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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转接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转接器，该转接器包

括：插头母座、插头和PCB主板。在PCB主板上增加

插头母座和插头，插头母座第一端与PCB主板焊

接，插头母座第二端与插头第一端相连接，插头

母座将PCB主板上传输的音频信号和/或通话信

号传输到插头；插头第二端与PCB主板焊接，插头

用于对音频信号和/或通话信号进行线控操作，

并将进行线控操作后得到的音频控制信号和/或

通话控制信号传输到PCB主板。移动终端应用该

转接器，在充电的同时，既可以听音频且在听音

频过程中进行线控操作，还可以在需要通话时进

行语音通话且在通话过程中进行线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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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转接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插头母座、插头和PCB主板，其中：

所述插头母座的第一端与所述PCB主板焊接，所述插头母座的第二端与所述插头的第

一端相连接，所述插头母座用于将所述PCB主板上传输的音频信号和/或通话信号传输到所

述插头；

所述插头的第二端与所述PCB主板焊接，所述插头用于对所述音频信号和/或所述通话

信号进行线控操作，并将进行线控操作后得到的音频控制信号和/或通话控制信号传输到

所述PCB主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头包括音频转接线、通话转接线、

左声道控制元件、右声道控制元件、麦克风元件和公共接地线，其中：

所述音频转接线用于接通所述左声道控制元件、所述右声道控制元件、所述麦克风元

件和所述公共接地线；

所述音频转接线、所述左声道控制元件、所述右声道控制元件、所述麦克风元件和所述

公共接地线组成音频控制电路，所述音频控制电路对所述音频信号进行控制得到所述音频

控制信号；

所述通话转接线用于接通所述左声道控制元件、所述右声道控制元件、所述麦克风元

件和所述公共接地线；

所述通话转接线、所述左声道控制元件、所述右声道控制元件、所述麦克风元件和所述

公共接地线组成通话控制电路，所述通话控制电路对所述通话信号进行控制得到所述通话

控制信号；

所述左声道控制元件、所述右声道控制元件和所述麦克风元件用于进行线控操作，其

中，所述线控操作包括音量调节、播放和暂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PCB主板包括：充电母座、耳机母座

和组成充电控制电路的元器件，其中：

所述充电母座与所述组成充电控制电路的元器件构成充电电路，所述充电电路用于进

行充电控制信号的传输；

所述耳机母座、所述插头母座和所述插头构成音频电路和/或通话电路，所述音频电路

和/或所述通话电路用于进行所述音频控制信号和/或所述通话控制信号的传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转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头通过所述插头的焊盘焊接到所

述PCB主板的焊点，以将所述音频电路和/或所述通话电路与所述充电电路并联。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转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母座用于插入充电器得到充电

信号，所述耳机母座用于插入耳机得到所述音频信号和/或所述通话信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头的型号为C101，其中，型号为

C101的插头还用于识别所述音频信号和/或所述通话信号的类型，并将所述音频信号和/或

所述通话信号输入到相应所述音频电路和/或所述通话电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头母座的型号为VTR209。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转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转接器为MH-81Y转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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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转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子接插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转接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集电话通讯、听音乐、看视频、移动支付和出行买

票等功能为一体的移动终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0003] 而支持移动终端的转接器的功能比较单一，大多转接器只是单纯对移动终端进行

充电或者用来听音频，且在听音频过程中可进行音量调节、播放和暂停等线控操作。也即，

现有的转接器只实现了集充电、听音频和线控为一体的功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转接器，该转接

器集充电、线控、听音频和/或通话功能为一体，移动终端应用该转接器，在充电的同时，既

可以听音频且在听音频过程中进行线控操作，还可以在需要通话时进行语音通话且在通话

过程中进行线控操作。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转接器，包括：插头母座、插

头和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制电路板)主板，PCB主板又称印刷线路板，是电子元

器件电气连接的载体。在PCB主板上增加插头母座和插头，插头母座第一端与PCB主板焊接，

插头母座第二端与插头第一端相连接，插头母座用于将PCB主板上传输的音频信号和/或通

话信号传输到插头；插头第二端与PCB主板焊接，插头用于对音频信号和/或通话信号进行

线控操作，并将进行线控操作后得到的音频控制信号和/或通话控制信号传输到PCB主板。

[0006] 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在PCB主板上增加插头母座和插头，使转接器集充

电、线控、听音频和/或通话功能为一体。移动终端应用该转接器，在充电的同时，既可以听

音频且在听音频过程中进行线控操作，还可以在需要通话时进行语音通话且在通话过程中

进行线控操作。

附图说明

[000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08]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转接器的PCB主板示意图；

[0009]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所适用的一种转接器的PCB主板结构图；

[0010]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所适用的一种充电母座的内部电路图；

[0011]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所适用的一种耳机母座的内部电路图；

[0012]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所适用的一种插头的内部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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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所适用的一种插头母座的内部电路图；

[0014]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所适用的一种MH-81Y转接器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

方案进行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所得到的所有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范围。

[0016] 实施例

[001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一种转接器的PCB主板示意图。本实施例可适用于支

持移动终端的转接器需要同时实现充电、线控、听音频和/或通话功能的情况。参考图1，该

转接器可以包括：插头母座100、插头110和PCB主板120，其中：

[0018] 插头母座的第一端101与PCB主板120焊接，插头母座的第二端102与插头的第一端

111相连接，插头母座100用于将PCB主板120上传输的音频信号和/或通话信号传输到插头

110；插头的第二端112与PCB主板120焊接，插头110用于对音频信号和/或通话信号进行线

控操作，并将进行线控操作后得到的音频控制信号和/或通话控制信号传输到PCB主板120。

[0019] 详细的，该转接器是在PCB主板120上增加插头母座100和插头110得到的。示例性

的，可以通过在PCB主板120上挖一个长方形槽，并将插头母座100和插头110嵌入至该长方

形槽实现。在一个具体的例子中，该长方形槽的尺寸可以为18.3mm*9mm。插头母座的第一端

101的引脚通过焊锡与PCB主板120上的焊点焊接，可将PCB主板120上传输的音频信号和/或

通话信号输入到插头母座100。插头母座的第二端102与插头的第一端111插合，可将插头母

座100输入的音频信号和/或通话信号传输到插头110。插头110包括组成音频控制电路和/

或通话控制电路的元器件，组成音频控制电路和/或通话控制电路的元器件对音频信号和/

或通话信号进行线控操作得到音频控制信号和/或通话控制信号。其中，线控是指一种物理

控制方式，主要是指信号发生器与信号接收器之间的连接方式是通过线缆或其他动作传到

物体进行连接的。例如，信号发生器可以是耳机，信号接收器可以是与耳机相连的手机等。

通常可以操作耳机上的按钮实现线控操作。插头的第二端112的焊盘通过焊锡与PCB主板

120上的焊点焊接，可将音频控制信号和/或通话控制信号输出到PCB主板120。

[0020] 进一步的，插头110包括音频转接线、通话转接线、左声道控制元件、右声道控制元

件、麦克风元件和公共接地线，其中：

[0021] 音频转接线用于接通左声道控制元件、右声道控制元件、麦克风元件和公共接地

线；音频转接线、左声道控制元件、右声道控制元件、麦克风元件和公共接地线组成音频控

制电路，音频控制电路对音频信号进行控制得到音频控制信号；通话转接线用于接通左声

道控制元件、右声道控制元件、麦克风元件和公共接地线；通话转接线、左声道控制元件、右

声道控制元件、麦克风元件和公共接地线组成通话控制电路，通话控制电路对通话信号进

行控制得到通话控制信号；左声道控制元件、右声道控制元件和麦克风元件用于进行线控

操作，其中，线控操作包括音量调节、播放和暂停。

[0022] 具体的，插头110包括音频转接线、通话转接线、左声道控制元件、右声道控制元

件、麦克风元件和公共接地线。音频转接线、左声道控制元件、右声道控制元件、麦克风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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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接地线组成音频控制电路；通话转接线、左声道控制元件、右声道控制元件、麦克风

元件和公共接地线组成通话控制电路。其中，左声道控制元件、右声道控制元件和麦克风元

件是组成音频控制电路和/或通话控制电路的元器件。左声道控制元件和右声道控制元件

内部包括分压式音量电位器和主功率放大器，通过调节分压式音量电位器滑动端的位置控

制输入到主功率放大器的音频信号和/或通话信号的幅度；麦克风元件是将音频信号和/或

通话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能量转换器件。左声道控制元件和右声道控制元件对音频信号

和/或通话信号进行控制得到音频控制信号和/或通话控制信号，再通过麦克风元件将音频

控制信号和/或通话控制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输入到音频控制电路和/或通话控制电路，从而

实现线控操作。详细的，线控操作的实现过程可以是操作者按下耳机上的音量调节、播放和

暂停等按钮，此动作触发组成音频控制电路和/或通话控制电路的元器件对音频信号和/或

通话信号进行控制。

[0023] 在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对音频信号的传输过程进行说明。当操作者使用移动终端

听音频时，其中，移动终端可以是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等。音频可以是音乐、视频中的对话

或独白和语音播报的小说等。在音频播放的过程中，从PCB主板120上输入到插头母座100为

音频信号，插头母座100将音频信号传输到插头110。插头110接收到音频信号后，触发音频

转接线接通左声道控制元件、右声道控制元件、麦克风元件和公共接地线，左声道控制元

件、右声道控制元件和麦克风元件可进行线控操作，对音频信号进行控制得到音频控制信

号。其中，线控操作具体可以是将音频的音量调大或调小、音频播放和音频暂停等动作控

制。

[0024] 在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对通话信号的传输过程进行说明。当操作者使用移动终端

进行通话时，其中，通话模式可以是视频电话、语音电话或普通电话，从PCB主板120上输入

到插头母座100为通话信号，插头母座100将通话信号传输到插头110。插头110接收到通话

信号后，触发通话转接线接通左声道控制元件、右声道控制元件、麦克风元件和公共接地

线，左声道控制元件、右声道控制元件和麦克风元件可进行线控操作，对通话信号进行控制

得到通话控制信号。其中，线控操作具体可以是将通话的音量调大或调小、接通和挂断等动

作控制。

[0025] 可选的，PCB主板120包括：充电母座、耳机母座和组成充电控制电路的元器件，其

中：

[0026] 充电母座与组成充电控制电路的元器件构成充电电路，充电电路用于进行充电控

制信号的传输；耳机母座、插头母座和插头110构成音频电路和/或通话电路，音频电路和/

或通话电路用于进行音频控制信号和/或通话控制信号的传输。

[0027] 详细的，移动终端以苹果手机为例，将应用于苹果手机的转接器作为本实用新型

的应用实例。其中，PCB主板120包括：充电母座、耳机母座和组成充电电路的元器件。充电母

座具有充电接口，充电接口为Lightning接口(闪电接口，苹果高速多功能I/O口)，该接口可

以接受Lightning插头(闪电插头，苹果高速多功能插头)正反两个方向插入，支持iOS11及

以下系统并且跟随苹果系统升级Lightning接口自动升级。组成充电控制电路的元器件指

PCB主板120上的电阻、电感和芯片等，充电母座与组成充电控制电路的元器件构成充电电

路，苹果手机充电器通过充电电路对苹果手机进行充电。

[0028] 耳机母座具有耳机接口，可选的，耳机接口为3.5mm，该耳机接口用于插入3.5m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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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例如，3.5mm的设备可以是U盾、K宝和3.5mm耳机。其中，以耳机母座插入3.5mm耳机为

例。当3.5mm耳机用于听音频时，耳机母座、插头母座和插头110构成音频电路。苹果手机输

出的音频信号通过音频电路将音频控制信号传输到耳机头，耳机头内部的麦克风和扬声器

将音频控制信号转化为声音传入操作者耳中。当3.5mm耳机用于通话时，耳机母座、插头母

座和插头110构成通话电路。苹果手机输出的通话信号通过通话电路将通话控制信号传输

到耳机头，耳机头内部的麦克风和扬声器将通话控制信号转化为语音传入操作者耳中。

[0029] 进一步的，插头110通过插头的焊盘焊接到PCB主板120的焊点，以将音频电路和/

或通话电路与充电电路并联。

[0030] 具体的，U5是一个芯片构成的集成块，例如，U5的型号可以是CA-D03，R4是一个电

阻，例如，R4的阻值可以是2KΩ。在PCB主板120的U5和R4的右边位置和PCB主板120的T9、

T10、T11和T12焊点左边位置之间开槽。参考图2，左右为相对位置，不唯一确定。将插头母座

的第一端101的引脚通过焊锡与PCB主板120上的焊点焊接，插头母座的第二端102与插头的

第一端111插合。插头的第二端112的焊盘有四根连接线，分别与PCB主板120的T9、T10、T11

和T12焊点位置处对应，四根连接线通过焊锡与PCB主板120上四个位置的焊点焊接。通过插

头母座100的引脚和插头110的焊盘接入PCB主板120中位置的确定，可将音频电路和/或通

话电路与充电电路并联。因此，该转接器在充电的同时，既可以听音频且在听音频过程中进

行线控操作，还可以在需要通话时进行语音通话且在通话过程中进行线控操作。

[0031] 进一步的，充电母座用于插入充电器得到充电信号，耳机母座用于插入耳机得到

音频信号和/或通话信号。

[0032] 详细的，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对苹果手机转接器的描述，充电母座具有

Lightning接口，Lightning接口用于插入苹果手机的充电器，充电母座可得到充电信号。充

电信号传输到充电电路对苹果手机进行充电。其中，充电电路中组成充电控制电路的元器

件可对充电信号进行调节，控制电压和电流的大小。耳机母座具有耳机接口，耳机接口为

3.5mm，该耳机接口插入3.5mm耳机。当3.5mm耳机用于听音频时，耳机母座可得到音频信号，

当3.5mm耳机用于通话时，耳机母座可得到通话信号。

[0033] 可选的，插头110的型号为C101，其中，型号为C101的插头还用于识别音频信号和/

或通话信号的类型，并将音频信号和/或通话信号输入到相应音频电路和/或通话电路。

[0034] 具体的，适用于本实用新型的插头110可选为型号为C101的插头。插头110还具备

识别输入信号的功能，型号不同的3.5mm耳机输入信号不同，导致耳机母座输入的音频信号

和/或通话信号的类型不同。插头110可兼容3.5mm耳机的输入信号，将音频信号和/或通话

信号输入到相应音频电路和/或通话电路。

[0035] 优选的，插头母座100的型号为VTR209。

[0036] 具体的，适用于本实用新型的插头母座100可选为型号为VTR209的插头母座100，

可更好地与型号为C101的插头110相匹配。

[0037] 优选的，该转接器为MH-81Y转接器。

[0038] 详细的，适用于本实用新型的转接器可选为MH-81Y转接器，MH-81Y转接器适用于

苹果手机。MH-81Y转接器包括PCB主板120和转接器外壳。转接器外壳包括：充电接口、耳机

接口、转接器连接线，其中：充电接口用于连接充电器，耳机接口用于连接3.5mm设备，转接

器连接线从PCB主板120的信号端口引出，另一端设计为移动终端插头，用于插入移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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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信号。示例性的，转接器外壳结构以ABS(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丙烯腈-

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材料为主，ABS是一种强度高、韧性好、易于加工成型的热塑型高分

子材料结构，上外壳与下外壳的连接处可采用型号为GT8612的胶水粘合固定。例如，将约

0.5克的该胶水均匀涂在上外壳与下外壳的连接处。

[0039] 在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图2是一种转接器的PCB主板结构图，该图示意了充电母座、

耳机母座、插头母座100和插头110在PCB主板120上的相对位置。其中，插头母座100和插头

110是PCB主板120增加的结构，在PCB主板120上的电阻R4和集成块U5与焊点T9、T10、T11和

T12之间开一个18.3mm*9mm的长方形槽，容纳插头母座100和插头110。

[0040] 图3是一种充电母座的内部电路图，充电母座内部包括集成块U5和电阻R2。例如，

U5的型号可以为CA-D03，R2的阻值可以为10KΩ。

[0041] 图4是一种耳机母座的内部电路图，耳机母座内部包括二极管D1、二极管D2、电容

C1、电阻R1和集成块U1。其中，C1的电容量可以为10μF，R1的阻值可以为1KΩ，U1的型号可以

为SGM3157。

[0042] 图5是一种插头的内部电路图，插头内部包括芯片。其中，芯片的型号可以为C101。

[0043] 图6是一种插头母座的内部电路图，插头母座内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芯片，其

中，该芯片的型号可以为JY8PIN-MZ；另一部分是芯片和电阻R4共同组成的电路，其中，该芯

片的型号可以为JY8PIN-MZ，R4的阻值可以为2KΩ。

[0044] 图7是一种MH-81Y转接器的示意图，其中，移动终端插头为Lightning插头，该插头

为粉末冶金触点，苹果亮白外壳，内包铁设计，强度好耐用，PIN针的触点镀金15μ。

[0045] 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各实施例中相同或相似部分可以相互参考，在一些实施例中

未详细说明的内容可以参见其他实施例中相同或相似的内容。

[0046]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术语“第一”、“第二”等仅用于描述目的，

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此外，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明，“多

个”的含义是指至少两个。

[0047]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一些实施例”、“示例”、“具体示

例”、或“一些示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

点包含于本实用新型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

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

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0048]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

示例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内可以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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