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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组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

同轴压接接触组件，包括插孔接触组件和插针接

触组件，所述插孔接触组件和插针接触组件插

接；所述插孔接触组件和插针接触组件均包括四

绞差分电缆、内导体、绝缘体和外导体；所述绝缘

体装入与外导体中，绝缘体中穿设有内导体；所

述四绞差分电缆连接内导体。本实用新型相对于

现有技术，具有更好的实用性和显著性进步，对

实现总线信号的互连与传输具有重要意义和显

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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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插孔接触组件和插针

接触组件，所述插孔接触组件和插针接触组件插接；所述插孔接触组件和插针接触组件均

包括四绞差分电缆、内导体、绝缘体和外导体；所述绝缘体装入与外导体中，绝缘体中穿设

有内导体；所述四绞差分电缆连接内导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

内外导体之间的绝缘体上设有四个开槽，四个开槽中安装有阻隔块，所述阻隔块与开槽之

间采用过盈配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四绞差分电缆与内导体之间通过坑压式压接方式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

内导体与电缆的芯线之间设有2组共8个压接点。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绝缘体通过定位插销定位于外导体内壁。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插针接触组件的插针式内导体缩于插针接触组件的绝缘体内，插孔接触组件的插孔式

内导体伸出插孔接触组件的绝缘体外，且所述插针接触组件的绝缘体的开口处设为锥度导

向孔；所述插针接触组件的绝缘体和插孔接触组件的绝缘体之间通过倒钩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四绞差分电缆与外导体之间设有热收缩套管连接，所述热收缩套管内壁涂有热熔胶，

通过热收缩后对电缆与外导体压接处进行密封。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

热收缩套管采用组合式双层结构，包括外层和内层压线环，所述内层压线环完全包覆于外

层内部。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四绞差分电缆的内部芯线与外导体之间设有压接环，四绞差分电缆的屏蔽层绕过压接

环，形成四绞差分电缆的屏蔽包裹层，包裹层与外导体形成接触，通过压接工具对外导体进

行六方压接。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组件，其特征在于：所

述阻隔块的内表面与内导体相接，外表面与外导体相接；所述阻隔块设有左台阶和右台阶，

左台阶和右台阶分别与绝缘体上开槽的左右台阶相吻合；阻隔块的上台阶与下台阶分别与

绝缘体上开槽的上下台阶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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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压接式接触组件，尤其涉及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

组件。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数据总线技术发展，开发出了新一代航空数据总线用连接器。它是基于GJB 

599AⅢ系列的连接技术，并按SAE  AS5643接口协议的一种新型拓扑构型的四同轴新型总线

连接器，其核心件为四同轴接触组件。它具有可靠性高；串音抑制、抗干扰能力强；实时性

好、容错能力强；能节省30％的安装体积，适应恶劣的环境等优异性能。

[0003] 为了满足接触组件顺利压接与装配，需在后绝缘体外圆上均匀的开上开出4个空

槽。空槽在内、外导体之间产生气隙，会造成四同轴接触件在使用过程中，内、外导体有时会

出现介电性能不良或短路现象。同时，四同轴接触件压接，导线外被没有压入接触件有端接

部位之中，压好后会出现内导体端面与导线外被之间会裸露一段芯线。而导线裸露芯线部

份，在使用过程中，当线缆受到弯曲外力作用时，导线发生弯曲变形，从绝缘体的开口处向

外位移，就会使接触件内、外导体之间距离变短甚至直接导通，造成接触组件的介电性能不

良甚至短路。从而造成总线信号误码和复位。因此，研发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

触组件，成为本领域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解决上述不足，提供了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组

件。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

压接接触组件，包括插孔接触组件和插针接触组件，所述插孔接触组件和插针接触组件插

接；所述插孔接触组件和插针接触组件均包括四绞差分电缆、内导体、绝缘体和外导体；所

述绝缘体装入与外导体中，绝缘体中穿设有内导体；所述四绞差分电缆连接内导体。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内外导体之间的绝缘体上设有四个开槽，四个开槽中安装有阻隔

块，所述阻隔块与开槽之间采用过盈配合。所述阻隔块填充内、外导体的之间的气隙，阻滞

内导线产生径向位移，从而了避免因内、外导体发生短路和介电距离变短等原因造成接组

件的绝缘性能变差。同时，阻隔块设有轴向与径向约束结构，在使用过程中，阻隔块不会发

生位移。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四绞差分电缆与内导体之间通过坑压式压接方式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绝缘体通过定位插销定位于外导体内壁。

[0009]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采用反极性安装方式，即所述插针接触组件的插针式内导

体缩于插针接触组件的绝缘体内，插孔接触组件的插孔式内导体伸出插孔接触组件的绝缘

体外，且所述插针接触组件的绝缘体的开口处设为锥度导向孔；所述插针接触组件的绝缘

体和插孔接触组件的绝缘体之间通过倒钩连接。当插针式内导体与插孔式内导体插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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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孔式内导体先导入插针接触组件的绝缘体的锥度导向孔内，能实现插针式内导体与插孔

式内导体的轴向自动找正，消除因加工误差带来的不同心问题，确保插针式内导体与插孔

式内导体连接后轴线重合，使之在高温、高振动环境下受到径向剪力(有害的)最小，从而的

实现可靠连接。同时，因外导体为金属件，当接触件组件连接后，插针接触组件外导体插入

插孔接触组件外导体中，形成“密闭”空间，阻止外来电磁波对内导体进行干扰，使接触组件

具有很高的电磁屏蔽性，从面实现高速差分信号的安全、稳定传输。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四绞差分电缆与外导体之间设有热收缩套管连接，所述热收缩套

管内壁涂有热熔胶，通过热收缩后对电缆与外导体压接处进行密封。使之具有防水、防线缆

突变弯曲的功能。同时，具有操作、维护方便等优点。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热收缩套管采用组合式双层结构，包括外层和内层压线环，所述内

层压线环完全包覆于外层内部。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四绞电缆的内部芯线与外导体之间设有压接环，四绞电缆的屏蔽

层绕过压接环，形成四绞电缆的屏蔽包裹层，包裹层与外导体形成接触，通过压接工具对外

导体进行六方压接，可最大限度的避免因压接工艺对四绞电缆的内部芯线造成的物理结构

改变，从而具有保证电线与接触件的特征阻抗的一致性。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阻隔块的内表面与内导体相接，外表面与外导体相接，从而限制阻

隔块向内、外产生位移；所述阻隔块设有左台阶和右台阶，左台阶和右台阶分别与绝缘体上

开槽的左右台阶相吻合，从而限制阻隔块向左、右产生位移；阻隔块的上台阶与下台阶分别

与绝缘体上开槽的上下台阶相吻合，从而限制阻隔块向上、下产生位移；从而阻隔了因绝缘

体上四个开槽面产生的气隙，防止的内、外导体之间发生变形而造成的爬电距离变短或内、

外导体之间介电性能不良，使总线信号生产误码和进行复位。能可靠的传输电信号。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内导体与电缆的芯线之间设有2组共8个压接点，压接面变形均匀

一致，抗拉强度高，电压降小。

[0015]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是：

[0016] 1、本实用新型的内导体与电缆的芯线之间设有2组共8个压接点，在相同抗拉强度

下，能减小压坑的变形量。减小零件变形、扭曲问题，保证压接后的零件具有较高的同轴度，

减小横向应力，从而可有效解决导线受力时产生断裂的风险问题；

[0017] 2、本实用新型的外导体为压成坑压正六边形，在相同抗拉强度下，能减小导线截

面位移，保证压接后的组件与导线固有特性阻抗变化量很小，从而可有效解决导线、外导体

与组件之间压接后的特性阻抗不匹配的问题；

[0018] 3、由于本实用新型的插孔接触组件和插针接触组件之间为倒装式结构，即插孔伸

出绝缘体面，插针缩进绝缘体面，在插入时，插孔首先导入绝缘体的导向孔内，插针与插孔

自动找正后，再进行插合，从而保证接触件具有高的抗振动和冲击能力，适应恶劣的环境；

[0019] 4、本实用新型的绝缘体开槽中装有四个阻隔块，填充了内、外导体之间的间隙，使

之具电气阻隔功能，能防止因电线弯曲造成的内、外导体之间爬电距离变短或内、外导体之

间直接短路，从而杜绝了四同轴组件因介电性能不良或短路而造成总线信号误码和复位。

[0020] 5、本实用在装配时，四绞线缆的屏蔽层，通过绕过压接环(对折180°)，从而包裹整

个压接环，形成紧密的电屏蔽层结构，具有电磁屏蔽怀能好、抗电磁屏蔽干扰高优点。

[0021] 6、本实用新型的插针接触组件的绝缘体和插孔接触组件的绝缘体之间通过倒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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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能够缩短了绝缘体内孔长度，具有零件加工容易，安装简单、性能稳定等优点。

[0022] 7、本实用新型采用组合式双层热收缩套管，其内壁上涂有热熔胶，同时设有一个

硬质压线环，热收缩套管热成形后，热收缩套管和压线环同时对电线进行防护，即具有护线

功能，又能防止水从电线进行接触组件内部，有效的适应高空低气压的环境中。

[0023] 综上可见，本实用新型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更好的实用性和显著性进步，对实现

总线信号的互连与传输具有重要意义和显著价值。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中插针接触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插孔接触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阻隔块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阻隔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剖面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是本实用新型中插针接触组件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是本实用新型中插孔接触组件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1] 图8是本实用新型中热收缩套管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9是本实用新型中外导体与电缆芯线压接处的结构示意图(去除热收缩套管)。

[0033] 图10是图9中A‑A处的剖视图。

[0034] 图11是本实用新型中阻隔块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2是图11中B‑B处的剖视图。

[0036] 图13是本实用新型中内导体与电缆芯线压接处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4是图13中C‑C处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详述。

[0039] 如图1所示，一种具有阻隔功能的四同轴压接接触组件，包括插孔接触组件和插针

接触组件，所述插孔接触组件和插针接触组件插接；所述插孔接触组件和插针接触组件均

包括四绞差分电缆1、内导体5、绝缘体6和外导体7；所述绝缘体6装入与外导体7中，绝缘体6

中穿设有内导体5；所述四绞差分电缆1连接内导体5。

[0040] 进一步地，所述内外导体之间的绝缘体6上设有四个开槽，四个开槽中安装有阻隔

块4，所述阻隔块4与开槽之间采用过盈配合。所述阻隔块4填充内、外导体的之间的气隙，阻

滞内导线产生径向位移，从而了避免因内、外导体发生短路和介电距离变短等原因造成接

组件的绝缘性能变差。同时，阻隔块设有轴向与径向约束结构，在使用过程中，阻隔块不会

发生位移。

[0041] 进一步地，所述四绞差分电缆1与内导体5之间通过坑压式压接方式连接。

[0042] 进一步地，所述绝缘体6通过定位插销8定位于外导体7内壁。

[0043] 进一步地，如图5、图6和图7所示，本实用新型采用反极性安装方式，即所述插针接

触组件的插针式内导体52缩于插针接触组件的绝缘体61内，插孔接触组件的插孔式内导体

53伸出插孔接触组件的绝缘体62外，且所述插针接触组件的绝缘体的开口处设为锥度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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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所述插针接触组件的绝缘体61和插孔接触组件的绝缘体62之间通过倒钩连接。当插针

式内导体52与插孔式内导体53插合时，插孔式内导体53先导入插针接触组件的绝缘体61的

锥度导向孔内，能实现插针式内导体52与插孔式内导体53的轴向自动找正，消除因加工误

差带来的不同心问题，确保插针式内导体52与插孔式内导体53连接后轴线重合，使之在高

温、高振动环境下受到径向剪力(有害的)最小，从而的实现可靠连接。同时，因外导体为金

属件，当接触件组件连接后，插针接触组件外导体71插入插孔接触组件外导体72中，形成

“密闭”空间，阻止外来电磁波对内导体进行干扰，使接触组件具有很高的电磁屏蔽性，从面

实现高速差分信号的安全、稳定传输。

[0044] 进一步地，如图8所示，所述四绞差分电缆1与外导体7之间设有热收缩套管2连接，

所述热收缩套管2内壁涂有热熔胶，通过热收缩后对电缆1与外导体7压接处进行密封。使之

具有防水、防线缆突变弯曲的功能。同时，具有操作、维护方便等优点。

[0045] 进一步地，所述热收缩套管2采用组合式双层结构，包括外层2a和内层压线环2b，

所述内层压线环2b完全包覆于外层内部。

[0046] 进一步地，如图9、图10所示，所述四绞电缆的内部芯线与外导体7之间设有压接环

3，四绞电缆的屏蔽层1a绕过压接环3，形成四绞电缆的屏蔽包裹层1b，包裹层1b与外导体7

形成接触，通过压接工具对外导体7进行六方压接，可最大限度的避免因压接工艺对四绞电

缆1的内部芯线造成的物理结构改变，从而具有保证电线与接触件的特征阻抗的一致性。

[0047] 进一步地，如图11、图12所示，所述阻隔块4的内表面41与内导体5相接，外表面42

与外导体7相接，从而限制阻隔块4向内、外产生位移；所述阻隔块4设有左台阶43和右台阶

46，左台阶43和右台阶46分别与绝缘体6上开槽的左右台阶相吻合，从而限制阻隔块4向左、

右产生位移；阻隔块4的上台阶44与下台阶45分别与绝缘体6上开槽的上下台阶相吻合，从

而限制阻隔块4向上、下产生位移；从而阻隔了因绝缘体6上四个开槽面产生的气隙，防止的

内、外导体之间发生变形而造成的爬电距离变短或内、外导体之间介电性能不良，使总线信

号生产误码和进行复位。能可靠的传输电信号。

[0048] 进一步地，如图13、图14所示，所述内导体5与电缆的芯线1C之间设有2组共8个压

接点，分别为压接点51a、压接点51b、压接点51c、压接点51d、压接点51e、压接点51f、压接点

51g、压接点51h，压接面变形均匀一致，抗拉强度高，电压降小。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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