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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光收发组件模组，其包

括：光收发组件，所述光收发组件包括本体、自本

体沿着第一方向延伸出的第一接脚、以及自本体

先沿着第二方向延伸再沿着第一方向弯折形成

的第二接脚，所述第二方向垂直于第一方向，以

及固定结构，所述固定结构设有若干通孔，所述

第一接脚和第二接脚分别穿过相应通孔，所述第

一接脚和第二接脚用于连接至外部电路板，通孔

的设置方便了产线顺利插板，安装人员作业效率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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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收发组件模组，其包括：

光收发组件，所述光收发组件包括本体、自本体沿着第一方向延伸出的第一接脚、以及

自本体先沿着第二方向延伸再沿着第一方向弯折形成的第二接脚，所述第二方向垂直于第

一方向，以及

固定结构，所述固定结构设有若干通孔，所述第一接脚和第二接脚分别穿过相应通孔，

所述第一接脚和第二接脚用于连接至外部电路板，

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结构包括在靠近所述第二接脚的方向自所述固定结构延伸的若

干固定隔片，所述第二接脚穿过由两固定隔片限定的固定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收发组件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结构包括相互配合的左

固定件和右固定件，所述左固定件和右固定件围成一前端开口以及一收容腔，所述光收发

组件的本体收容于收容腔内。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光收发组件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固定件包括底壁、左侧壁、

以及前端壁，所述若干通孔设置于底壁上，且所述若干通孔包括用于第一接脚插入的第一

通孔和用于第二接脚插入的第二通孔，所述第一通孔相比第二通孔更靠近于前端壁。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光收发组件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壁具有顶平面以及自顶平

面向下凹陷形成的凹槽，所述第一通孔设置于凹槽内。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光收发组件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右固定件包括底壁、顶壁、及

右侧壁，所述固定隔片自所述右侧壁向左延伸。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光收发组件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固定件和右固定件上分别

设有用于定位安装至外部电路板的定位柱。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光收发组件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收发组件还包括用于光纤

插入的插筒，所述插筒设有靠近本体的凸出环，所述右固定件设有用于收容凸出环的固定

槽。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收发组件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具有呈方形的中间部、

连接于中间部底端的第一圆柱部、以及连接于中间部后端的第二圆柱部，所述第一接脚自

第一圆柱部伸出，所述第二接脚自第二圆柱部伸出。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收发组件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收发组件模组为BOSA模

组。

10.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光收发组件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收发组件模组还包括防

尘盖，所述防尘盖安装在固定件的前端开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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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收发组件模组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光收发组件模组，尤其涉及一种光收发组件接脚固定结构。

[0003] 【背景技术】

[0004] 与本发明相关的现有技术请参考2014年6月18日公告的中国专利第CN203658626U

号，其公开了一种光收发组件(BOSA)，其包括本体、自本体沿着第一方向延伸出的第一接

脚、以及自本体先沿着第二方向延伸再沿着第一方向弯折形成的第二接脚，所述第二方向

垂直于第一方向，所述第一接脚和第二接脚用于连接至外部电路板。电路板设有用于第一

接脚和第二接脚插入配合的预设导电通孔，由于这些接脚比较柔软，在运输过程中容易产

生偏离原始位置，这样造成了产线上将光收发组件插入至导电通孔的困扰，需要人工用手

去调整接脚的位置来适配电路板上插孔的位置。

[0005]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具有插脚的光收发组件模组，其插脚

能方便地插入至外部电路板。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光收发组件模组，其包括：光收发组件以及固定结构，所述光收发组件包括本

体、自本体沿着第一方向延伸出的第一接脚、以及自本体先沿着第二方向延伸再沿着第一

方向弯折形成的第二接脚，所述第二方向垂直于第一方向，所述固定结构设有若干通孔，所

述第一接脚和第二接脚分别穿过相应通孔，所述第一接脚和第二接脚用于连接至外部电路

板。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在光收发组件模组中设置有固定结构,  第一接脚和第二接

脚分别穿过相应通孔，固定结构对第一接脚和第二接脚起到固定位置的作用，从而方便了

产线顺利插板，安装人员提高作业效率的有益效果。

[0010]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符合本发明光收发组件模组的立体图。

[0012] 图2是图1所示光收发组件模组省略防尘盖的立体图。

[0013] 图3是图2所示光收发组件模组的另一视角立体图。

[0014] 图4是图2所示光收发组件模组的分解图。

[0015] 图5是图4所示光收发组件模组的另一视角分解图

[0016] 图6是图4所示光收发组件安装于左固定件的立体图。

[0017] 图7是图4所示光收发组件安装于右固定件立体图。

[0018]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9]

光收发组件 1 光收发组件模组 100

本体 11 中间部 111

第一圆柱部 112 下圆柱部分 1121

上圆柱部分 1122 第二圆柱部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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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接脚 12 第二接脚 13

水平脚 131 竖直脚 132

插筒 14 凸出环 15

配合槽 16 固定结构 2

通孔 20 第一通孔 201

第二通孔 202 左固定件 21

底壁 211 左侧壁 212

左前侧壁 2121 左后侧壁 2122

开槽 2123 前端壁 213

顶平面 214 凹槽 215

开口 216 右固定件 22

底壁 221 顶壁 222

右侧壁 223 固定隔片 224

定位槽 225 固定槽 226

间隔壁 227 收容腔 23

定位柱 24 防尘盖 3

[0020]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21]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至图3所示，为符合本发明的一种光收发组件模组100，其包括：光收发组件

1、固定结构2、以及防尘盖3。光收发组件1为BOSA模组，所述防尘盖3安装在固定结构2的前

端开口216处。防尘盖3的设置，可有效防止粉尘等污染光收发组件1内的晶片。固定结构2和

防尘盖3均为塑胶材料制成。

[0023] 如图4所示，光收发组件1包括本体11、自本体11沿着第一方向延伸出的第一接脚

12、以及自本体11先沿着第二方向延伸再沿着第一方向弯折形成的第二接脚13，所述第二

方向垂直于第一方向。所述第一方向为上下方向，所述第二方向为前后方向。

[0024] 固定结构2设有若干通孔20，所述第一接脚12和第二接脚13分别穿过相应通孔20，

所述第一接脚12和第二接脚13用于连接至外部电路板(未图示)。固定结构2设有通孔20用

以稳定第一接脚12和第二接脚13的位置，从而方便产线顺利插板，提高安装人员作业效率。

固定结构2包括相互配合的左固定件21和右固定件22，所述左固定件21和右固定件22围成

一收容腔23和一前端开口216，所述光收发组件1的本体11收容于收容腔23内。左固定件21

和右固定件22上分别设有用于定位安装至外部电路板的定位柱24。

[0025] 如图4和图6所示，左固定件21包括底壁211、左侧壁212、以及前端壁213，所述若干

通孔20设置于底壁211上。若干通孔20包括用于第一接脚12插入的第一通孔201和用于第二

接脚13插入的第二通孔202，所述第一通孔201相比第二通孔202更靠近于前端壁213。所述

底壁211具有顶平面214以及自顶平面214向下凹陷形成的凹槽215，所述第一通孔201设置

于凹槽215内。前端开口216向前贯穿前端壁213，向后与收容腔23贯通。左侧壁212上设有靠

近前端壁213的左前侧壁2121以及连接于左前侧壁2121后端的左后侧壁2122，所述左前侧

壁2121相对左后侧壁2122向收容腔23凸出。左前侧壁2121设有沿前后方向延伸设置的开槽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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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如图4、图5  及图7所示，右固定件22包括底壁221、顶壁222、右侧壁223、以及自右

侧壁223向左延伸出的若干固定隔片224，所述第二接脚13穿过由两固定隔片224限定的定

位槽225。所述第二接脚13包括沿前后方向延伸的水平脚131和沿上下方向延伸的竖直脚

132。水平脚131收容于定位槽225内。右固定件22设有固定第二接脚13的定位槽225，可有效

防止第二接脚13插外部电路板时浮高的问题。

[0027] 如图4至图7所示，光收发组件1还包括用于光纤插入的插筒14，所述插筒14连接在

本体11的前端，所述第二接脚13自本体11的后端延伸而出。所述插筒14设有靠近本体11的

两个凸出环15和由两个凸出环15围成的配合槽16，所述右固定件22设有用于收容一凸出环

15的环形固定槽226以及用于形成固定槽226的两平行间隔壁227，另一凸出环15位于间隔

壁227的后方，且位于后方的间隔壁227收容于配合槽16内。右固定件22设有固定光收发组

件1的固定槽226，此结构可提供稳定的定位，且组装简单。

[0028] 如图7所示，本体11具有呈方形的中间部111、连接于中间部111底端的第一圆柱部

112、以及连接于中间部111后端的第二圆柱部113，所述第一接脚12自第一圆柱部112伸出，

所述第二接脚13自第二圆柱部113伸出。插筒14位于间隔壁227前方的收容腔23，中间部

111、第一圆柱部112、第二圆柱部113位于间隔壁227后方的收容腔23内。第一圆柱部112设

有用于插入安装至凹槽215内的下圆柱部分1121和连接于下圆柱部分1121上的上圆柱部分

1122。下圆柱部分1121的直径小于上圆柱部分1122的直径。

[002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不是全部或唯一的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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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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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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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