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433747.0

(22)申请日 2018.11.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02182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7.16

(30)优先权数据

2017-227436 2017.11.28 JP

(73)专利权人 矢崎总业株式会社

地址 日本东京

(72)发明人 佐藤知哉　伊藤直树　锅田泰德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奉思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464

代理人 吴立　邹轶鲛

(51)Int.Cl.

H01R 4/18(2006.01)

H01R 43/048(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2012324727 A1,2012.12.27

US 2012324727 A1,2012.12.27

JP 2013229282 A,2013.11.07

审查员 陈波

 

(54)发明名称

带端子的电线和带端子的电线的制造方法

(57)摘要

带端子的电线，包括：至少1条电线以及端

子，所述电线包含，覆皮；导体，其被所述覆皮包

覆，且在长度方向的一部分，在预定的长度上不

存在所述覆皮，从而露出；以及接合部位，其在所

述露出的导体的一部分，在预定的长度上所形成

的所述导体的基线彼此被接合，所述端子包含线

筒，并被设置在所述电线。所述线筒的位于所述

覆皮侧的一端，与所述接合部位的位于所述覆皮

侧的一端相比，位于更靠所述覆皮侧。所述线筒

将所述接合部位的至少一部分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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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端子的电线，其特征在于，

包括：至少1条电线以及端子；

所述电线包含：

覆皮；

导体，其被所述覆皮包覆，且在所述电线的长度方向的一部分，在预定的长度上不存在

所述覆皮，从而露出；以及

接合部位，其在所述露出的导体的一部分，在预定的长度上所形成的所述导体的基线

彼此被接合，

所述端子包含线筒，并被设置在所述电线，

所述线筒的位于所述覆皮侧的一端，与所述接合部位的位于所述覆皮侧的一端相比，

位于更靠所述覆皮侧，

所述线筒将所述接合部位的至少一部分覆盖，

所述线筒与所述接合部位的所述基线直接接触，

所述线筒的与位于所述覆皮侧的一端的相反侧的端部，比所述接合部位的与位于所述

覆皮侧的一端的相反侧的端部，位于更靠所述覆皮侧，

所述线筒的位于所述覆皮侧的端部，具有锥形孔部，

所述锥形孔部的与位于所述覆皮侧的一端为相反侧的一端，与所述接合部位的位于所

述覆皮侧的一端相比，位于更靠所述覆皮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端子的电线，其特征在于，

所述至少1条电线为多条，

所述端子为1个端子，

在所述多条电线设置所述1个端子。

3.一种带端子的电线的制造方法，包括：

电线在长度方向的一部分在预定的长度上不存在覆皮，从而露出导体，在所述电线的

所述露出的导体的所述长度方向的一部分，将所述导体的基线彼此接合，来形成接合部位

的工序；

形成所述接合部位后，将具有线筒的端子，以使所述线筒的位于所述电线的覆皮侧的

一端，与所述接合部位的位于所述覆皮侧的一端相比，位于更靠所述覆皮侧，且使所述线筒

的与位于所述覆皮侧的一端的相反侧的端部，比所述接合部位的与位于所述覆皮侧的一端

的相反侧的端部，位于更靠所述覆皮侧，且所述线筒与所述接合部位的所述基线直接接触，

所述线筒将所述接合部位的至少一部分覆盖，所述线筒的位于所述覆皮侧的端部的锥形孔

部的与位于所述覆皮侧的一端为相反侧的一端，与所述接合部位的位于所述覆皮侧的一端

相比，位于更靠所述覆皮侧的方式，将所述端子设置于所述电线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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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端子的电线和带端子的电线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带端子的电线和带端子的电线的制造方法，特别是，关于在多条基线

彼此接合形成有接合部位的导体设置端子的线筒。

背景技术

[0002] 日本特开2009-231079号公报公开了如图1A～2中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301。

[0003] 带端子的电线301被如下形成。首先，在一个端部除去覆皮303而露出导体(芯线)

305的电线307(参照图1A)，在露出的导体305的末端部，通过超声波接合来形成接合部位

309(参照图1B)。

[0004] 即，将由多条基线311构成的导体305的末端部，通过利用超声波接合使多条基线

311彼此接合，从而形成接合部位309。

[0005] 在接合部位309处凿紧线筒313，来设置端子315，从而能够得到带端子的电线301

(参照图1C)。

发明内容

[0006] 发明欲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7] 然而，在带端子的电线301中，有时在接合部位309的一端(覆皮303侧的一端)317

发生基线折断(芯线折断)(参照图1D)。

[0008] 即，在形成有接合部位309的电线307凿紧线筒313，来压接端子315时，如图1D所

示，当接合部位309的一端(接合部位309和非接合部位的边界部分)317位于线筒313之外

时，由于端子315的压接，边界部分317被拉伸。

[0009] 在边界部分317，由于接合处理的影响，残余应力的值变大，基线311变得容易折

断。另外，在边界部分317，导体305的截面形状(与长度方向垂直的平面所决定的截面的形

状)急剧地变化，从而变得容易发生应力集中。

[0010] 而且，当由于端子315的压接，在基线311产生拉伸应力时，会发生芯线折断。在图

1D中参照符号311A所示的是由于芯线折断所生成的基线。

[0011] 另外，如图2所示，由于接合部位309形成在露出的导体305的长度方向的中央部，

从而即使在电线307的末端侧(图2的左侧)存在非接合部位的情况下，当接合部位309的一

端(与覆皮303为相反侧的一端)319位于线筒313之外时，由于端子315的压接，接合部位309

和非接合部位的边界部分319被拉伸，会发生芯线折断。图2中参照符号311B所示的是由于

芯线折断所生成的基线。

[0012]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带端子的电线，其在导体的一部分形成接合部位，并

在该接合部位处设置有端子的线筒，能够抑制在接合部位的边界的基线折断的发生。

[0013] 用于解决问题的技术手段

[0014] 本发明所涉及的带端子的电线，包括：至少1条电线以及端子，所述电线包含：覆

皮；导体，其被所述覆皮包覆，且在所述电线的长度方向的一部分，在预定的长度上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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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覆皮，从而露出；以及接合部位，在所述露出的导体的一部分，在预定的长度上所形成

的所述导体的基线彼此被接合，所述端子包含线筒，并被设置在所述电线。所述线筒的位于

所述覆皮侧的一端，与所述接合部位的位于所述覆皮侧的一端相比，位于更靠所述覆皮侧，

所述线筒将所述接合部位的至少一部分覆盖。

[0015] 另外，也可以是，所述线筒的位于所述覆皮侧的端部具有锥形孔部，所述锥形孔部

的与位于所述覆皮侧的一端为相反侧的一端，与所述接合部位的位于所述覆皮侧的一端相

比，位于更靠所述覆皮侧。

[0016] 另外，所述长度方向与所述线筒的前后方向相互一致，在所述前后方向，所述接合

部位也可以位于所述线筒的内侧。

[0017] 另外，也可以是，所述至少1条电线为多条，所述端子为1个端子，在所述多条电线

设置所述1个端子。

[0018] 本发明所涉及的带端子的电线的制造方法，包括：电线在长度方向的一部分在预

定的长度上不存在覆皮，从而露出导体，在所述电线的所述露出的导体的所述长度方向的

一部分，将所述导体的基线彼此接合，来形成接合部位的工序；形成所述接合部位后，将具

有线筒的端子，以使所述线筒的位于所述电线的覆皮侧的一端，与所述接合部位的位于所

述覆皮侧的一端相比，位于更靠所述覆皮侧，所述线筒将所述接合部位的至少一部分覆盖

的方式，将所述端子设置于所述电线的工序。

[0019] 发明效果

[0020] 根据上述结构，将导体的一部分接合来形成接合部位，并在该接合部位处设置端

子的线筒的带端子的电线，能够抑制在接合部位的边界的基线折断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21] 图1A～1D是示出相关的带端子的电线的图。

[0022] 图2是示出相关的带端子的电线的图。

[0023] 图3是示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带端子的电线，将端子设置于电线之前的

状态的图。

[0024] 图4是示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带端子的电线的概要构成的图。

[0025] 图5是示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带端子的电线的概要构成的剖视图。

[0026] 图6是示出变形例所涉及的带端子的电线，将端子设置于电线之前的状态的图。

[0027] 图7是示出变形例所涉及的带端子的电线的概要构成的剖视图。

[0028] 图8是示意性地示出图7的带端子的电线的图。

[0029] 图9是示意性地示出图7的带端子的电线的变形例的图。

[0030] 图10是示出变形例所涉及的带端子的电线，在电线的长度方向的中间部形成接合

部位，并在该处设置有端子的图。

[0031] 图11是变形例所涉及的带端子的电线，示出在多条(例如，2条)电线设置1个端子

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在下面的具体实施方式中，为了说明，举出了许多具体细节以提供对公开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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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的了解。但显而易见，其一个或多个实施例可以不使用这些具体细节地实施。在其他

情况下，公知结构和设备被示意性地示出以简化附图。

[0033] 下面参考附图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应当注意，在整个附图中相同或相似的部件

和组件将由相同或相似的附图标记表示，而且简化或省略对这些部件和组件的描述。此外，

应该注意，附图是示意性的，因此与实际产品不同。

[0034]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带端子的电线1，如图3～图5所示，包括形成有接合部

位(接合区域)3的电线5和具有线筒7的端子(端子金属配件)9而构成。

[0035] 此处，为了说明的便利，以带端子的电线1的预定的一个方向为前后方向，与该前

后方向垂直的预定的一个方向为高度方向，与前后方向和高度方向垂直的方向为宽度方

向。在图3～11中，将前后方向、高度方向、宽度方向、前侧、后侧以FRD、HD、WD、FS、RS表示。

[0036] 在电线5，在长度方向(长方向)的一部分(例如，一个端部)，在预定的长度上不存

在覆皮11，从而(例如，除去覆皮11的一部分)露出导体13。

[0037] 另外，在电线5，在露出的导体(露出导体)13A的一部分，接合有导体13的接合部位

3在预定的长度上形成。接合部位3是通过将构成导体13的多条基线15彼此，例如利用超声

波接合(超声波处理)从而形成的。

[0038] 进一步说明，电线5被构成为包括：多条基线15汇集而形成的导体(芯线)13；以及

覆盖(包覆)该导体13的覆皮(绝缘体)11

[0039] 导体13的基线15是用铜、铝或铝合金等金属形成为细长的圆柱状。导体13以多条

基线15扭绞的形式，或者多条基线15束集而呈直线状延伸的形式而构成。

[0040] 另外，电线5具有可挠性。存在有覆皮11的电线5的部位的截面(相对于长度方向垂

直的平面的截面)，被形成为圆形等预定形状。

[0041] 存在有覆皮11的电线5的部位的导体13的截面为多条基线15以近乎没有间隙的状

态捆扎，从而例如被形成为大致圆形。存在有覆皮11的电线5的部位的覆皮11的截面，例如，

被形成为具有预定的宽度(厚度)的圆环状。导体13的外周面的全周与覆皮11的内周面的全

周接触。

[0042] 在接合部位3，构成导体13的多条基线15彼此如上所述，通过超声波接合，从而使

导体13例如单线化。

[0043] 此外，虽然在上述说明中，通过超声波接合形成了接合部位3，但是也可以通过超

声波接合以外的接合方法将基线15彼此接合，来形成接合部位3。例如，也可以在基线15的

重结晶温度以下的温度，将基线15彼此进行冶金接合，从而与超声波接合的情况同样地形

成接合部位3。

[0044] 进一步，接合部位3也可以通过除了超声波处理之外的，冷压接、摩擦搅拌焊接、摩

擦压接、电磁压接、扩散接合、钎焊、锡焊、电阻焊接、电子束焊接、激光焊接、光束焊接等的

处理形成。

[0045] 此外，接合部位3和覆皮11在电线5的长度方向，例如，仅分开预定的长度。由此，在

接合部位3和覆皮11之间，露出互相接触但处于非接合状态的多条基线(非接合状态的导

体)13B。

[0046] 即，从电线5的长度方向的一端向着另一端，预定长度的接合部位3、非接合状态的

导体13B、被覆皮11包覆的导体13(存在有覆皮11的电线5的部位)按照该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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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端子9被设置之前的接合部位3的截面形状(与长度方向垂直的平面所决定的截面

形状)被形成为圆形或矩形等的预定形状。

[0048] 另外，端子9被设置之前的非接合状态的导体13B的截面形状(与长度方向垂直的

平面所决定的截面形状)，从接合部位3的截面形状向覆皮11覆盖的导体13的截面形状渐渐

地过渡。

[0049] 在带端子的电线1中，电线5、导体13的长度方向与线筒7(端子9)的前后方向相互

一致。另外，电线5的长度方向的一端位于前侧，电线5的长度方向的另一端位于后侧。

[0050] 另外，在带端子的电线1中，端子9的线筒7的一端(后端；位于前后方向上的覆皮11

侧的一端)7A，与接合部位3的一端(后端；位于长度方向上的覆皮11侧的一端)3A相比，位于

更靠覆皮11侧(后侧)。而且，在带端子的电线1中，通过将线筒7，例如凿紧，从而使线筒7将

接合部位3的至少一部分包裹覆盖。通过凿紧，线筒7的筒的内侧的表面几乎全部带有作用

力地接触于接合部位3。

[0051] 端子9是，例如在成为将平板状的金属的材料形成为预定形状的状态后，再将形成

为该预定形状的材料折曲来形成的。

[0052] 端子9从前侧向着后侧，例如，与对方侧端子连接的端子连接部16、线筒7、绝缘筒

部17以该顺序排列。

[0053] 被凿紧之前的线筒7的截面形状(与前后方向垂直的平面所决定的截面形状)，例

如，包括厚度方向几乎为高度方向的底板部(圆弧状的底板部)19和一对侧板部21，而被形

成为“U”字形状。一对侧板部21分别从底板部19的宽度方向的两端，向斜上方立起。一对侧

板部21之间的尺寸的值(宽度方向的尺寸值)随着从下侧向着上侧而逐渐变大。

[0054] 被凿紧之前的绝缘筒部17的截面形状(与前后方向垂直的平面所决定的截面形

状)也被形成为与线筒7的截面相同的“U”字形状。

[0055] 在带端子的电线1中，通过线筒7被凿紧，从而接合部位3与线筒7一体化，通过绝缘

筒部17被凿紧，从而覆皮11和绝缘筒部17一体化。

[0056] 线筒7或绝缘筒部17的凿紧，主要是通过使一对侧板部21塑性变形，使得线筒7或

绝缘筒部17成为筒状，从而完成的。通过将线筒7凿紧，从而接合部位3变形。

[0057] 另外，在前后方向，例如，线筒7和绝缘筒部17略微分开(中间设置有连接部23)，但

是也可以是线筒7与绝缘筒部17相接。

[0058] 此处，对前后方向的电线5和端子9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9] 在电线5的长度方向，如上所述，从前侧向着后侧，预定的长度的接合部位3、非接

合状态的导体13B、被覆皮11覆盖的导体13，按照该顺序排列。被覆皮11覆盖的导体13的长

度远比接合部位3、非接合状态的导体13B长。

[0060] 在端子9的前后方向，如上所述，从前侧向着后侧，端子连接部16、线筒7、线筒7与

绝缘筒部17之间的连接部23、绝缘筒部17，以该顺序排列。此外，线筒7的前后方向的尺寸的

值，比连接部23或绝缘筒部17的前后方向的尺寸的值大。

[0061] 在带端子的电线1中，如图5等所示，在前后方向，接合部位3的一端(前端)3B，位于

比线筒7的前端7B略靠前侧。由此，接合部位3的一个端部从线筒7的前端7B向前侧略微突

出。接合部位3的从线筒7的突出尺寸的值(向前侧的突出量)，比接合部位3的高度尺寸的值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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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此外，也可以是接合部位3的一端(前端)3B位于比线筒7的前端7B略靠后侧。

[0063] 接合部位3的另一端(后端)3A，位于比线筒7的后端7A略靠前侧。由此，接合部位3

和覆皮11之间的非接合状态的导体13B的前端部被线筒7包裹。

[0064] 此外，接合部位3的后端3A和线筒7的后端7A之间的尺寸的值(前后方向的尺寸的

值)，也比接合部位3的高度尺寸的值小。

[0065] 另外，在带端子的电线1中，非接合状态的导体13B的高度尺寸的值，随着从前侧向

着后侧而逐渐变大。电线5的覆皮11的前端(非接合状态的导体13B的后端)位于比绝缘筒部

17的前端略靠前侧。

[0066] 此处，对带端子的电线1的制造方法进行说明。带端子的电线1经过接合部位形成

工序和端子设置工序而被制造。

[0067] 在接合部位形成工序中，在露出导体13A的长度方向的一部分，将导体13接合，从

而形成接合部位3。

[0068] 接着，在接合部位形成工序中形成接合部位3之后，如图3所示，进行相对于端子9

的电线5的定位。

[0069] 接着，在端子设置工序中，将线筒7和绝缘筒部17凿紧，将端子9设置在电线5。此

时，线筒7的后端7A与接合部位3的后端3A相比位于更靠后侧，线筒7将接合部位3的至少一

部分包裹覆盖。

[0070] 根据带端子的电线1，由于使线筒7的后端7A与接合部位3的后端3A相比位于更靠

后侧，线筒7将接合部位3覆盖，因此能够抑制在接合部位3的边界部分(接合部位3和非接合

状态的导体13B的边界)3A的基线15折断的发生。

[0071] 即，由于在形成有接合部位3的电线5凿紧线筒7来压接端子9时，接合部位3的后端

(接合部位和非接合状态的导体的边界部分)3A位于线筒7之内，因此由于端子9的压接而使

得边界部分3A被拉伸的情况基本消失，能够抑制在边界部分3A的芯线折断(即使是非接合

状态的导体13B中基线15的折断)的发生。

[0072] 因此，由于基线15折断被抑制，从而使得压接部性能稳定(电线5和端子9的机械接

合度及电气接合度稳定)，另外，污染的发生被抑制。

[0073] 此外，虽然在上述说明中，如图5等所示，接合部位3从线筒7的前端7B向前侧略微

突出，但是也可以是如图6所示，线筒7的前端7B与接合部位3的前端3B相比位于更靠前侧。

即，也可以是前后方向的线筒7的尺寸的值比前后方向的接合部位3的尺寸的值大，在前后

方向，接合部位3位于线筒7的内侧。

[0074] 另外，虽然在图6中，非接合状态的导体13B从接合部位3的前端3B略微向前侧突

出，但是也可以将从接合部位3的前端3B向前侧突出的非接合状态的导体13B削除。

[0075] 根据图6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1，在前后方向，接合部位3位于线筒7的内侧，因此能

够抑制在接合部位3的两端(后端3A和前端3B)的基线15折断的发生。

[0076] 然而，虽然在图3～图6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1中，在线筒7没有设置锥形孔部，但是

也可以如图7～图9所示，在线筒7设置锥形孔部25。

[0077] 这种情况下，锥形孔部25以图3～图6所示的从带端子的电线1的线筒7的后端7A向

后侧突出的形式、图3～图6所示的从带端子的电线1的线筒7的前端7B向前侧突出的形式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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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在图7、图8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1中，线筒7被构成为包括主体部27、一对锥形孔部

25(后侧锥形孔部25A和前侧锥形孔部25B)。在前后方向，从前侧向着后侧，前侧锥形孔部

25B、主体部27、后侧锥形孔部25A以该顺序排列。

[0079] 进一步说明，在线筒7的位于覆皮11侧的端部(后端部)，形成有锥形孔部25(后侧

锥形孔部25A)。

[0080] 因此，在图7、图8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1中，后侧锥形孔部25A的前端(与位于前后

方向的覆皮11侧的后端为相反侧的一端；后侧锥形孔部25A和主体部27的分界)，与接合部

位3的后端(位于长度方向的覆皮11侧的一端)3A相比，位于更靠覆皮11侧(后侧)。

[0081] 在图7、图8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1中，线筒7的主体部27形成为在前后方向直径基

本一定的筒状，后侧锥形孔部25A形成为随着从主体部27远离(随着从前侧向着后侧)，而直

径逐渐变大的筒状。此外，后侧锥形孔部25A的前端的直径(与主体部27的边界的直径)与主

体部27的直径一致。

[0082] 在图7、图8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1中，前侧锥形孔部25B，与后侧锥形孔部25A相同，

被形成为随着从主体部27远离(随着从后侧向着前侧)，直径逐渐变大的筒状。

[0083] 另外，在图7或图8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1中，在前后方向，线筒7的主体部27和覆皮

11之间存在的导体13(位于后侧锥形孔部25A的前端和覆皮11之间的后侧的非接合状态的

导体13B)的高度尺寸、直径的值，随着朝向后侧而逐渐变大。

[0084] 另外，在图7、图8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1中，非接合状态的导体(前侧的非接合状态

的导体)13B从电线5的接合部位3的前端向前侧仅突出预定的长度。

[0085] 由此，在图7、图8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1中，在前后方向，前侧的非接合状态的导体

13B的后端(前侧的非接合状态的导体13B和接合部位3的边界)，与前侧锥形孔部25B的后端

相比位于更靠后侧，前侧的非接合状态的导体13B的前端与前侧锥形孔部25B的前端相比位

于更靠前侧。

[0086] 进一步，在前侧锥形孔部25B的前端(前端的开口)，如图8所示，导体13(前侧的非

接合状态的导体13B)与前侧锥形孔部25B之间形成有微小的间隙29，在后侧的锥形孔部25A

的后端(后端的开口)，导体13与后侧锥形孔部25A之间也形成有微小的间隙29。

[0087] 此外，也可以构成为：在前侧锥形孔部25B的前端(前端的开口)，前端锥形孔部25B

和导体13接触，前侧锥形孔部25B压住导体13，在后侧锥形孔部25A的后端(后端的开口)，后

侧锥形孔部25A和导体13接触，后侧锥形孔部25A压住导体13。

[0088] 此外，在图7、图8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1中，后侧锥形孔部25A、前侧锥形孔部25B中

的任意一个都可以削除。例如，也可以是将前侧锥形孔部25B削除的结构。这种情况下，在带

端子的电线1中，在前后方向，前侧的非接合状态的导体13B的后端与线筒7的主体部27的前

端相比位于更靠后侧。

[0089] 根据图7、图8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1，接合部位3位于线筒7的主体部(除去锥形孔

部25的主体部)27的内侧，因此能够抑制将端子9设置在电线5时的导体13折断的发生。

[0090] 另外，根据图7、图8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1，非接合状态的导体13B的一部分(接合

部位3侧的部位)收纳于锥形孔部25内，因此能够进一步抑制在接合部位3和非接合部位13B

的边界部分的导体13折断的发生。

[0091] 此外，在设置有锥形孔部25的图7、图8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1中，虽然接合部位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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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线筒7的主体部27的内侧，但是也可以是：在前后方向，接合部位3的前端位于前侧锥形孔

部25B的中间部，接合部位3的后端位于后侧锥形孔部25A的中间部。

[0092] 进一步，如图9所示，也可以是将前侧的非接合状态的导体13B削除的结构。在图9

所示的带端子的电线1中，接合部位3的前端与前端锥形孔部25B的前端相比位于更靠前侧，

但是也可以是接合部位3的前端与前侧锥形孔部25B的后端相比位于更靠后侧，也可以是接

合部位3的前端位于前侧锥形孔部25B处。

[0093] 然而，虽然在上述说明中，在电线5的长度方向的一个端部形成接合部位3，并在该

处设置端子9，但是也可以如图10所示，在电线的长度方向的中间部形成接合部位3，并在该

处设置端子9。

[0094] 进一步说明，也可以是：从电线5的长度方向的一侧向着另一侧，被覆皮11覆盖的

导体13(存在覆皮的电线的一端侧的部位)、非接合状态的导体13B(一端侧的非接合状态的

导体)、接合部位3、非接合状态的导体13B(另一端侧的非接合状态的导体)、被覆皮11覆盖

的导体13(存在覆皮的电线的另一端侧的部位)，以该顺序排列的电线中，在该电线的接合

部位3处设置端子9。

[0095] 在这样的带端子的电线中，在电线5的长度方向(端子9的前后方向)的，端子9的线

筒7(或线筒的主体部27)的长度尺寸的值，比接合部位3的长度尺寸的值大，在电线5的长度

方向(端子9的前后方向)，接合部位3位于端子9的线筒7(或线筒的主体部27)的内侧。

[0096] 进一步，在上述说明中，在1条电线5设置有1个端子9，但是也可以如图11所示，在

多条(例如，2条)电线5设置1个端子9。即，也可以与上述情况相同，使各电线5的接合部位3

进入1个端子9的线筒7(或线筒的主体部27)的内侧，来将线筒7设置在各电线5的接合部位3

处。

[0097] 另外，在多条电线5设置1个端子9的情况下，可以在每个电线5的导体13个别地形

成接合部位3，将各电线5设置1个端子9，也可以将各电线5中至少两条电线5的导体13束集，

在该束集的电线形成接合部位3，将各电线5设置1个端子9。

[0098] 另外，在多条电线5设置1个端子9的情况下，也可以是：在各电线5中的至少1条电

线5，在电线5的长度方向的中间部形成接合部位3的形式。

[0099] 以上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但是，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

本发明可以以其他特定形式实施。因此，本发明的实施例在所有方面都被认为是说明性的

而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前面的描述表示，并且，在权利要求的

含义和其等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都应包含在其中。

[0100] 而且，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描述的效果仅是本发明实现的最佳效果的列表。因此，

本发明的效果不限定于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描述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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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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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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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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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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