 在一些示例中，管脚支撑结构104也可以用以将多个管脚112相对于印刷电路板

102保持在它的位置中。例如，管脚支撑结构104可以包括多个管脚开口，多个管脚112可以

延伸穿过该多个管脚开口。多个管脚112在延伸穿过多个管脚开口时可以在正交于舌状部

分110的方向延伸。管脚支撑结构104可以从可不导电的任何合适的绝缘材料(诸如例如塑

料或陶瓷)制造。在一些示例中，管脚支撑结构104用作间隔物。管脚支撑结构104也可以包

括一个或多个对齐柱状物116a、116b。在一些示例中，对齐柱状物116a、116b用以在安装中

(例如，当正被连接到主逻辑板114时)准确对齐互连设备100。在一些示例中，对齐柱状物

116a、116b用以保持(retain)互连设备100的其他元件。例如，如图1B中所示，对齐柱状物

116a、116b延伸穿过印刷电路板102并且进入形成于第二屏蔽体118中的沟槽。以这种方式，

对齐柱状物116a、116b与管脚支撑结构104可以用以保持(retain)第二屏蔽体118、印刷电

路板102、多个管脚112、以及接地屏蔽体106。在一些示例中，接地屏蔽体106可以经由接地

元件144接地到外壳126。在一些示例中，第二屏蔽体118附接于互连设备100和/或与管脚支

撑结构104分离的主逻辑板114。接地屏蔽体106可以被配置来在管脚支撑结构104的周围延

伸。

[0025] 如以上介绍的，印刷电路板102也包括舌状部分110。舌状部分110可以包括一个或

者多个舌，诸如图1A与图1B中示出的舌120a、舌120b。舌120a、120b可以是连接器的部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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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使得其他电子设备(诸如附件设备)能被电连接到在其中实现了互连设备100的计算

机。尽管示出了两个舌120a、120b，应当理解，更多或者更少的舌120a、120b(包括单个舌)可

被包括于互连设备100中。如本文所述，每一舌120a、120b可以包括电连接到多个管脚112的

多个电触点122。

[0026] 在一些示例中，舌120a、120b正交地延伸远离多个管脚112。多个触点122可以被部

署于舌120a、120b的相对的平坦侧上。每一导电触点122用以承载数据、提供功率、提供地回

路、承载控制/配置信号，或者提供任何其他合适的功能。舌120a、120b(包括每一触点122的

功能的指定)可以被设计和制造来遵循一种或者多种标准连接器插头类型。例如，舌120a、

120b可以遵循USB标准规范，诸如USB  Type-C、USB  3.0、USB  2.0或者任何其他合适的标准。

在一些实施例中，舌120a、120b可以是双面的且能够与用于USB设备的可反转连接器插头对

接(interface)。

[0027] 图1C根据本公开的至少一个示例示出了在互连设备100已经被连接到主逻辑板

114之后包括互连设备100的互连系统124的剖面图。主逻辑板114可以是任何合适的多层印

刷电路板(例如母板)。在一些示例中，主逻辑板114可以给互连设备100提供结构支撑。

[0028] 除了互连设备100与主逻辑板114之外，互连系统124也包括外壳126。外壳126可以

是互连设备100与主逻辑板114附接到的电子设备的主体。以这种方式，外壳126可以被认为

是机壳，在一些示例中，外壳126形成自单片材料，即为一体式机壳。无论被限定为一体式或

者其他，外壳126可以形成自任何合适的刚性材料，诸如聚碳酸酯、玻璃纤维、铝或者任何其

他合适的材料。

[0029] 外壳126可以包括端口孔开口128、中间腔体130以及主腔体132。在一些示例中，互

连设备100的舌120a在端口孔开口128内延伸，使得对应的连接器插头可以与舌120a对接。

互连设备100的多个管脚112可以被部署于中间腔体130内。在一些示例中，中间腔体130是

外壳126内在第一平面中对齐的印刷电路板102经由多个管脚112与在第二、不同的平面中

对齐的主逻辑板114连接的位置。换言之，双平面连接可以发生于中间腔体130内。在其他示

例中，双平面连接发生于主腔体132内。在一些示例中，第一平面与第二平面是基本平行的。

主腔体132是主逻辑板114及其他计算机部件(例如存储器、硬盘驱动器、芯片等)所处的位

置，其中的一些可以附接于外壳126和/或主逻辑板114。

[0030] 如图1C所示，管脚112a与管脚112b(至少那些专用于接地的管脚)可以从第二屏蔽

体118起，经由印刷电路板102、管脚支撑结构104与主逻辑板114，向第一接地屏蔽体134延

伸。在一些示例中，管脚112a与管脚112b终止于主逻辑板114内。主逻辑板114可以包括与多

个管脚112对齐的多个电镀孔136a、136b。多个电镀孔136a、136b可以电耦合到多个管脚112

以形成耦合结构。在一些示例中，多个电镀孔136a、136b可以在结构上耦合到多个管脚112

以形成耦合结构。耦合结构可以用以给印刷电路板102提供支撑以及在端口孔开口128内对

齐舌122。从而，多个管脚112可以提供结构连接及与主逻辑板114的电连接。在一些示例中，

如图1C中关于管脚112b与孔136b所示的，多个管脚112可以在它们被插入主逻辑板114之后

被焊接到主逻辑板114。

[0031] 在一些示例中，多个管脚112中的至少一些可以经由嵌体138或其他方式电耦合到

第二屏蔽体118。可以使用焊接技术施加嵌体138，其中第二屏蔽体118内的内部区域被填

充。在其他示例中，多个电触点122中的至少一些电耦合到第二屏蔽体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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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管脚112a与管脚112b经由嵌入印刷电路板102内的相应的电气迹线140a与电气迹

线140b各自连接到特定导电触点122。其他管脚112可以经由其他电气迹线140连接到其他

电触点122。尽管示为在不同层中，在一些示例中，所有电气迹线140都在同一层内。互连系

统124也可以包括一个或者多个垫片142。一个或者多个垫片142可以用作中间腔体130与端

口孔开口128之间污染物屏障。在一些示例中，一个或者多个垫片142也可以给舌120a提供

结构支撑。

[0033] 由于舌120a、120b可以被配置来与对应的连接器插头(例如附件设备)配对，互连

设备100与主逻辑板114之间的双平面连接可以能够承受当连接器插头连接到舌120a、120b

时施加于舌120a、120b上的相向的配对力。

[0034] 图2A与图2B根据本公开的至少一个示例分别示出了包括刚-挠性互连设备202的

互连系统200的底部等距视图与剖面图。类似本文所述的互连设备100，刚-挠性互连设备

202支持以高速向电子设备传送大量数据和从电子设备传送大量数据。例如，刚-挠性互连

设备202的某些方面可以被制造来遵循现有的规范(例如USB  Type-C)，该规范可以在电子

设备中实现。在一些示例中，这些电子设备包括相对于彼此位于不同水平平面的内部部件

与端口。例如，附接于刚-挠性互连设备202的USB端口可以位于第一平面内，而主逻辑板204

可以位于第二、不同的平面内。刚-挠性互连设备202可以被实现来形成USB端口与主逻辑板

204之间的双平面连接。这一双平面连接可以电气地(在一些示例中为在结构上)连接USB端

口(该USB端口也可以被包括为刚-挠性互连设备202的部分)与主逻辑板204。此外，由于刚-

挠性互连设备202可以被用来以高速传送大量数据，刚-挠性互连设备202可以以维持一致

的信号完整性并且最小化信号损失的方式达成双平面连接。

[0035] 如以上介绍的，互连系统200包括附接于主逻辑板204的刚-挠性互连设备202。主

逻辑板204是主逻辑板114的一个示例。在一些示例中，互连系统200也包括外壳206。外壳

206是外壳126的一个示例。

[0036] 刚-挠性互连设备202包括一个或者多个刚-挠性电路板208a、208b。刚-挠性电路

板208a、208b可以是使用形成多金属信号层的任何合适的制造工艺制造的印刷电路板。在

一些示例中，每一刚-挠性电路板208a、208b也包括一个或者多个柔性材料层。印刷电路板

可以被层压到一个或者多个柔性材料层。以这种方式，刚-挠性电路板208a、208b可以包括

柔性属性与刚性属性。在一些示例中，柔性材料的部分也包括金属信号层。

[0037] 刚-挠性电路板208a、208b包括刚性舌状部分210a、210b、柔性中间部分212a、

212b、以及刚性附接部分214a、214b。刚性舌状部分210可以位于第一平面中并且可以包括

舌216a、216b与多个电触点218。舌216a、216b是舌120a、120b的一个示例。多个电触点218是

多个电触点122的示例。刚性舌状部分210a、210b可以从刚-挠性电路板208a、208b的刚性部

分形成。

[0038] 刚性舌状部分210a、210b也可以包括安装结构，该安装结构可以包括一个或者多

个安装位置238a、238b、238c以及一个或者多个安装垫片220a、220b。一个或者多个安装位

置238a、238b、238c可以被用来在端口孔开口222内牢固地保持刚性舌状部分210a、210b。例

如，一个或者多个安装位置238a、238b、238c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孔，以及一个或者多个螺

钉、螺栓、铆钉或者其他可以插入穿过该一个或者多个孔并且附接到外壳206的紧固件。以

这种方式，刚性舌状部分210a、210b可以被外壳206牢固地保持。在一些示例中，一个或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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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安装位置238a、238b、238c也用以在端口孔开口222中适当地定位刚性舌状部分210a、

210b的舌216a、216b。由于舌216a、216b可以被配置来与对应的连接器插头配对，一个或者

多个安装位置238a、238b、238c可以能够承受当连接器插头与舌216a、216b配对时施加于舌

216a、216b上的相向的配对力。

[0039] 安装垫片220a、220b可以附接于刚性舌状部分210a、210b并且可以用作中间腔体

224与端口孔开口222之间的污染物屏障。在一些示例中，安装垫片220a、220b也可以被配置

来在外壳206的端口孔开口222内保持(retain)刚性舌状部分210a、210b。在一些示例中，为

了确保刚-挠性互连设备202维持稳固地保持在外壳206内，使用安装垫片220a、220b和/或

其他类似的结构是期望的。在一些示例中，刚性舌状部分210a、210b从端口孔开口222向外

壳206的中间腔体224延伸。

[0040] 在中间腔体224内，位于第一平面中的刚性舌状部分210a、210b开始向柔性中间部

分212a、212b过渡。柔性中间部分212a、212b从刚性舌状部分210a、210b向刚性附接部分

214a、214b延伸。在一些示例中，柔性中间部分212a、212b可以从能够在电触点218与主逻辑

板204之间承载电信号的任何合适的柔性材料形成。在一些示例中，柔性中间部分212a、

212b包括用于刚-挠性互连设备202的连续的信号迹线。在这一示例中，柔性中间部分212a、

212b可以从刚性舌状部分210a、210b向刚性附接部分214a、214b延伸并且可以被嵌入刚性

舌状部分210a、210b及刚性附接部分214a、214b中的每一个内。

[0041] 刚性附接部分214a、214b可以位于高于或者低于第一平面并且至少部分地部署于

主腔体226内的第二平面中。在一些示例中，刚性附接部分214a、214b包括连接器228a、

228b、绝缘垫片230a、230b以及保持板232。连接器228a、228b可以包括与附接板236电通信

的第二多个电触点234。在一些示例中，附接板236与柔性中间部分212a、212b电通信并且可

以是印刷电路板。附接板236可以经由连接器228a、228b连接到主逻辑板。在一些示例中，连

接器228a、228b用作在附接板236与主逻辑板204之间启用板对板连接的设备。在一些示例

中，主逻辑板204包括多个电镀孔，第二多个电触点234可以插入该多个电镀孔中。第二多个

电触点234可以与附接板236电通信。在一些示例中，第二多个电触点234可以被包括为连接

器228a、228b的部分。

[0042] 绝缘垫片230a、230b被部署于保持板232与连接器228a、228b之间。在一些示例中，

绝缘垫片230a、230b用以电隔离保持板232与附接板236。保持板232可以从刚性材料形成并

且可以附接于主逻辑板204。保持板232可以用以确保附接板236保持连接到主逻辑板204。

[0043] 图3根据本公开的至少一个示例示出互连系统300的剖面图。互连系统300包括可

以被用来在主逻辑板304与舌306(或具有舌的形状的连接器)之间形成双平面连接的柔性

互连设备302。类似本文描述的互连设备100与互连设备202，柔性互连设备302支持以高速

向电子设备传送大量数据和从电子设备传送大量数据。例如，柔性互连设备302的某些方面

可以被制造来遵循现有的规范(例如USBType-C)，该规范可以在电子设备中实现。在一些示

例中，这些电子设备包括相对于彼此位于不同水平平面的内部部件与端口。例如，附接于柔

性互连设备302的USB端口可以位于第一平面内，而主逻辑板304可以位于第二、不同的平面

内。柔性互连设备302可以被实现来形成USB端口与主逻辑板304之间的双平面连接。这一双

平面连接可以电气地(在一些示例中为在结构上)连接USB端口(该USB端口也可以被包括为

柔性互连设备302的部分)与主逻辑板304。此外，由于柔性互连设备302可以被用来以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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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大量数据，柔性互连设备302可以以维持一致的信号完整性并且最小化信号损失的方

式达成双平面连接。

[0044] 柔性互连设备302包括舌306(舌306可以是具有裸露触点308的印刷电路板)、柔性

电路310以及连接器结构312。舌306位于第一平面中并且从中间腔体318延伸进入外壳316

的端口孔开口314。连接器结构312位于第二平面中。柔性电路310用以柔性地连接连接器结

构312与舌306(即裸露触点308)。柔性电路310可以通过将印刷电路层压到柔性材料上来形

成。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技术将柔性电路310附接于舌306与连接器结构312。

[0045] 连接器结构312用以将柔性电路310连接到主逻辑板304。在一些示例中，连接器结

构312是在柔性印刷电路与主逻辑板304之间启用连接的任何合适的设备。在一些示例中，

连接器结构312用作在主逻辑板304与柔性互连设备302之间启用板对板连接的设备。在一

些示例中，连接器结构312包括对应于裸露触点308的多个电触点320。多个电触点320可以

被插入主逻辑板304中对应的电镀孔。连接器结构312也包括绝缘垫片322与保持板324。

[0046] 互连设备302也可以包括一个或者多个安装垫片326a、326b。安装垫片326a、326b

可以附接于舌306并且配置来在端口孔开口314内保持(retain)舌306。在一些示例中，为了

确保互连设备302维持稳固地保持在外壳316内，使用安装垫片326a、326b和/或其他类似的

结构是期望的。在一些示例中，互连设备302也可以包括安装结构，该安装结构包括一个或

者多个安装位置。一个或者多个安装位置可以被用来在端口孔开口314内牢固地保持舌

306。例如，一个或者多个安装位置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孔，以及一个或者多个螺钉、螺栓、

铆钉或者其他可以插入穿过该一个或者多个孔并且附接到外壳316的紧固件。以这种方式，

舌306可以被外壳316牢固地保持。在一些示例中，一个或者多个安装位置也用以在端口孔

开口314中适当地定位舌306。由于舌306可以被配置来与对应的连接器插头配对，一个或者

多个安装位置可以能够承受当连接器插头与舌306配对时施加于舌306上的相向的配对力。

[0047] 如本文所述，互连设备可以部署于电子设备的外壳内。这些电子设备可以经由互

连设备的舌连接到其他电子设备。具体而言，其他电子设备的连接器插头可以与舌配对以

创建电连接，通过该电连接可以在设备间传送数据和功率等。在一些示例中，为了电连接的

准确形成，也可以要求连接器插头与外壳之间的接地连接。在一些示例中，这些接地连接可

以通过连接器插头与外壳之间的附带接触(incidental  contact)来达成。在一个说明性的

示例中，插头连接器的尖端可以被插入越过舌并且与围绕该舌的外壳的一部分接触。当外

壳是从导电材料形成的时，即使在不存在一般围绕舌的壳体的情况下，这种接触也可以构

建合适的接地连接。不过，在一些示例中，接地系统可能是期望的以确保提供合适的接地连

接以及减少数据传送期间的信号噪声。图4到图6示出了可以被集成到电子设备的外壳中以

创建这种合适的接地连接的接地系统的示例。

[0048] 图4根据本公开的至少一个示例示出了集成的接地系统400的顶面剖视图。集成的

接地系统400可以包括被保持(retain)在外壳406的弹簧通道404a、404b内的两个或者更多

弹簧402a、402b。外壳406是本文所述的外壳126、外壳206以及外壳316的一个示例。从而，外

壳406可以包括连接器插头410可以插入其中的端口孔开口408。连接器插头410可以是任何

合适的连接器插头，诸如根据任何标准规范(包括本文所述的那些)构造的一个连接器插

头。连接器插头410被插入端口孔开口408以与对应的舌412连接。舌412是舌120a、120b、舌

216a、216b以及舌306的一个示例，并且被配置来与连接器插头410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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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弹簧通道404a、404b的尺寸可以被设置成容纳弹簧402a、402b并且可以包括弹簧

402a、402b可以被接地到外壳406的位置。弹簧402a、402b可以是能够用以在连接器插头410

与舌412连接时将连接器插头410电接地的任何合适的扭簧。在一些示例中，弹簧402a、402b

延伸出弹簧通道404a、404b并且进入端口孔开口408。在实践中，当连接器插头410被插入端

口孔开口408时，连接器插头410的外表面与弹簧402a、402b接触并且使得弹簧402a、402b开

始与外表面接合。当连接器插头410连接到舌412时，弹簧402a、402b在接地点414a、414b处

保持与连接器插头410的外表面接合。这一接合在连接器插头410与外壳406之间提供接地

连接。

[0050] 图5根据本公开的至少一个示例示出了集成的接地系统500的顶部剖视图。集成的

接地系统500可以包括被保持(retain)在外壳506的弹簧通道504内的单个弹簧502。外壳

506是本文所述的外壳126、外壳206、外壳316以及外壳406的一个示例。从而，外壳506可以

包括连接器插头510可以插入其中的端口孔开口508。连接器插头510可以是任何合适的连

接器插头，诸如根据任何标准规范(包括本文所述的那些)构造的一个连接器插头。连接器

插头510被插入端口孔开口508以与对应的舌512连接。舌512是舌120a、120b、舌216a、216b、

舌306以及舌412的一个示例，并且被配置来与连接器插头510对接。

[0051] 弹簧通道504的尺寸可以被设置成容纳弹簧502并且可以包括弹簧502可以被接地

到外壳506的位置。弹簧502可以是能够用以在连接器插头510与舌512连接时将连接器插头

510电接地的任何合适的扭簧。在一些示例中，弹簧502的部分可以延伸出弹簧通道504并且

进入端口孔开口508。在实践中，当连接器插头510被插入端口孔开口508时，连接器插头510

的外表面与弹簧502接触并且使得弹簧502开始与外表面接合。当连接器插头510连接到舌

512时，弹簧502在接地点514a、514b处保持与连接器插头510的外表面接合。这一接合在连

接器插头510与外壳506之间提供接地连接。

[0052] 图6根据本公开的至少一个示例示出了集成的接地系统600的顶部剖视图。集成的

接地系统600可以包括被保持(retain)在外壳606的弹簧通道604a、604b内的一个或多个伸

缩式触点602a、602b。外壳606是本文所述的外壳126、外壳206、外壳316、外壳406以及外壳

506的一个示例。从而，外壳606可以包括连接器插头610可以插入其中的端口孔开口608。连

接器插头610可以是任何合适的连接器插头，诸如根据任何标准规范(包括本文所述的那

些)构造的一个连接器插头。连接器插头610被插入端口孔开口608以与对应的舌612连接。

舌612是舌120a、120b、舌216a、216b、舌306、舌412以及舌512的一个示例，并且被配置来与

连接器插头610对接。

[0053] 伸缩式触点602a、602b可以包括螺纹616a、616b、弹簧缸体618a、618b以及触点

620a、620b。螺纹616a、616b用以在通道604a、604b内保持伸缩式触点602a、602b并且也形成

与外壳606的接地接触。弹簧缸体618a、618b保持(retain)用以在远离螺纹616a、616b的方

向上压迫触点620a、620b的一个或者多个螺旋弹簧。一个或者多个螺旋弹簧使得触点620a、

620b与连接器插头610的外表面接合。在一些示例中，伸缩式触点602a、602b是弹簧针(pogo 

pin)的示例。

[0054] 通道604a、604b的尺寸可以被设置成容纳伸缩式触点602a、602b。例如，通道604a、

604b的尺寸可以被设置成略窄于螺纹616a、616b的外直径，使得螺纹616a、616b可以与通道

604a、604b的内表面接合。在一些示例中，通道604a、604b先于伸缩式触点602a、602b的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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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开掘(tap)。在其他示例中，弹簧缸体618a、618b被压缩进入通道604a、604b并且经由过盈

配合保持(retain)(例如，不使用螺纹616a、616b)。

[0055] 触点620a、620b的端部部分延伸出通道604a、604b并且进入端口孔开口608。在实

践中，当连接器插头610被插入端口孔开口608时，连接器插头610的外表面与触点620a、

620b的端部部分接触并且使得该端部部分开始与外表面接合。当连接器插头610连接到舌

612时(即在它已经被完全插入之后)，弹簧缸体618a、618b中的一个或者多个螺旋弹簧被压

缩，这造成触点620a、620b的端部部分在接地点622a、622b处保持与连接器插头610的外表

面接合。这一接合在连接器插头610与外壳606之间提供接地连接。

[0056] 在一些示例中，集成的接地系统600(以及本文所述的其他集成的接地系统)的接

地点被定位成朝向外壳的外部。在一些示例中，即使在经由连接器插头高速传送期间，这也

可以导致噪声减少。

[0057] 空间相对术语(诸如“下方”、“上方”、“更低”、“更高”等等)可能在以上被用来描述

例如如图所示的元件和/或特征相对于另外(多个)元件和/或(多个)特征的关系。应当理

解，除在图中描绘的方向之外，空间相对术语还旨在包含使用和/或操作中的设备的不同方

向。例如，如果图中的设备被翻转，被描述为在其他元件或特征“下方”和/或“之下”的元件

就将定向为在其他元件或特征“上方”。设备可以以其他方式被定向(例如，旋转90度或者以

其他方向)并相应地解释本文所使用的空间相对描述符。

[0058] 为了说明与描述的目的，已经给出了以上本公开实施例的说明书。它不旨在穷尽

或限制本公开所描述的精确形式，而是许多修改和变化在以上教导下是可能的。实施例被

选择并描述以最好地解释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实际应用，从而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在适合

于预期的特定用途的各种实施例和各种修改中最好地利用本公开。因此，应当理解，本公开

旨在涵盖以下权利要求的范围之内的所有修改和等同物。

[0059]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60] 本申请要求于2016年5月10日递交的、题为“Interconnect  Devices”的美国非临

时申请No .15/151 ,228的优先权，该非临时申请要求于2015年9月30日递交的、题为

“Interconnect  Devices”的美国临时申请No.62/235,514的权益，其公开内容通过引用整

体并入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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