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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设置于一线材的一

端。接头结构包括一弹性套、一第一接头模块以

及一第二接头模块。弹性套具有一开口或狭缝。

第一接头模块被弹性套包覆。第一接头模块的一

端具有一第一插头，而另一端具有一第一插座。

第二接头模块被弹性套包覆。第二接头模块的一

端具有一第二插头，而另一端连结线材。第二插

头可插拔地连接于第一插座。开口或狭缝位于邻

近第一接头模块与第二接头模块的连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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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设置于一线材的一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接头结构包括：

一弹性套，具有一开口；

一第一接头模块，被所述弹性套包覆，所述第一接头模块的一端具有一第一插头，而另

一端具有一第一插座；以及

一第二接头模块，被所述弹性套包覆，所述第二接头模块的一端具有一第二插头，而另

一端连结所述线材，所述第二插头可插拔地连接于所述第一插座；

其中所述开口位于邻近所述第一接头模块与所述第二接头模块的连接处；当所述弹性

套连同所述第一接头模块以远离所述开口的方向弯折时，所述第二插头伸出所述开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接头结构，其中所述弹性套的开口为狭缝。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接头结构，其中当所述弹性套连同所述第一接头模块以远离所

述第二接头模块的方向被拉伸时，所述第二插头与所述第一插座分离。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接头结构，其中所述第一插头外露于所述弹性套。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接头结构，还包括一功能模块，其被所述弹性套包覆，所述第一

插头可插拔地连接于所述功能模块。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接头结构，其中所述第二接头模块还包括一功能元件，其设置于

所述第二插头的至少一侧。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接头结构，其中所述弹性套的材料包括橡胶、硅胶、聚氨酯、聚酰

亚胺、或其组合。

8.一种传输线，包括：

一线材；以及

一接头结构，设置于所述线材的一端，所述接头结构包括：

一弹性套，具有一开口；

一第一接头模块，被所述弹性套包覆，所述第一接头模块的一端具有一第一插头，而另

一端具有一第一插座；及

一第二接头模块，被所述弹性套包覆，所述第二接头模块的一端具有一第二插头，而另

一端连结所述线材，所述第二插头可插拔地连接于所述第一插座；

其中所述开口位于所述第一接头模块与所述第二接头模块的连接处；

当所述弹性套连同所述第一接头模块以远离所述开口的方向弯折时，所述第二插头伸

出所述开口。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传输线，其中所述弹性套的开口为狭缝。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传输线，其中当所述弹性套连同所述第一接头模块以远离所述

第二接头模块的方向被拉伸时，所述第二插头与所述第一插座分离。

11.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传输线，其中所述第二接头模块具有所述第二插头的一端径向

延伸一第二挡止部，所述第二挡止部位于所述开口。

12.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传输线，还包括一功能模块，其被所述弹性套包覆，所述第一插

头可插拔地连接于所述功能模块。

13.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传输线，其中所述第二接头模块还包括一功能元件，其设置于

所述第二插头的至少一侧。

14.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传输线，其中所述弹性套的材料包括橡胶、硅胶、聚氨酯、聚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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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胺、或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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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线的接头结构及传输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及传输线。

背景技术

[0002] 在这可携式电子装置蓬勃发展的时代，大多数人可能同时拥有多个可携式电子装

置，例如手机、平板电脑、相机、或行车记录器等等。由于可携式电子装置种类众多，其所使

用的传输介面规格也不尽相同，因此部分使用者会同时携带不同规格的传输线，以利随时

可在外充电。

[0003] 不过，携带多条不同规格的传输线实令人感到困扰，因此，如何提供一种传输线的

接头结构、传输线及电子装置，其能够适用多种规格，已成为重要课题之一。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上述课题，本发明的目的为提供一种能够适用多种规格的传输线的接头结

构及传输线。

[0005] 为达上述目的，依据本发明的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设置于一线材的一端。接头

结构包括一弹性套、一第一接头模块以及一第二接头模块。弹性套具有一开口或狭缝。第一

接头模块被弹性套包覆。第一接头模块的一端具有一第一插头，而另一端具有一第一插座。

第二接头模块被弹性套包覆。第二接头模块的一端具有一第二插头，而另一端连结线材。第

二插头可插拔地连接于第一插座。开口或狭缝位于邻近第一接头模块与第二接头模块的连

接处。

[0006] 为达上述目的，依据本发明的一种传输线包括一线材以及一接头结构。接头结构

设置于线材的一端。接头结构包括一弹性套、一第一接头模块以及一第二接头模块。弹性套

具有一开口或狭缝。第一接头模块被弹性套包覆。第一接头模块的一端具有一第一插头，而

另一端具有一第一插座。第二接头模块被弹性套包覆。第二接头模块的一端具有一第二插

头，而另一端连结线材。第二插头可插拔地连接于第一插座。开口或狭缝位于邻近第一接头

模块与第二接头模块的连接处。

[0007] 在一实施例中，当弹性套连同第一接头模块以远离第二接头模块的方向被拉伸

时，第二插头与第一插座分离。

[0008] 在一实施例中，当弹性套连同第一接头模块以远离开口或狭缝的方向弯折时，第

二插头伸出开口或狭缝。

[0009] 在一实施例中，第一插头外露于弹性套。

[0010] 在一实施例中，接头结构还包括一功能模块，其被弹性套包覆。功能模块具有一第

二插座，而第一插头可插拔地连接于功能模块。

[0011] 在一实施例中，第二接头模块还包括一功能元件，其设置于第二插头的至少一侧。

[0012] 在一实施例中，弹性套的材料包括橡胶、硅胶、聚氨酯、聚酰亚胺、或其组合。

[0013] 为达上述目的，依据本发明的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设置于一线材的一端。接头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105896210 B

4



结构包括一包覆件、一第一接头模块以及一第二接头模块。包覆件包括二个包覆部及至少

一弹性部。弹性部连接于这些包覆部之间。第一接头模块被这些包覆部的其中之一包覆。第

一接头模块的一端具有一第一插头，而另一端具有一第一插座。第二接头模块被另一包覆

部包覆。第二接头模块的一端具有一第二插头，而另一端连结线材。第二插头可插拔地连接

于第一插座。

[0014] 在一实施例中，当各包覆部分别连同第一接头模块与第二接头模块分离时，弹性

部被拉伸，进而第二插头外露。

[0015] 在一实施例中，第一接头模块具有第一插座的一端径向延伸一第一挡止部。

[0016] 在一实施例中，接头结构还包括一功能模块，其被包覆件包覆，而第一插头可插拔

地连接于功能模块。

[0017] 在一实施例中，第二接头模块还包括一功能元件，其设置于第二插头的至少一侧。

[0018] 在一实施例中，包覆件的材料包括橡胶、硅胶、聚氨酯、聚酰亚胺、或其组合。

[0019] 承上所述，本发明的传输线的接头结构及传输线，借由弹性套包覆第一接头模块

与第二接头模块的设计，使用者可依据需求选择合适的插头规格进行信号或电力的传输，

因此使用者可不需因应不同规格的传输介面而准备不同规格的多条传输线。同时，使用者

以第二插头进行传输时，第一接头模块仍位于弹性套内而不致掉落或遗失。

附图说明

[0020] 图1A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的外观示意图。

[0021] 图1B为图1A所示的接头结构的分解示意图。

[0022] 图1C为图1A所示的接头结构的另一方式的外观示意图。

[0023] 图2A为图1A所示的接头结构的一种使用状态示意图。

[0024] 图2B为图2A所示的接头结构的分解示意图。

[0025] 图3为图1A所示的接头结构的另一种使用状态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的外观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又一实施例的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的外观示意图。

[0028] 图6A至图6C为本发明再一实施例的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的外观示意图。

[0029] 图7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30] 图8A及图8B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一种传输线的外观示意图。

[0031] 图9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一种电子装置的外观示意图。

[0032] 图10A及图10B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的外观示意图。

[0033] 【符号说明】

[0034] 1、2、3、4、5、8：接头结构

[0035] 11、21、31、41、51：弹性套

[0036] 111、112：端部开口

[0037] 113、211、311、411：开口或狭缝

[0038] 12、22、32、42、52、82：第一接头模块

[0039] 121、321、821：第一插头

[0040] 122：第一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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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123：第一挡止部

[0042] 13、23、33、43、53、83：第二接头模块

[0043] 131、322、511、831：第二插头

[0044] 132：第二挡止部

[0045] 412：第二开口

[0046] 44：功能模块

[0047] 441：第三插头

[0048] 512：功能元件

[0049] 6：传输线

[0050] 7：电子装置

[0051] 71：电子装置本体

[0052] 81：包覆件

[0053] 811：包覆部

[0054] 812：弹性部

[0055] C：线材

[0056] J、J2：连接处

具体实施方式

[0057] 以下将参照相关附图，说明依本发明较佳实施例之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及传输

线，其中相同的元件将以相同的参照符号加以说明。

[0058] 图1A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的外观示意图，图1B为图1A所

示的接头结构的分解示意图。请参照图1A及图1B所示，传输线的接头结构1是设置于一线材

C的一端。接头结构1包括一弹性套11、一第一接头模块12以及一第二接头模块13。

[0059] 在本实施例中，弹性套11大致上为中空的柱状套，其用以包覆第一接头模块12与

第二接头模块13。弹性套11具有相对设置的二个端部开口111、112，其中端部开口111、112

的孔径小于弹性套11的内径。需说明的是，弹性套11可包括具有一定厚度的弹性材料，其材

料可例如但不限于为橡胶(rubber)、硅胶(silicone  rubber)、聚氨酯(polyurethane,PU)、

聚酰亚胺(polyimide,PI)、或其组合。如此一来，使用者可施力拉伸弹性套11，并且在放开

弹性套11时，弹性套11可恢复原状。此外，本实施例是以弹性套11未包覆线材C为例进行说

明，而在其他实施例中，弹性套11也可还包覆线材C，本发明并不加以限制。

[0060] 第一接头模块12被弹性套11包覆，且第一接头模块12的一端具有一第一插头121，

而另一端具有一第一插座122(如图3所示)。在本实施例中，第一插头121为美国苹果公司的

专属规格Lightning插头，而第一插座122为微型通用串列汇流排(micro  universal 

serial  bus,Micro  USB)插座。此外，本实施例的第一插头121与第一插座122是位于第一接

头模块12相对的两端。在本实施例中，第一插头121外露于弹性套11，如图1A所示，第一插头

121是穿过端部开口111而外露于弹性套11的一端。此外，第一接头模块12具有转接头的功

能，以将对应第一插座122规格的信号与对应第一插头121规格的信号可相互转换，例如本

实施例是将Lightning规格与Micro  USB规格作转换。

[0061] 第二接头模块13被弹性套11包覆，且第二接头模块13的一端具有一第二插头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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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端连接线材C。在本实施例中，第二插头131为微型通用串列汇流排(micro 

universal  serial  bus,Micro  USB)插头，其可插拔地连接于第一插座122。此外，在本实施

例中，第二接头模块13连接线材C的一端是外露于端部开口112而与线材C连接。

[0062]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接头模块12与第二接头模块13通过第二插头131插入第一插

座122而连接，而弹性套11是同时包覆第一接头模块12与第二接头模块13。于此，弹性套11

具有一开口(opening)或狭缝(slit)113，其中以下实施例将以开口为例，而狭缝的方式可

参照图1C所示，其功能与开口相同，将不另作叙述。开口113是位于弹性套11径向方向上的

环壁上，并且对应位于邻近第一接头模块12与第二接头模块13的连接处J。如此一来，本实

施例的传输线可通过第一插头121的Lightning规格传输信号或电力。

[0063] 需说明的是，连接处J为第一接头模块12与第二接头模块13连接时的抵接面，而上

述开口(或狭缝)113邻近连接处J的方式可包括连接处J位于开口(或狭缝)113的范围内、连

接处J位于开口(或狭缝)113的边缘处、或连接处J远离开口(或狭缝)113约20mm以内，例如

是开口(或狭缝)113位于第二接头模块13的上方，并距离连接处J  20mm以内。

[0064] 图2A为图1A所示的接头结构的一种使用状态示意图，图2B为图2A所示的接头结构

的分解示意图。请同时参照图2A及图2B，并搭配图1A及图1B所示，当弹性套11连同第一接头

模块12以远离第二接头模块13的方向被拉伸时，第二插头131与第一插座122分离。此时，开

口113也随着弹性套11被拉伸而增加开口尺寸。此外，由于开口113是位于第一接头模块12

与第二接头模块13的连接处J，因此当弹性套11被拉伸时，第二插头131仍是位于开口113的

投影范围内。

[0065] 接着，请参照图3所示，其为图1A所示的接头结构的另一种使用状态示意图。当弹

性套11如图2A所示拉伸后，使用者可再将弹性套11连同第一接头模块12以远离开口113的

方向弯折，使第二插头131伸出开口113。如此一来，本实施例的传输线可通过第二插头131

的Micro  USB规格传输信号或电力。

[0066] 本实施例以整体观之，当第一接头模块12与第二接头模块13连结时，使用者可借

由第一插头121的规格传输信号或电力。而当第二接头模块13不与第一接头模块12连接，且

第二插头131借由弹性套11的拉伸与弯折而外露于开口113时，使用者可借由第二插头131

的规格传输信号或电力。如此一来，使用者可依据需求选择合适的插头规格进行信号或电

力的传输，因此使用者可不需因应不同规格的传输介面而准备不同规格的多条传输线。同

时，借由弹性套11包覆第一接头模块12与第二接头模块13的设计，可在使用者以第二插头

131进行传输时，第一接头模块12仍位于弹性套11内而不致掉落或遗失。

[0067] 值得一提的是，本实施例的接头结构1虽以Lightning规格与Micro  USB转接为例，

然而实际上，使用者可依据使用需求或喜好选择合适的接头规格搭配转接使用，例如Micro 

USB  A-type与Micro  USB  B-type转接，或Mini  USB与Micro  USB转接等等。较佳地，使用者

可备有多个第一接头模块12，其可对应相异的插头规格，以利不同需求时更换合适的插头

规格而进行信号或电力的传送。

[0068] 此外，使用者也可依据需求或喜好更换不同颜色的弹性套11，使传输线整体更加

美观及时尚。在一些实施例中，弹性套11上可印刷图案或文字，例如标志(LOGO)、接头型号

或符号等。在一些实施例中，弹性套11在制程时可掺杂热敏感材料(heat  sensitive 

materials)，以在使用上，当接头结构1过热时，弹性套11可改变颜色而通知使用者。此外，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05896210 B

7



弹性套11也可掺杂发光材料(luminescent  materials)，以利使用者在漆黑的使用环境下

可轻易辨识接头结构1的位置。

[0069] 在制作上，弹性套11可例如以嵌入成形(insert  molding)的方式，将第一接头模

块12与第二接头模块13置于模具内而射出成形，也就是弹性套11是直接射出包覆第一接头

模块12及第二接头模块13，如此可增加弹性套11与第一接头模块12及第二接头模块13的密

合度与整体强度，并减少制程工序。而在一些实施例中，弹性套11也可单独射出成型，接着

再将第一接头模块12及第二接头模块13组装于弹性套11内，如此可利于接头模块与弹性套

11的替换。当然，以上的制程方式仅是举例，本发明在此并不加以限制。

[0070]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2B所示，第一接头模块12具有第一插座122的一端径向延伸

一第一挡止部123。第一挡止部123位于开口(或狭缝)113，特别是位于开口(或狭缝)113的

投影范围内，其中第一挡止部123可穿过开口(或狭缝)113而外露于弹性套11，当然也可不

穿过开口(或狭缝)113，在此不加以限制。第一挡止部123的外径大于弹性套11的内径，如此

一来，第一挡止部123可抵靠于弹性套11邻近开口113处的环壁，以防止第一接头模块12被

拉出于端部开口111。此外，第一挡止部123可固定第一接头模块12的位置，以及避免弹性套

11在拉伸后产生形变，使第一接头模块12与第二接头模块13的插拔更为顺利。

[0071] 类似地，第二接头模块13具有第二插头131的一端径向延伸一第二挡止部132。第

二挡止部132位于开口(或狭缝)113，特别是开口(或狭缝)113的范围内，其中第二挡止部

132可穿过开口(或狭缝)113而外露于弹性套11，当然也可不穿过开口(或狭缝)113，在此同

样不加以限制。第二挡止部132的外径大于弹性套11的内径，如此一来，第二挡止部132可抵

靠于弹性套11邻近开口113处的环壁，可防止第二接头模块13被拉出于端部开口112。此外，

第二挡止部132可固定第二接头模块13的位置，以及避免弹性套11在拉伸后产生形变，使第

一接头模块12与第二接头模块13的插拔更为顺利。另外，在本实施例中，当第一接头模块12

与第二接头模块13连接时，第一挡止部123与第二挡止部132为相互顶抵。

[0072] 另外，开口(或狭缝)113的数量可为一个或多个，且开口(或狭缝)113的形状可包

括三角形、方形、圆形、椭圆形、或C形。于此，不论开口(或狭缝)113的形状为何，只要能在弹

性套11连同第一接头模块12拉伸而弯折时，使第二插头131能露出于开口(或狭缝)113即

可。

[0073] 图4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的外观示意图。请参照图4所

示，传输线的接头结构2与上述实施例大致相同，包括弹性套21、第一接头模块22以及第二

接头模块23。而在本实施例中，第一接头模块22与第二接头模块23为相互垂直连接，使接头

结构2大致呈L型，而弹性套21也对应设计为L型而同时包覆第一接头模块22及第二接头模

块23。同样地，弹性套21的开口(或狭缝)211是位于第一接头模块22与第二接头模块23的连

接处J。此外，接头结构2的说明与作动可参照上述实施例所述，于此不再赘述。

[0074] 图5为本发明又一实施例的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的外观示意图。请参照图5所

示，传输线的接头结构3与上述实施例大致相同，包括弹性套31、第一接头模块32以及第二

接头模块33。而在本实施例中，第一接头模块32的二端分别具有一第一插头321与一第二插

头322，其中第一插头321与第二插头322较佳为相异的规格。此外，第一接头模块32的环壁

上具有第一插座(图未示)，因而第一接头模块32与第二接头模块33为相互垂直连接，使接

头结构3大致呈T型，而弹性套31也对应设计为T型而同时包覆第一接头模块32及第二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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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33。同样地，弹性套31的开口(或狭缝)311是位于第一接头模块32与第二接头模块33的

连接处J。此外，接头结构3的说明与作动可参照上述实施例所述，于此不再赘述。

[0075] 图6A至图6C为本发明再一实施例的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的外观示意图。请参照

图6A所示，传输线的接头结构4与上述实施例大致相同，包括弹性套41、第一接头模块42以

及第二接头模块43。而在本实施例中，接头结构4还包括一功能模块44，其被弹性套41包覆，

也就是弹性套41同时包覆第一接头模块42、第二接头模块43及功能模块44。功能模块44可

依据使用需求设计所需的功能，例如功能模块44可为保护盖(如图6B所示)、激光笔(如图6C

所示)、手电筒、或另一接头模块，本实施例是以另一接头模块为例进行说明。于此，功能模

块44的一端具有一第三插头441，另一端具有一第二插座(图未示)，而第一接头模块42的第

一插头可插拔地连接第二插座，其中图中虽未显示第二插座，然而第二插座与第一插头为

相应的规格，即如同图3所示第一插座122与第二插头131的连接关系，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应可理解。同样地，弹性套41的开口(或狭缝)411是位于第一接头模块42与第二接头模块43

的连接处J。此外，弹性套41还具有一第二开口(或狭缝)412，其位于第一接头模块42与功能

模块44的连接处J2。如此一来，接头结构4可包括三种规格的插头以供使用。此外，接头结构

4的说明与作动可参考上述实施例所述，于此不再赘述。

[0076] 图7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的使用状态示意图。请参照图7

所示，接头结构5同样包括弹性套51、第一接头模块52及第二接头模块53，其中各元件的结

构与连结关系已详述于上，于此不作赘述。在本实施例中，第二接头模块53包括第二插头

511以及一功能元件512，而功能元件512设置于第二插头511的至少一侧。在本实施例中，功

能元件512为发光元件(例如是LED灯)，当使用者需要照明功能时，可将弹性套51连同第一

接头模块52拉伸并弯折而露出功能元件512。在实施上，当第一接头模块52与第二接头模块

53连接时，功能元件512可依据第二插头511与第一接头模块52的第一插座(图未显示)彼此

的接脚接触后产生短路，因而不会作动(如LED灯不点亮)，而当第二插头511与第一插座分

离时，功能元件512产生作动(如LED灯点亮)。此外，在一些实施例中，功能元件512也可与第

二插头511整合为单一构件，例如LED灯嵌入于第二插头511的金属框内缘，或与第二插头

511的接脚并列等。

[0077] 图8A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一种传输线的外观示意图。请参照图8A所示，传输线6

包括线材C及接头结构1，其中接头结构1设置于线材C的一端。此外，接头结构1的叙述已详

述于上，于此不再赘述。在本实施例中，线材C的另一端为通用串列汇流排(universal 

serial  bus,USB)接头，当然也可依据需求使用其他规格的接头，或是线材C的两端皆为接

头结构1，如图8B所示，于此并不加以限制。

[0078] 图9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一种电子装置的外观示意图。请参照图9所示，电子装

置7包括一电子装置本体71以及一传输线6。传输线6连接于电子装置本体71，其中传输线6

的叙述可参照上述实施例所述，于此不再赘述。在本实施例中，电子装置7是以耳机为例进

行说明。如此一来，本实施例的耳机(电子装置7)可借由传输线6的接头结构1连接手机、电

脑、或其他电子装置，其可根据不同的规格调整合适的插头而对应使用。此外，在一些实施

例中，电子装置本体71与传输线6可为不可分离的结构，例如滑鼠、键盘、或摇杆等，当然也

可为可插拔的结构，例如手机、平板电脑、相机、行动电源、车用充电器、或适配器(adaptor)

等，在此并不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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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图10A及图10B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一种传输线的接头结构的外观示意图。请同

时参照图10A及图10B所示，接头结构8包括一包覆件81、一第一接头模块82及一第二接头模

块83。在本实施例中，包覆件81包括二个包覆部811与二个弹性部812。弹性部812分别连接

于包覆部811之间。各包覆部811分别包覆第一接头模块82与第二接头模块83，而包覆部811

可为弹性材料(例如橡胶、硅胶、聚氨酯、聚酰亚胺、或其组合)或非弹性材料，于此是以非弹

性材料为例。弹性部812可位于邻近第一接头模块82与第二接头模块83的连接处。如此一

来，当第一接头模块82与第二接头模块83连接时，第一接头模块82的第一插头821可被使

用。而当各包覆部811分别连同第一接头模块82与第二接头模块83分离时，弹性部812可被

拉伸并弯折，进而第二接头模块83的第二插头831可外露而被使用。值得一提的是，本实施

例虽以二个条状的弹性部812为例，然而实施上，弹性部812可为片状、环状、或其他形状，并

且数量也可为单一个或二个以上，本发明并不限制。

[0080]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接头模块82具有第一插座(可参照图3所示)的一端也可径

向延伸一第一挡止部(图未示)。类似地，第二接头模块83具有第二插头831的一端同样可延

伸一第二挡止部(图未示)。此外，第一挡止部或第二挡止部的说明与叙述可参照上述实施

例所述，于此不另作赘述。

[0081] 另外，接头结构8也可包括功能模块，其被包覆件81包覆，且第一插头821可插拔地

连接于功能模块。而类似地，第二接头模块83也可包括设置于第二插头831的至少一侧的功

能元件。于此，功能模块与功能元件的叙述可参照上述实施例所述，同样不作赘述。

[0082]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传输线的接头结构及传输线，借由弹性套包覆第一接头模块

与第二接头模块的设计，使用者可依据需求选择合适的插头规格进行信号或电力的传输，

因此使用者可不需因应不同规格的传输介面而准备不同规格的多条传输线。同时，使用者

以第二插头进行传输时，第一接头模块仍位于弹性套内而不致掉落或遗失。

[0083] 以上所述仅为举例性，而非为限制性者。任何未脱离本发明之精神与范畴，而对其

进行之等效修改或变更，均应包含于后附之申请保护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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