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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讯连接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通讯连接器，包括线缆，连

接器，所述的线缆插入连接器内，所述的连接器

中部设有安装面板上，所述的连接器安装在PCB

板上，所述的连接器包括插头机构，可分离保险

丝，弹簧按钮端子，插座机构，所述的插头机构与

弹簧按钮端子连接，所述的插头机构包括线缆密

封环，线缆锁紧环，连接堵头，连接卡扣，插头外

壳，所述的线缆密封环套在线缆上，所述的线缆

锁紧环套在连接堵头上，所述的连接堵头另一端

与连接卡扣连接，所述的插座机构包括插座外壳

和防呆键位，所述的插座外壳安装在防呆键位

上，所述的插座外壳上设有凹槽，所述的连接卡

扣一端卡入凹槽。本发明通过通讯连接器的设

置，装配更方便，体积更小，实现了防水适用于5G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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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讯连接器，包括线缆，连接器，所述的线缆插入连接器内，所述的连接器中部

设有安装面板上，所述的连接器安装在PCB板上，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器包括插头机构，

可分离保险丝，弹簧按钮端子，插座机构，所述的插头机构与弹簧按钮端子连接，所述的弹

簧按钮端子与插座机构连接，所述的可分离保险丝安装在插座机构内，所述的插座机构安

装在PCB板上，所述的插头机构包括线缆密封环，线缆锁紧环，连接堵头，连接卡扣，插头外

壳，所述的线缆密封环套在线缆上，所述的线缆锁紧环套在连接堵头上，所述的连接堵头另

一端与连接卡扣连接，所述的插座机构包括插座外壳和防呆键位，所述的插座外壳安装在

防呆键位上，所述的插座外壳上设有凹槽，所述的连接卡扣一端卡入凹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讯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线缆锁紧环与线缆密封环为螺

纹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讯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卡扣一端设有橡胶卡勾，

所述的橡胶卡勾与凹槽配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讯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插座外壳与连接卡扣之间设有

连接密封圈，所述的连接堵头与插头外壳之间设有堵头密封圈，所述的安装面板与插座机

构之间设有平垫片。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讯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插座外壳外侧设有定位柱。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通讯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PCB板设有定位孔，所述的定位

柱与定位孔配合。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讯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PCB板上设有焊接孔。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讯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分离保险丝包括分离环，保

险丝座，保险丝，所述的保险丝安装在保险丝座，所述的分离环在保险丝座的一侧。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讯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弹簧按钮端子包括按钮，弹片，

外框，弹片架，端子，接线孔，所述的按钮安装在外框内，所述的弹片架安装在外框内，所述

的弹片一端靠在外框上，所述的弹片另一端靠在按钮上。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通讯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器内设有热插拔机构，所

述的热插拔机构包括正极母针，正极公针，负极母针，负极公针，所述的正极母针和正极公

针连接，所述的负极母针，负极公针连接，所述的负极公针与保险丝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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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讯连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通讯连接器。

背景技术

[0002] 互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对网络传输速度也要求越来越快，目前各国都在大力投

入研发5G通讯技术，对于与之配套的连接器，新技术希望连接器的产品体积更小，更方便现

场接线，且能适用于户外的天气环境(防水)，有过流保护等新特点。目前市面上的现有产品

都是仅适合室内或箱体内部环境使用，不能满足要求，急需开发一款能满足客户要求的新

通讯连接器。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通讯连接器。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通讯连接器，包括线缆，连接器，所述的线缆插入连接器内，所述的连接器中

部设有安装面板上，所述的连接器安装在PCB板上，所述的连接器包括插头机构，可分离保

险丝，弹簧按钮端子，插座机构，所述的插头机构与弹簧按钮端子连接，所述的弹簧按钮端

子与插座机构连接，所述的可分离保险丝安装在插座机构内，所述的插座机构安装在PCB板

上，所述的插头机构包括线缆密封环，线缆锁紧环，连接堵头，连接卡扣，插头外壳，所述的

线缆密封环套在线缆上，所述的线缆锁紧环套在连接堵头上，所述的连接堵头另一端与连

接卡扣连接，所述的插座机构包括插座外壳和防呆键位，所述的插座外壳安装在防呆键位

上，所述的插座外壳上设有凹槽，所述的连接卡扣一端卡入凹槽。

[0006]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的线缆锁紧环与线缆密封环为螺纹连接。

[0007]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的连接卡扣一端设有橡胶卡勾，所述的橡胶卡勾与凹槽配合。

[0008]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的插座外壳与连接卡扣之间设有连接密封圈，所述的连接堵

头与插头外壳之间设有堵头密封圈，所述的安装面板与插座机构之间设有平垫片。

[0009]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的插座外壳外侧设有定位柱。

[0010]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的PCB板设有定位孔，所述的定位柱与定位孔配合。

[0011]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的PCB板上设有焊接孔。

[0012]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的可分离保险丝包括分离环，保险丝座，保险丝，所述的保险

丝安装在保险丝座，所述的分离环在保险丝座的一侧。

[0013]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的弹簧按钮端子包括按钮，弹片，外框，弹片架，端子，接线孔，

所述的按钮安装在外框内，所述的弹片架安装在外框内，所述的弹片一端靠在外框上，所述

的弹片另一端靠在按钮上。

[0014]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的连接器内设有热插拔机构，所述的热插拔机构包括正极母

针，正极公针，负极母针，负极公针，所述的正极母针和正极公针连接，所述的负极母针，负

极公针连接，所述的负极公针与保险丝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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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通讯连接器的设置，装配

更方便，体积更小，实现了防水适用于5G通讯。

[0016] 同时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一种通讯连接器的轴视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一种通讯连接器的结构视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一种通讯连接器的正剖视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一种通讯连接器的弹簧按钮端子局部剖视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一种通讯连接器的可分离保险丝的局部视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一种可分离保险丝的PCB板的局部视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一种可分离保险丝的橡胶卡勾的局部视图。

[0024] 图中：1、线缆，2、连接器，21、插头机构，211、线缆密封环，212、线缆锁紧环，213、连

接堵头，214、连接卡扣，2141、橡胶卡勾，215、插头外壳，216、定位柱，22、可分离保险丝，

221、分离环，222、保险丝座，223、保险丝，23、弹簧按钮端子，231、按钮，232、弹片，233、外

框，234、弹片架，235、端子，236、接线孔，24、插座机构，241、插座外壳，2411、凹槽，242、防呆

键位，25、连接密封圈，26、堵头密封圈，27、平垫片，3、安装面板，4、PCB板，5、热插拔机构，

51、正极母针，52、正极公针，53、负极母针，54、负极公针。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实施例：

[0026] 如图1‑7所示，一种通讯连接器，包括线缆1，连接器2，所述的线缆1插入连接器2

内，所述的连接器2中部设有安装面板3上，所述的连接器2安装在PCB板4上，所述的连接器2

包括插头机构21，可分离保险丝22，弹簧按钮端子23，插座机构24，所述的插头机构21与弹

簧按钮端子23连接，所述的弹簧按钮端子23与插座机构24连接，所述的可分离保险丝22安

装在插座机构24内，所述的插座机构24安装在PCB板4上，所述的插头机构21包括线缆密封

环211，线缆锁紧环212，连接堵头213，连接卡扣214，插头外壳215，所述的线缆密封环211套

在线缆1上，所述的线缆锁紧环套212在连接堵头213上，所述的连接堵头213另一端与连接

卡扣214连接，所述的插座机构24包括插座外壳241和防呆键位242，所述的插座外壳241安

装在防呆键位242上，所述的插座外壳241上设有凹槽2411，所述的连接卡扣214一端卡入凹

槽2144。

[0027] 进一步的，所述的线缆锁紧环212与线缆密封环211为螺纹连接，通过螺纹连接，实

现了密封和防水。

[0028] 进一步的，所述的连接卡扣214一端设有橡胶卡勾2141，所述的橡胶卡勾2141与凹

槽2411配合，通过橡胶卡勾2141与凹槽2411的配合，实现了锁紧，方便了安装。

[0029] 进一步的，所述的插座外壳241与连接卡扣214之间设有连接密封圈25，所述的连

接堵头213与插头外壳215之间设有堵头密封圈26，所述的安装面板3与插座机构24之间设

有平垫片27，通过连接密封圈25，堵头密封圈26，平垫片27三个密封装置，确保了连接的防

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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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进一步的，所述的插座外壳215外侧设有定位柱216。

[0031] 进一步的，所述的PCB板4设有定位孔41，所述的定位柱216与定位孔41配合，所述

的PCB板4上设有焊接孔42，通过连接柱216，实现了PCB板4与插座外壳215定位，同时也方便

了焊接。

[0032] 进一步的，所述的可分离保险丝22包括分离环221，保险丝座222，保险丝223，所述

的保险丝223安装在保险丝座222，所述的分离环221在保险丝座222的一侧，通过可分离保

险丝22的设置，方便了保险丝223的安装和拆卸。

[0033] 进一步的，所述的弹簧按钮端子23包括按钮231，弹片232，外框233，弹片架234，端

子235，接线孔236，所述的按钮231安装在外框233内，所述的弹片架234安装在外框233内，

所述的弹片232一端靠在外框233上，所述的弹片232另一端靠在按钮231上，用工具将按钮

231向内推，按钮231会推动弹片232弹起，漏出接线孔236，将前端已去除绝缘皮的线缆1推

入接线孔236，松开按钮231，弹片232即可将线缆1压紧在端子235上，方便了线缆1的连接。

[0034] 进一步的，所述的连接器2内设有热插拔机构5，所述的热插拔机构5包括正极母针

51，正极公针52，负极母针53，负极公针54，所述的正极母针51和正极公针52连接，所述的负

极母针53，负极公针54连接，所述的负极公针54与保险丝223连接，由于负极公针52较长，负

极母针53长度相同，当连接器2插合过程中，负极母针53，负极公针54接触到的时候正极母

针51，正极公针52还没有接触到；当连接器2的插头机构21拔出时，负极母针53，负极公针54

会比正极母针51和正极公针52后断开，这样可以对电路起到保护做作用，可以在没有断电

情况下也可以作业，即支持带电插拔，同时保险丝223与负极公针54的连接也实现了电路的

保护。

[0035] 本发明中，连接器2插合时，插头机构21向右移动，插座外壳241推动塑胶卡勾2141

向上抬起，直至2141落入插座外壳241的凹槽2411中；插头机构21同时无法向前推入，连接

器2处于完全插合状态，解锁时，插头机构21向左移动，插头外壳241推动塑胶卡勾2141向上

抬起，直至塑胶卡勾2141底部脱离插座外壳241的凹槽2411，继续让插头机构21向左移动，

直至插头机构21和插座机构24完全分离，通过插头机构21内部自带橡胶卡勾2141在插拔受

力过程中的弯曲变形来实现卡住与解锁，橡胶卡勾2141和连接器外壳是一体的，实现了方

便快捷的解锁和连接方式。

[0036] 本发明中在连接器2内部塑胶中增加了一套独立的按压弹簧机构来实现(a.将去

除绝缘皮后的线缆1导体插入接线孔236时，铜丝会将挡住接线孔236的弹片232弹起，插入

到位后弹片232的弹力会将铜丝紧紧的压在端子235上;

[0037]   b.在按压接线孔236上方的按钮231时，按钮231会推动后部的弹片232抬起,铜丝

和端子235之间失去压接力,铜丝即可从接线孔236中拔出.)，实现无铆压的接线方式。

[0038]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通讯连接器的设置，装配

更方便，体积更小，实现了防水适用于5G通讯。

[0039]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最佳实施方式，任何人应该得知在本发明的启示下做出的结

构变化，凡是与本发明具有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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