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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线缆连接器组件，所述线缆连接器组件

包括电路板、与电路板电性相连的插头连接器、

与电路板电性连接的线缆及包覆所述插头连接

器、电路板及线缆的遮蔽壳体，所述线缆连接器

组件进一步包括设有收容空间的套件及过流保

护元件，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粘附在所述套件的收

容空间内，使得所述套件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整

体地设置于所述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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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线缆连接器组件，所述线缆连接器组件包括电路板、与电路板电性相连的插头

连接器、与电路板电性连接的线缆及包覆所述插头连接器、电路板及线缆的遮蔽壳体，其特

征在于：所述线缆连接器组件进一步包括设有收容空间的套件及过流保护元件，所述过流

保护元件粘附在所述套件的收容空间内以使两者粘附为一整体，利用一夹具夹持所述套件

以使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焊接至所述电路板，所述套件的收容空间设有将所述过流保护元件

粘附于所述收容空间内的弹性的胶体，所述套件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未设有弹性的胶体的

表面之间形成有允许所述过流保护元件发生一定形变的空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套件为一盖件，所述盖件具

有包围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的围栏部及设置于所述围栏部顶端的遮盖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的

盖体部，所述围栏部与所述盖体部构成所述收容空间。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的外表面及所

述盖件的内表面中的至少一者涂有所述胶体而令所述过流保护元件及所述盖件粘附为一

体。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盖件的围栏部的内表面及盖

体部的内表面中的一者设有所述胶体，未设有所述胶体的内表面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之间

形成允许所述过流保护元件发生一定形变的空间。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套件为一上下侧贯通并具有

收容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的收容空间的围栏。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的外侧表面及

所述围栏的内侧表面中的至少一者涂有所述胶体而令所述过流保护元件及所述套件粘附

为一体。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遮蔽壳体的内壁面紧贴于所

述围栏的上表面且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的上表面之间形成允许所述过流保护元件发生一

定形变的空间。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遮蔽壳体具有相互组接的第

一壳体及第二壳体，所述第一壳体及第二壳体在左右侧共同包覆所述插头连接器、电路板

及线缆以形成一个整体。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线缆连接器组件进一步包括

塑胶壳，所述塑胶壳包覆于所述遮蔽壳体外而固定所述插头连接器、遮蔽壳体及线缆为一

体。

10.一种线缆连接器组件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提供过流保护元件；

提供设有收容空间的套件，将所述过流保护元件通过弹性的胶体粘附收容于所述套件

的收容空间内以使两者粘附为一整体，所述套件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未设有弹性的胶体的

表面之间形成有允许所述过流保护元件发生一定形变的空间；

提供电路板，利用一夹具夹持所述套件以使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焊接至所述电路板；

提供插头连接器、线缆及遮蔽壳体，将所述插头连接器及线缆与所述电路板电性连接，

将所述遮蔽壳体包覆于所述插头连接器、电路板及线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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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连接器组件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关于一种线缆连接器组件及其制造方法，尤其涉及通过胶体粘附于过流

保护元件外的套件并保护过流保护元件避免受损的线缆连接器组件。

【背景技术】

[0002] 与本发明相关的现有技术请参考2016年8月31日公告的中国第CN205543486U号专

利，其公告了一种插头连接器，其包括插接头；所述插接头的后端设置有线缆放置平台，所

述线缆放置平台具有相对的第一放置面及第二放置面，所述第二放置面至少裸露有一个侦

测端子接脚，所述侦测端子接脚用来连接一个电阻。

[0003] 然此插头连接器在传递电流时，当遇到异常高电流时，此电阻无法阻止大部分电

流通过而烧毁损坏手机等设备。

[0004] 因此，有必要针对这样的设计缺陷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线缆连接器组件及其制造方法，该线缆连接器组件装

配有过流保护元件及通过胶体粘附于过流保护元件外的套件，而避免过流保护元件在装配

及使用过程中出现受损。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线缆连接器组件，所述线缆连接器

组件包括电路板、与电路板电性相连的插头连接器、与电路板电性连接的线缆及包覆所述

插头连接器、电路板及线缆的遮蔽壳体，所述线缆连接器组件进一步包括设有收容空间的

套件及过流保护元件，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粘附在所述套件的收容空间内，使得所述套件与

所述过流保护元件整体地设置于所述电路板。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套件为一盖件，所述盖件具有包围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的围栏部及

设置于所述围栏部顶端的遮盖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的盖体部，所述围栏部与所述盖体部构成

所述收容空间，所述过流保护元件通过胶体固定在收容空间内。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的外表面及所述盖件的内表面中的至少一者涂有胶

体而令所述过流保护元件及所述盖件粘附为一体。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盖件的围栏部的内表面及盖体部的内表面中的一者设有所述胶

体，未设有所述胶体的内表面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之间形成允许所述过流保护元件发生一

定形变的空间。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套件为一上下侧贯通并具有收容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的收容空间的

围栏。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的外侧表面及所述围栏的内侧表面中的至少一者涂

有胶体而令所述过流保护元件及所述套件粘附为一体。

[0012] 进一步的，所述遮蔽壳体的内壁面紧贴于所述围栏的上表面且与所述过流保护元

件的上表面之间形成允许所述过流保护元件发生一定形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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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的，所述遮蔽壳体具有相互组接的第一壳体及第二壳体，所述第一壳体及

第二壳体在左右侧共同包覆所述插头连接器、电路板及线缆以形成一个整体。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线缆连接器组件进一步包括塑胶壳，所述塑胶壳包覆于所述遮蔽

壳体外而固定所述插头连接器、遮蔽壳体及线缆为一体。

[0015] 一种线缆连接器组件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提供过流保护元件；提供设有收

容空间的套件，将所述过流保护元件粘附收容于所述套件的收容空间内；提供电路板，将粘

附在一起的过流保护元件及套件设置于所述电路板；提供插头连接器、线缆及遮蔽壳体，将

所述插头连接器及线缆与所述电路板电性连接，将所述遮蔽壳体包覆于所述插头连接器、

电路板及线缆外。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中的过流保护元件可以控制过大的电流通过而损坏插头

连接器，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过流保护元件在焊接至电路板上时常常会出现被夹具夹持

损坏其功效的现象，故先在过流保护元件外通过胶体粘附一个尺寸比过流保护元件大的套

件，在焊接至电路板上时，夹具夹持套件不会出现损坏过流保护元件的现象，另，过流保护

元件发热出现膨胀时未粘附有具有弹性的胶体的空间可为过流保护元件出现的形变提供

空间，且具有弹性的胶体也可在过流保护元件出现形变时发生弹性变形。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的线缆连接器组件的立体组合图。

[0018] 图2是图1所示的线缆连接器组件的部分立体分解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的线缆连接器组件的立体分解图。

[0020] 图4是图3所示的第一种实施方式的线缆连接器组件自另一方向看的立体分解图。

[0021] 图5是图3所示的第一种实施方式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去除内壳及屏蔽壳体后的立

体分解图。

[0022] 图6是图5所示的第一种实施方式的线缆连接器组件的过流保护元件粘附于套件

内的立体分解图。

[0023] 图7是图1第一种实施方式自A-A方向的剖视图。

[0024] 图8是图1第一种实施方式自B-B方向的剖视图。

[0025] 图9是图1第一种实施方式自B-B方向的剖视图。

[0026] 图10是本发明第二种实施方式的线缆连接器组件的立体组合图。

[0027] 图11是本发明第二种实施方式的线缆连接器组件的部分立体分解图。

[0028] 图12是本发明第二种实施方式的线缆连接器组件去除内壳及屏蔽壳体后的立体

分解图。

[0029] 图13是图10所示的第二种实施方式的线缆连接器组件的过流保护元件粘附于套

件内的立体分解图。

[0030] 图14是图10第二种实施方式自C-C方向的剖视图。

[0031] 图15是图10第二种实施方式自D-D方向的剖视图。

[0032] 【主要组件符号说明】

[0033] 线缆连接器组件    100、100’  电路板           1

[0034] 电容              11         插头连接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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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焊脚              21          固持脚           22

[0036] 过流保护元件      3            盖件             4

[0037] 围栏              4’           第一侧板部       41、41’

[0038] 第二侧板部        42、42’      开口             421、421’

[0039] 盖体部            43           第一壳体         5

[0040] 第一本体部        51          卡持部           511

[0041] 延伸脚            512          第一搭接部       513

[0042] 第一曲部          52           环绕部           53

[0043] 斜痕              531          第一连接部       54

[0044] 第二壳体          6            第二本体部       61

[0045] 卡持口            611          第二搭接部       612

[0046] 第二曲部          62          贴片             63

[0047] 第二连接部        64          内壳             7

[0048] 第一覆盖部        71           第二覆盖部       72

[0049] 屏蔽壳体          8            线缆             9

[0050] 胶体              10、10’

[0051]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以下，将结合图1至图15介绍本发明线缆连接器组件100、100’的具体实施方式。本

发明线缆连接器组件100、100’可传递大电流而与对接连接器(未图示)配合使用。定义所述

线缆连接器组件100、100’与对接连接器(未图示)插接的端口为插接端，界定插接端为前

端。

[0053] 本发明提供两种实施方式，请参照图1至图9为本发明之第一种实施方式。本发明

之第一种实施方式提供一种线缆连接器组件100，包括电路板1、与电路板1电性相连的插头

连接器2、过流保护元件3、与电路板1电性连接的线缆9、套件、遮蔽壳体及塑胶壳。

[0054] 请参照图3至图6所示，所述电路板1上表面焊接有电容11。

[0055] 所述插头连接器2为正反插连接器可在正反两个方向与对接连接器对接。所述插

头连接器2的后端向后延伸有两排焊脚21及两个固持脚22。

[0056] 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为热敏电阻也可称为正温系数感控元件，当遇到异常高电流

时由原来的低阻值跳到高阻值，阻止大部分电流通过而达到保护电路作用，这种过流保护

元件3阻值升高的原因是由电热造成温度上升所致，然因温度上升，过流保护元件3会出现

膨胀的现象。

[0057] 所述套件为一盖件4，所述盖件4具有围栏部及设置于所述围栏部顶端的盖体部

43。本实施例中的盖件4呈长方体状，但不限于此形状也可呈圆柱状等。本实施例中所述围

栏部包括沿左右方向延伸的一对第一侧板部41及沿前后方向延伸的一对第二侧板部42。一

对所述第一侧板部41与一对所述第二侧板部42相连接，所述盖体部43盖设于所述第一侧板

部41及第二侧板部42上侧表面而令所述围栏部与所述盖体部43构成一内部收容空间(未标

号)。一对所述第二侧板部42上均设有一开口421。一对所述第一侧板部41相互平行对称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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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相同且其在左右方向上的长度大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在左右方向上的长度，一对所

述第二侧板部42相互平行对称且长度相同且其在前后方向上的长度大于所述过流保护元

件3在前后方向上的长度，所述第一侧板部41及第二侧板部42的高度相同且均大于所述过

流保护元件3的高度。

[0058] 所述遮蔽壳体具有相互组接的第一壳体5及第二壳体6。所述第一壳体5包括上下

相互平行设置的一对第一本体部51、连接一对所述第一本体部51的第一曲部52、环绕部53

及连接所述第一曲部52及环绕部53的第一连接部54。该一对第一本体部51的右侧边缘均凸

伸有卡持部511及延伸脚512。该一对第一本体部51的前端均向前延伸有第一搭接部513。所

述环绕部53经条状结构弯折而成故在弯折成圆形环绕部53后形成有相互倾斜搭接的斜痕

531。所述第二壳体6包括上下相互平行设置的一对第二本体部61、连接一对所述第二本体

部61的第二曲部62、贴片63及连接所述第二曲部62及贴片63的第二连接部64。该一对第二

本体部61的左侧边缘向右凹陷有卡持口611。该一对第二本体部61的前端均向前延伸有第

二搭接部612。

[0059] 所述塑胶壳包括内壳7及屏蔽壳体8。所述内壳7包括第一覆盖部71及与第一覆盖

部71连接的呈圆柱状的第二覆盖部72。所述屏蔽壳体8呈长筒状。

[0060] 请参照图1至图9所示为本发明第一实施方式之线缆连接器组件100的制造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61] 第一步骤，提供过流保护元件3及盖件4。于所述盖件4的围栏部的内表面涂有具有

弹性的胶体10而令所述胶体10设于所述盖件4的收容空间(未标号)内并将所述过流保护元

件3粘附在所述盖件4的收容空间内(未标号)而将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及盖件4粘附为一整

体，盖件4的盖体部43的内表面未涂有胶体10而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之间形成允许所述过

流保护元件3发生一定形变的空间。令所述围栏部包围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及所述盖体部43

遮盖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当然了也可以于所述盖件4的盖体部43的内表面涂有具有弹性的

胶体10而盖件4的围栏部的内表面未涂有胶体10而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之间形成允许所

述过流保护元件3发生一定形变的空间。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以是所述盖件4的围栏部的

内表面及盖体部43的内表面均涂有胶体10或者过流保护元件3的外表面均涂有具有弹性的

胶体10而令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及所述盖件4粘附为一体。

[0062] 第二步骤，提供电路板1。将过流保护元件3焊接至电路板1上以将所述盖件4与所

述过流保护元件3整体地设置于所述电路板1上。令所述电容11部分卡持于所述围栏部的第

二侧板部42的开口421内从而将所述盖件4固定于所述电路板1并限位所述盖件4与电路板1

的相对位置。

[0063] 第三步骤，提供第一壳体5和第二壳体6。令所述第一壳体5包覆所述电路板1的左

半部分，令所述第一壳体5的第一搭接部513搭接于所述插头连接器2的尾端，令所述第一壳

体5的环绕部53包裹所述线缆9。令所述第二壳体6包覆所述电路板1的右半部分，所述第一

本体部51及第二本体部61的侧边缘相搭接而令所述第一壳体5及第二壳体6在左右侧共同

包覆所述插头连接器2、电路板1及线缆9以形成一个整体。令所述第一壳体5的卡持部511卡

持于所述第二壳体6的卡持口611内，令所述第一壳体5的延伸脚512被包覆压接于所述第二

壳体6内，令所述第二壳体6的第二搭接部612搭接于所述插头连接器2的尾端，令所述第二

壳体6的贴片63贴合于所述第一壳体5的环绕部53的斜痕53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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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第四步骤，在第一壳体5及第二壳体6共同配合包覆插头连接器2、电路板1及线缆9

为一体后在其外表面注塑成型有所述内壳7。令所述内壳7的第一覆盖部71包覆所述插头连

接器2、第一壳体5及第二壳体6，令所述内壳7的第二覆盖部72包裹所述线缆9从而固定所述

插头连接器2、第一壳体5、第二壳体6及线缆9为一体。

[0065] 第五步骤，在内壳7的外部进一步注塑成型一屏蔽壳体8来增强内壳7的包覆及屏

蔽效果并增强线缆连接器组件100的硬度而防止使用过程中出现损坏的现象。

[0066] 以下将介绍本发明的第二种实施方式，请参照图10至图15所示为本发明第二种实

施方式。本发明第二实施方式之线缆连接器组件100’的套件为一上下侧贯通并具有收容所

述过流保护元件3的收容空间(未标号)的围栏4’，所述围栏4’仅包括沿左右方向延伸的一

对第一侧板部41’及沿前后方向延伸的一对第二侧板部42’，所述一对第一侧板部41’与一

对所述第二侧板部42’相互连接而形成一贯通的所述收容空间(未标号)。一对所述第二侧

板部42’上均设有一开口421’。一对所述第一侧板部41’相互平行对称且长度相同且其在左

右方向上的长度大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在左右方向上的长度。一对所述第二侧板部42’相

互平行对称且长度相同且其在前后方向上的长度大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在前后方向上的

长度。所述第一侧板部41’及第二侧板部42’的高度相同且均大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的高

度。本实施方式中的围栏4’无第一种实施方式中盖件4的盖体部43，故本实施方式中的套件

为上下贯通结构。第二种实施方式中除套件以外的结构特征外其余元件的结构同第一种实

施方式中的结构特征一致。

[0067] 本发明第二实施方式之线缆连接器组件100’的制造方法与第一实施方式的实施

步骤基本一致，如下具体说明不同之处：

[0068] 在第一步骤中，提供过流保护元件3及围栏4’。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的外侧表面

及所述围栏4’的内侧表面中的至少一者涂有具有弹性的胶体10’而令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

粘附在所述围栏4’的收容空间(未标号)内且两者粘附为一整体。令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的

上表面暴露于所述收容空间(未标号)内。

[0069] 在第三步骤中，所述遮蔽壳体包覆所述插头连接器2、电路板1及线缆9以共同形成

一个整体，所述遮蔽壳体的内壁面紧贴于所述围栏4’的上表面且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的

上表面之间形成允许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发生一定形变的空间，即拼接后的第一壳体5及第

二壳体6的第一本体部51及第二本体部61的内壁面紧贴于所述围栏4’的上表面，且第一本

体部51及第二本体部61与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之间存在允许所述过流保护元件3发生一定

形变的空间。其余拼接后的特征同第一实施方式。

[007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中的过流保护元件3可以控制

过大的电流通过而损坏插头连接器2，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过流保护元件3在焊接至电路

板1上时常常会出现被夹具夹持损坏其功效的现象，故先在过流保护元件3外通过胶体粘附

一个尺寸比过流保护元件3大的套件，在焊接至电路板1上时，夹具夹持套件不会出现损坏

过流保护元件3的现象，另，过流保护元件3发热出现膨胀时未粘附有具有弹性的胶体的空

间可为过流保护元件3出现的形变提供空间，且具有弹性的胶体也可在过流保护元件3出现

形变时发生弹性变形。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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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