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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射频连接器组件，包括一种射频连接器

插座和一种射频连接器插头。所述射频连接器插

座包括外部导体和具有绝缘本体的端子模组，所

述端子模组还包括第一中心端子、第一接地端子

和第二中心端子。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头包括金属

壳体、绝缘衬套、收容于所述绝缘衬套的第一对

接端子、第二接地端子和第二对接端子。当射频

连接器插头与射频连接器插座对接时，所述第一

对接端子、第二接地端子和第二对接端子分别与

所述第一中心端子、第一接地端子和第二中心端

子电性连接。本发明有助于减少焊接电路板

(PCB)面积和增加组装操作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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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射频连接器插座，包括外部导体和具有板状的绝缘本体的端子模组，所述外部

导体包括呈圆筒状的筒状部，所述外部导体固持于所述绝缘本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导

体具有形成于所述绝缘本体上表面上的中空的收容空间，所述端子模组进一步包括注塑成

型于所述绝缘本体上的第一中心端子及第二中心端子，所述第一中心端子设有第一接触

部，所述第二中心端子设有第二接触部，所述第一接触部与所述第二接触部彼此分离且共

同收容于所述收容空间，所述端子模组还包括位于所述第一中心端子及所述第二中心端子

中间的且与所述第一中心端子及所述第二中心端子不接触的第一接地端子，所述第一接地

端子包括平板状的位于所述收容空间内的第一抵持部及沿所述第一抵持部两端向外延伸

出所述收容空间的第三焊接部，所述第一接地端子的第一抵持部位于所述第一中心端子和

所述第二中心端子的中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射频连接器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中心端子还包括沿所述

第一接触部底端一侧向外延伸的第一焊接部，所述第二中心端子还包括沿所述第二接触部

底端一侧向外延伸的第二焊接部，所述第一焊接部和所述第二焊接部以平行且不同的方向

向外延伸于所述绝缘本体下表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射频连接器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本体包括使所述第一接

触部突伸入所述收容空间的第一端子孔、使所述第二接触部突伸入所述收容空间的第二端

子孔和位于所述第一端子孔和所述第二端子孔外围的与所述筒状部边缘对应的环形收容

槽。

4.一种射频连接器插头，与同轴线缆连接，且装在具有中心导体和外部导体的插座上，

其包括金属壳体、收容于所述金属壳体的绝缘衬套、和收容于所述绝缘衬套的端子组，所述

金属壳体包括具有第一开口和第二开口的嵌合筒状部、与所述嵌合筒状部连接并覆盖所述

第二开口的盖部、从所述盖部延伸并且以夹持同轴线缆的铆接部，其中所述端子组进一步

包括第一对接端子和第二对接端子，所述第一对接端子设有第一对接部，所述第二对接端

子设有第二对接部，所述第一对接部和所述第二对接部彼此分离且共同收容于同一所述绝

缘衬套，所述端子组进一步包括位于所述第一对接端子和所述第二对接端子中间且不与所

述第一对接端子及所述第二对接端子接触的第二接地端子，所述第二接地端子收容于所述

绝缘衬套，且所述第二接地端子设有的第一抵持臂位于所述第一对接端子和第二对接端子

中间，所述第二接地端子具有弹性，其包括呈倒u型的所述第一抵持臂、呈n型的第二抵持臂

和连接所述第一抵持臂和所述第二抵持臂的连接部，所述第一抵持臂突出于所述绝缘衬套

表面。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射频连接器插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对接端子进一步包括与

同轴线缆连接的第一焊接脚和连接所述第一对接部与所述第一焊接脚的第一主体部，所述

第二对接端子进一步包括与同轴线缆连接的第二焊接脚和连接所述第二对接部与所述第

二焊接脚的第二主体部，所述第一主体部和所述第二主体部呈向内侧的方向弯折然后径直

延伸，所述绝缘衬套包括收容所述第一对接部的第一收容孔，收容所述第一主体部和所述

第一焊接脚的第一收容凹部、收容所述第一抵持臂的第二收容孔、收容所述第二抵持臂的

第四收容孔、收容所述连接部的第二收容凹部、收容所述第二对接部的第三收容孔、收容所

述第二主体部和所述第二焊接脚的第三收容凹部、用来固定第一对接端子和第一对接端子

压接部和固定第二对接端子的第二对接端子压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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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种射频连接器组件，包括一种射频连接器插座和一种射频连接器插头，所述射频

连接器插座包括外部导体和具有板状的绝缘本体的端子模组，所述外部导体包括呈圆筒状

的筒状部，所述外部导体固持于所述绝缘本体上，所述外部导体具有形成于所述绝缘本体

上表面上的中空的收容空间，所述端子模组进一步包括注塑成型于所述绝缘本体上的第一

中心端子及第二中心端子，所述第一中心端子设有第一接触部，所述第二中心端子设有第

二接触部，所述第一接触部与所述第二接触部彼此分离且共同收容于所述收容空间；所述

射频连接器插头包括金属壳体、收容于所述金属壳体的绝缘衬套、收容于所述绝缘衬套的

端子组，所述金属壳体包括具有第一开口和第二开口的嵌合筒状部、与所述嵌合筒状部连

接并覆盖所述第二开口的盖部、从所述盖部延伸并且以夹持同轴线缆的铆接部，所述端子

组进一步包括第一对接端子和第二对接端子，其中，当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头和所述射频连

接器插座配合时，所述筒状部插接于所述嵌合筒状部，所述第一对接端子设有第一对接部，

所述第二对接端子设有第二对接部，所述第一对接部和所述第二对接部彼此分离且共同收

容于同一所述绝缘衬套，所述第一中心端子与所述第一对接端子配合，所述第二中心端子

与所述第二对接端子配合，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座进一步包括位于所述第一中心端子及所述

第二中心端子中间的且与所述第一中心端子及所述第二中心端子不接触的第一接地端子，

所述第一接地端子包括平板状的位于所述收容空间内的第一抵持部及沿所述第一抵持部

两端向外延伸出所述收容空间的第三焊接部，所述第一接地端子的第一抵持部位于所述第

一中心端子和所述第二中心端子的中间，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头进一步包括位于所述第一对

接端子和所述第二对接端子中间且不与所述第一对接端子及所述第二对接端子接触的第

二接地端子，所述第二接地端子收容于所述绝缘衬套，且所述第二接地端子设有的第一抵

持臂位于所述第一对接端子和第二对接端子中间，所述第二接地端子还包括呈n型的第二

抵持臂和连接所述第一抵持臂和所述第二抵持臂的连接部，当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头和所述

射频连接器插座配合时，所述第一接地端子和所述第二接地端子配合，所述第一抵持部抵

持于所述第一抵持臂并压接于所述第二抵持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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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连接器组件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有关一种射频连接器组件，尤其系指一种复数端子连接成一体的射频连接

器插座及与其配合的射频连接器插头。

[0003] 【背景技术】

[0004] 中国大陆发明专利第CN101673909号发明揭示了一种射频连接器，包括壳体、衬套

和插口，所述壳体，其具有圆筒部和背面部，该圆筒部具有第一开口及第二开口，并且与从

该第一开口插入的所述外部导体接触，该背面部与所述圆筒部连接，并且覆盖该第二开口，

且所述壳体由一张金属板制作而成；所述衬套，其能够以相对于所述圆筒部沿着从所述圆

筒部的所述第一开口朝向所述第二开口的方向插入的管道安装于所述壳体；插口，其安装

于所述衬套，通过该衬套与所述壳体绝缘且与所述中心导体连接，所述壳体还包括铆接部，

该铆接部从所述背面部延伸，以夹持所述衬套且与该背面部对置的管道折弯，从而将该衬

套固定于所述壳体。当要使用到多个射频连接器时，这种发明无疑使得操作工序变得复杂，

并且空间也浪费了。

[0005] 因此，确有必要提供一种能够克服上述缺点实现节约面积与增加组装操作的便利

性的射频连接器组件。

[0006]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实现公母端多对多连接的射频连接器组件。

[0008]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一来实现：一种射频连接器插座，包括外部导体

和具有绝缘本体的端子模组，所述外部导体包括呈圆筒状的筒状部，所述外部导体固持于

所述绝缘本体上并与所述绝缘本体围设成收容空间，所述端子模组进一步包括注塑成型于

所述绝缘本体上的第一中心端子及第二中心端子，所述第一中心端子设有第一接触部，所

述第二中心端子设有第二接触部，所述第一接触部与所述第二接触部彼此分离且共同收容

于所述收容空间。

[0009] 进一步，所述端子模组还包括第一接地端子，所述第一接地端子收容于所述收容

空间且位于所述第一中心端子和所述第二中心端子的中间。

[0010] 进一步，所述第一中心端子还包括沿所述第一接触部底端一侧向外延伸的第一焊

接部，所述第二中心端子还包括沿所述第二接触部底端一侧向外延伸的第二焊接部，所述

第一焊接部和所述第二焊接部以平行且不同的方向向外延伸于所述绝缘本体下表面。

[0011] 进一步，所述绝缘本体包括使所述第一接触部突伸入所述收容空间的第一端子

孔、使所述第二接触部突伸入所述收容空间的第二端子孔和位于所述第一端子孔和所述第

二端子孔外围的与所述筒状部边缘对应的环形收容槽。

[0012]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二来实现：一种射频连接器插头，与同轴线缆连

接，且装在具有中心导体和外部导体的插座上，其包括金属壳体、收容于所述金属壳体的绝

缘衬套、和收容于所述绝缘衬套的端子组，所述金属壳体包括具有第一开口和第二开口的

嵌合筒状部、与所述嵌合筒状部连接并覆盖所述第二开口的盖部、从所述盖部延伸并且以

夹持同轴线缆的铆接部，所述端子组进一步包括第一对接端子和第二对接端子，所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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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端子设有第一对接部，所述第二对接端子设有第二对接部，所述第一对接部和所述第

二对接部彼此分离且共同收容于所述绝缘衬套。

[0013] 进一步，所述端子组进一步包括第二接地端子，所述第二接地端子收容于所述绝

缘衬套，且位于所述第一对接端子和第二对接端子中间。

[0014] 进一步，所述第二接地端子具有弹性，其包括呈倒u型的第一抵持臂、呈n型的第二

抵持臂和连接所述第一抵持臂和所述第二抵持臂的连接部，所述第一抵持臂突出于所述绝

缘衬套表面。

[0015] 进一步，所述第一对接端子进一步包括与同轴线缆连接的第一焊接脚和连接所述

第一对接部与所述第一焊接脚的第一主体部，所述第二对接端子进一步包括与同轴线缆连

接的第二焊接脚和连接所述第二对接部与所述第二焊接脚的第二主体部，所述第一主体部

和所述第二主体部呈向内侧的方向弯折然后径直延伸，所述绝缘衬套包括收容所述第一对

接部的第一收容孔，收容所述第一主体部和所述第一焊接脚的第一收容凹部、收容所述第

一抵持臂的第二收容孔、收容所述第二抵持臂的第四收容孔、收容所述连接部的第二收容

凹部、收容所述第二对接部的第三收容孔、收容所述第二主体部和所述第二焊接脚的第三

收容凹部、用来固定第一对接端子和第一对接端子压接部和固定第二对接端子的第二对接

端子压接部。

[001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三来实现：  一种射频连接器组件，包括一种射频

连接器插座和一种射频连接器插头，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座包括外部导体和具有绝缘本体的

端子模组，所述外部导体包括呈圆筒状的筒状部，所述外部导体固持于所述绝缘本体上并

与所述绝缘本体围设成收容空间，所述端子模组进一步包括注塑成型于所述绝缘本体上的

第一中心端子及第二中心端子，所述第一中心端子设有第一接触部，所述第二中心端子设

有第二接触部，所述第一接触部与所述第二接触部彼此分离且共同收容于所述收容空间；

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头包括金属壳体、收容于所述金属壳体的绝缘衬套、收容于所述绝缘衬

套的端子组，所述金属壳体包括具有第一开口和第二开口的嵌合筒状部、与所述嵌合筒状

部连接并覆盖所述第二开口的盖部、从所述盖部延伸并且以夹持同轴线缆的铆接部，所述

端子组进一步包括第一对接端子和第二对接端子，当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头和所述射频连接

器插座配合时，所述筒状部插接于所述嵌合筒状部，所述第一对接端子设有第一对接部，所

述第二对接端子设有第二对接部，所述第一对接部和所述第二对接部彼此分离且共同收容

于所述绝缘衬套，所述第一中心端子与所述第一对接端子配合，所述第二中心端子与所述

第二对接端子配合。

[0017] 进一步，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座进一步包括第一接地端子，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头进

一步包括第二接地端子，当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头和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座配合时，所述第一

接地端子和所述第二接地端子配合。

[0018] 与先前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有助于减少焊接电路板(PCB)

面积和增加组装操作的便利性，并且可以在所有射频传输设备中应用，扩大了应用范围。

[0019]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射频连接器组件未配合时的立体组合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射频连接器插座的立体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射频连接器插座的立体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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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4是图3自另一方向看的立体分解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射频连接器插头的立体图。

[0025] 图6是本发明射频连接器插头的立体分解图。

[0026] 图7是图6自另一方向看的立体分解图。

[0027] 图8是图5所示射频连接器沿Ⅷ-Ⅷ方向的剖面图。

[0028] 图9是图5所示射频连接器沿Ⅸ-Ⅸ方向的剖面图。

[0029] 【主要组件符号说明】

[0030] 射频连接器插座 100 端子模组 10

绝缘本体 11 环形收容槽 110

第一端子孔 111 第一端子槽 112

开口 1120 第二端子孔 113

第一中心端子 12 第一接触部 120

第一焊接部 121 第一接地端子 13

第一抵持部 130 第三焊接部 131

第二中心端子 14 第二接触部 140

第二焊接部 141 外部导体 20

筒状部 21 收容空间 210

延伸部 22 射频连接器插头 300

金属壳体 30 盖部 31

嵌合筒状部 32 铆接部 33

第一开口 34 第二开口 35

端子组 40 第一对接端子 41

第一对接部 410 第一焊接脚 411

第一主体部 412 第二接地端子 42

第一抵持臂 420 第二抵持臂 421

连接部 422 第二对接端子 43

第二对接部 430 第二焊接脚 431

第二主体部 432 绝缘衬套 50

第一收容孔 51 第一收容凹部 510

第一对接端子压接部 511 第二收容孔 52

第二收容凹部 520 第三收容孔 53

第三收容凹部 530 第二对接端子压接部 531

第四收容孔 54 阶梯部 55

同轴线缆 C 第一中心导体 C1

第二中心导体 C2    

[0031]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32]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请参照图1至图9，是符合本发明的一种射频连接器组件，其包括射频连接器插座

100和射频连接器插头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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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请参照图2到图4，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座100包括外部导体20和具有绝缘本体11的

端子模组10。

[0035] 所述外部导体20固持于所述绝缘本体11上并与所述绝缘本体11围设成收容空间

210。所述外部导体20包括筒状部21和沿所述筒状部21底面两侧向外延伸以埋入所述绝缘

本体11的延伸部22，所述延伸部22的厚度小于所述绝缘本体11的厚度，可节约空间和节省

材料。

[0036] 请参照图3到图4，所述绝缘本体11包括第一端子孔111、第一端子槽112、与所述第

一端子孔111对称设置的第二端子孔113和位于所述第一端子孔111、所述第一端子槽112和

所述第二端子孔113外围的与所述筒状部21对应的环形收容槽110。所述第一端子孔111和

所述第二端子孔113是圆形通孔且贯穿绝缘本体11上下表面。所述第一端子槽112位于所述

第一端子孔111和所述第二端子孔113的中间。所述第一端子槽112在绝缘本体11上表面是

一个方形的槽，在绝缘本体11下表面两端设有两个开口1120。所述环形收容槽110与所述筒

状部21一体成型，且所述延伸部22伸出所述绝缘本体11下表面以固定所述外部导体20和所

述绝缘本体11。

[0037] 请参照图3到图4，所述端子模组10进一步包括注塑成型于所述绝缘本体11上的第

一中心端子12、第二中心端子14和第一接地端子13。所述第一中心端子12设有第一接触部

120，所述第二中心端子14设有第二接触部140。所述第一接触部120通过所述第一端子孔

111突伸于所述收容空间210。所述第二接触部140通过所述第二端子孔113突伸于所述收容

空间210。所述第一接触部120和所述第二接触部140彼此分离。

[0038] 请参照图3，所述第一中心端子12还包括沿所述第一接触部120底面一侧方向延伸

的第一焊接部121。所述第一焊接部121向外延伸且露出于所述绝缘本体11下表面。

[0039] 请参照图3到图4，所述第二中心端子14还包括沿所述第二接触部140底端的不同

于所述第一焊接部121的方向平行延伸的第二焊接部141。所述第二焊接部141向外延伸且

露出于所述绝缘本体11下表面。

[0040] 请参照图3到图4，所述第一接地端子13包括平板状的第一抵持部130和沿所述第

一抵持部130两端斜向下弯折再向外延伸的一对第三焊接部131。所述第三焊接部131通过

所述开口1120露出于所述绝缘本体11表面。而所述第一抵持部130收容于所述第一端子槽

112。

[0041] 请参照图5到图9，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头300与同轴线缆C连接，且装在具有所述端

子模组10和所述外部导体20的射频连接器插座100上，也可从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座100上卸

下，其包括金属壳体30、收容于所述金属壳体30的绝缘衬套50和收容于所述绝缘衬套50的

端子组40。

[0042] 请参照图6至图7，所述绝缘衬套50是利用树脂等绝缘性材料制成的基座部件，其

包括第一收容孔51、位于所述第一收容孔51下方且与所述第一收容孔51贯穿的第一收容凹

部510、与所述第一收容孔51对称设置的第三收容孔53、位于所述第三收容孔53下方且与所

述第三收容孔53贯穿的第三收容凹部530、位于所述第一收容孔51和所述第三收容孔53中

间的第二收容孔52、位于所述第二收容孔52前方的第四收容孔54、位于所述第二收容孔52

和所述第四收容孔54下方且贯穿所述第二收容孔52和所述第四收容孔54的第二收容凹部

520、位于所述第一收容孔51和所述第三收容孔53前端的呈阶梯状的阶梯部55、第一对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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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压接部511和第二对接端子压接部531。

[0043] 请参照图6至图7，所述金属壳体30包括具有第一开口34和第二开口35的嵌合筒状

部32、与所述嵌合筒状部32连接并覆盖所述第二开口35的盖部31、从所述盖部31延伸以夹

持同轴线缆C且与所述阶梯部55配合的铆接部33。请参照图6，所述第一开口34为通孔开口

状，与所述第一开口34上下对置设置的是所述第二开口35。

[0044] 请参照图6至图7，所述端子组40包括第一对接端子41、第二对接端子43和第二接

地端子42。

[0045] 所述第一对接端子41包括收容于所述第一收容孔51的第一对接部410、收容于所

述第一收容凹部510的与同轴线缆C的第一中心导体C1连接的第一焊接脚411和连接所述第

一对接部410和所述第一焊接脚411的第一主体部412。所述第一主体部412向内侧方向弯折

然后径直延伸且不突出于所述绝缘衬套50。所述第一焊接脚411与所述第一中心导体C1连

接后，由所述第一对接端子压接部511压接，使得所述第一对接端子41更稳定地埋设于所述

绝缘衬套50。

[0046] 所述第二对接端子43包括收容于所述第三收容孔53的第二对接部430、收容于所

述第三收容凹部530的与同轴线缆C的第二中心导体C2连接的第二焊接脚431和连接所述第

二对接部430和所述第二焊接脚431的第二主体部432。所述第二主体部432向内侧方向弯折

然后径直延伸且不突出所述绝缘本体。所述第二焊接脚431与所述第二中心导体C2连接后，

由所述第二对接端子压接部531压接，使得所述第二对接端子43更稳定地埋设于所述绝缘

衬套50。

[0047] 所述第二接地端子42是具有弹性的，其包括收容于所述第二收容孔52的呈倒u型

结构的第一抵持臂420、收容于所述第四收容孔54的呈n型结构的第二抵持臂421和收容于

所述第二收容凹部520的连接所述第一抵持臂420和所述第二抵持臂421的连接部422。所述

第一抵持臂420突出于所述绝缘衬套50表面。

[0048] 当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头300未与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座100连接时，所述第一抵持臂

420露出与所述绝缘衬套50上表面。当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头300与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座100

配合时，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座100的所述外部导体20通过所述第一开口34插入所述嵌合筒

状部32，所述第一接地端子13与所述第二接地端子42电性连接，所述第一抵持部130与所述

第一抵持臂420相抵持，所述第一抵持臂420由于有弹性，被所述第一抵持部130压入所述第

二收容孔52内。所述第一对接端子41与所述第一中心端子12电性接触，所述第二对接端子

43与所述第二中心端子14电性连接，使射频连接器插头300和射频连接器插座100的配合更

稳定并且使得所述射频连接器插头300和射频连接器插座100实现了多对多对接的连接方

式，有助于减少焊接电路板（PCB）面积和增加组装操作的便利性，并且可以在所有射频传输

设备中应用，扩大了应用范围。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部分实施方式，不是全部的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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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