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710568686.8

(22)申请日 2017.07.13

(71)申请人 富士康（昆山）电脑接插件有限公司

地址 215316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玉山镇

北门路999号

申请人 鸿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吴荣发　陈钧　孟凡波　

(51)Int.Cl.

H01B 7/00(2006.01)

H01B 7/08(2006.01)

 

(54)发明名称

线缆及线缆连接器组件

(57)摘要

一种线缆连接器组件，其包括连接器及与连

接器连接的线缆，所述线缆包括若干芯线，所述

若干芯线包括传输高速信号的高速信号线、一对

传输低速信号的低速信号线、一对传输电源的电

源信号线、一对备用信号线、传输侦测信号的侦

测信号线及给连接器内部供电的电源线，所述芯

线分上下两排排列，所述一部分高速信号线、一

对低速信号线、一根电源信号线及一根备用信号

线位于上排，所述剩下的高速信号线、侦测信号

线、电源线、一根备用信号线及一根电源信号线

位于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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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线缆连接器组件，其包括连接器及与连接器连接的线缆，所述线缆包括若干芯

线，所述若干芯线包括传输高速信号的高速信号线、一对传输低速信号的低速信号线、一对

传输电源的电源信号线、一对备用信号线、传输侦测信号的侦测信号线及给连接器内部供

电的电源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芯线分上下两排排列，所述一部分高速信号线、一对低速信

号线、一根电源信号线及一根备用信号线位于上排，所述剩下的高速信号线、侦测信号线、

电源线、一根备用信号线及一根电源信号线位于下排。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下两排的高速信号线相对

设置，同一排的高速信号线间隔设置，所述线缆设有第一侧及相对的第二侧，所述一部分高

速信号线位于第一侧，所述电源信号线位于第二侧，所述另一部分高速信号线位于电源信

号线内侧。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低速信号线位于上排的备用

信号线和靠近第二侧的高速信号线之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排的侦测信号线与第一侧

的高速信号线毗邻，所述下排的备用信号线与靠近第二侧的高速信号线毗邻，所述连接器

内部供电的电源线位于下排的侦测信号线和备用信号线之间。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除电源信号线以外的芯线都

为同轴线，所述同轴线包括编织层。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器包括与线缆电性相连

的电路板，所述电路板的正反两侧设有接地区域，上下两排同轴线的编织层分别与对应的

接地区域电性相连。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器还包括与线缆铆接的

屏蔽壳体，所述屏蔽壳体包括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所述第一壳体包括第一侧边及上表面，

所述第二壳体包括第二侧边及下表面。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通过激

光焊接组装在一起。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器还包括对接部，所述

屏蔽壳体与对接部也通过激光焊接组装在一起。

10.一种线缆，其包括包括若干芯线，所述若干芯线包括传输高速信号的高速信号线、

一对传输低速信号的低速信号线、一对传输电源的电源信号线、一对备用信号线、传输侦测

信号的侦测信号线及给连接器内部供电的电源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芯线分上下两排排列，

所述一部分高速信号线、一对低速信号线、一根电源信号线及一根备用信号线位于上排，所

述剩下的高速信号线、侦测信号线、电源线、一根备用信号线及一根电源信号线位于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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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及线缆连接器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关于一种线缆及装有该线缆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尤其涉及一种扁  平结

构的线缆及线缆连接器组件。

【背景技术】

[0002] 2016年3月17日公开的美国专利申请第US2016079689号揭示了一种传  输高速信

号的线缆连接器组件。所述线缆连接器组件包括连接器及与连接器连  接的线缆。所述线缆

包括若干芯线及包覆所述芯线的外绝缘层。所述线缆的横  截面呈圆形，从而线缆在厚度方

向的尺寸较大，难以适用于线缆要求较薄的情 况。

[0003] 因此，有必要针对这样的设计缺陷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线缆在厚度  方向的

尺寸较薄。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线缆连接器组件，其包括连接器及  与连接

器连接的线缆，所述线缆包括若干芯线，所述若干芯线包括传输高速信  号的高速信号线、

一对传输低速信号的低速信号线、一对传输电源的电源信号  线、一对备用信号线、传输侦

测信号的侦测信号线及给连接器内部供电的电源  线，所述芯线分上下两排排列，所述一部

分高速信号线、一对低速信号线、一  根电源信号线及一根备用信号线位于上排，所述剩下

的高速信号线、侦测信号  线、电源线、一根备用信号线及一根电源信号线位于下排。

[0006] 具体实施结构如下：

[0007] 进一步所述上下两排的高速信号线相对设置，同一排的高速信号线间隔设  置，所

述线缆设有第一侧及相对的第二侧，所述一部分高速信号线位于第一侧，  所述电源信号线

位于第二侧，所述另一部分高速信号线位于电源信号线内侧。

[0008] 进一步所述低速信号线位于上排的备用信号线和靠近第二侧的高速信号  线之

间。

[0009] 进一步所述下排的侦测信号线与第一侧的高速信号线毗邻，所述下排的备  用信

号线与靠近第二侧的高速信号线毗邻，所述连接器内部供电的电源线位于  下排的侦测信

号线和备用信号线之间。

[0010] 进一步所述除电源信号线以外的芯线都为同轴线，所述同轴线包括编织  层。

[0011] 进一步所述连接器包括与线缆电性相连的内电路板，所述内电路板的正反  两侧

设有接地区域，上下两排同轴线的编织层分别与对应的接地区域电性相 连。

[0012] 进一步所述连接器还包括与线缆铆接的屏蔽壳体，所述屏蔽壳体包括第一  壳体

和第二壳体，所述第一壳体包括第一侧边及上表面，所述第二壳体包括第  二侧边及下表

面。

[0013] 进一步所述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通过激光焊接组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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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所述连接器还包括对接部，所述屏蔽壳体与对接部也通过激光焊接  组装

在一起。

[0015]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线缆，其厚度方向的尺寸较薄。

[0016] 一种线缆，其包括包括若干芯线，所述若干芯线包括传输高速信号的高速  信号

线、一对传输低速信号的低速信号线、一对传输电源的电源信号线、一对  备用信号线、传输

侦测信号的侦测信号线及给连接器内部供电的电源线，所述  芯线分上下两排排列，所述一

部分高速信号线、一对低速信号线、一根电源信  号线及一根备用信号线位于上排，所述剩

下的高速信号线、侦测信号线、电源  线、一根备用信号线及一根电源信号线位于下排。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线缆连接器组件的优点在于：本发明线缆的芯线  在厚度

方向排列成两排，从而线缆整体的厚度尺寸较薄。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符合本发明之线缆连接器组件的立体图。

[0019] 图2是图1所示的线缆连接器组件的部分分解图。

[0020] 图3是图2所示的线缆连接器组件进一步分解的分解图。

[0021] 图4是图3所示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另一角度的分解图。

[0022] 图5是线缆与连接器未连接的立体图。

图6是沿图5中A-A方向的剖视图。

[0023] 【主要组件符号说明】

[0024] 线缆连接器组件     100        连接器              1

[0025] 线缆               2           对接件              11

[0026] 电路板             12          第一导电片          120

[0027] 接地区域           121         第二导电片          122

[0028] 内膜               13          屏蔽壳体            14

[0029] 第一壳体           140         第一侧边            1400

[0030] 上表面             1401        尾部                1402

[0031] 第二壳体           141         第二侧边            1410

[0032] 下表面             1411       固持部              1412

[0033] 外壳体             15         理线块              16

[0034] 第一侧             201         第二侧              202

[0035] 芯线               21          外绝缘层            24

[0036] 高速信号线         212        备用信号线          213

[0037] 侦测信号线         214        电源线              215

[0038] 低速信号线         216        电源信号线          217

[0039] 中心导体           218        绝缘层              219

[0040] 内绝缘层           22          第二编织层          220

[0041] 第一编织层         23          铜箔                25

[0042]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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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3] 如图1-6所示，本发明线缆连接器组件100包括连接器1及与连接器1电  性连接的

线缆2。所述连接器1包括可插入对接连接器的对接件11、与对接件  11及线缆2连接的电路

板12、包覆于线缆2焊接端及电路板12外的内膜13、  设置在对接件11及电路板12外侧的屏

蔽壳体14、包覆在屏蔽壳体14与线缆  2外侧的外壳体15及定位线缆2的理线块16。

[0044] 如图3-6所示，所述线缆2包括若干芯线21、包覆所述芯线21的内绝缘  层22、包覆

于内绝缘层22外的第一编织层23及成型于第一编织层23外的外  绝缘层24，所述线缆用以

传输USB  Type  C信号。所述芯线21包括四对传输  高速信号的高速信号线212、一对备用信

号线213、传输侦测信号的侦测信号  线214、给连接器内部供电的电源线215、一对低速信号

线216及一对传输电  源信号的电源信号线217。所述低速信号线216是用以传输速度较低的

USB2.0 的信号。所述一对电源信号线217分别用以传输电源的正负信号。一对备用信  号线

213可根据需要设定传输如音频等信号。

[0045] 所述所有芯线21除一对电源信号线217外，其它芯线21都为同轴线。所  述同轴线

包括中心导体218、包覆中心导体218的绝缘层219及包覆在绝缘层  219外的第二编织层

220。所述第一、第二编织层23、220可有效减弱中心导  体218对外的辐射及加强自身抗干扰

能力。

[0046] 所述芯线21分上下两排排列，上排包括两对高速信号线212、一对低速  信号线

216、一根备用信号线213及一根电源信号线217；下排包括两对高速  信号线212、一根侦测

信号线214、一根电源线215、一根备用信号线213及  一根电源信号线217。所述线缆2为扁

平，其在宽度方向上分为第一侧201和  第二侧202。所述两对高速信号线212位于第一侧201

且上下相对设置，所述 电源信号线217位于第二侧202且上下相对设置，另外两对高速信号

线212  位于电源信号线217的内侧。所述上排两对高速信号线212之间设有一对低速  信号

线216及一根备用信号线213，所述备用信号线213位于低速信号线216  及第一侧201的高速

信号线214之间。所述下排的侦测信号线214与第一侧  201的高速信号线212毗邻，所述下排

的备用信号线213与靠近第二侧202的 高速信号线212毗邻，所述连接器内部供电的电源线

215位于下排的侦测信号  线214和备用信号线213之间。这样的排布，使得备用信号线213分

开排列，  有效防止其相互间耦合。

[0047] 所述整个线缆2没有设置地线，每个同轴线的第二编织层220作为地线，  当有3A或

5A的电流时可满足250mV的压降。两根电源信号线217的规格可  灵活设计26或24AWG

(American  wire  gauge，美国线规)，当有3A或5A的电 流时可满足500mV的压降。

[0048] 所述电路板12包括正反两面，由于可正反插，所以正反两面的导电片是  对称的。

所述电路板12的正反两面均包括设于前端的若干第一导电片120，  位于后端的接地区域

121及在第一导电片120和接地区域121之间的若干第二  导电片122。所述第一导电片120与

对接件11内的导电端子电性连接，所述  接地区域121为接地区域与第二编织层220焊接，各

中心导体218分别与电路  板12正反两侧对应的第二导电片122电性连接。

[0049] 所述屏蔽壳体14包括第一壳体140和第二壳体141，所述第一壳体140  包括第一侧

边1400、上表面1401及自上表面1401向线缆2延伸方向延伸的  尾部1402，所述第二壳体141

包括第二侧边1410、下表面1411及向线缆2延  伸方向延伸的固持部1412。所述线缆2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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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层23的末端外翻于线缆2 的表面，再用一铜箔25将其包裹，所述尾部1402延伸至铜箔

25上，固持部  1412固持于尾部1402及铜箔25上，从而形成与线缆2铆接。所述第一壳体  140

和第二壳体141通过激光焊接组装在一起。所述屏蔽壳体14与对接件11  也通过激光焊接组

装在一起。

[005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本发  明说

明书而对本发明技术方案采取的任何等效的变化，均为本发明的权利要求 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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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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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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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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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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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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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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