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890288.9

(22)申请日 2015.12.0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84243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6.13

(73)专利权人 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

司

地址 266100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151号

(72)发明人 崔伟　刘寅龙　潘红超　于琳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博世达专利商标代理

有限公司 11274

代理人 申健

(51)Int.Cl.

G02B 6/4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157851 U,2016.04.13,

CN 102656496 A,2012.09.05,

CN 102656496 A,2012.09.05,

US 2006128221 A1,2006.06.15,

US 2005180754 A1,2005.08.18,

CN 102830470 A,2012.12.19,

CN 103323920 A,2013.09.25,

审查员 于国良

 

(54)发明名称

一种光模块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光模块，涉及光纤通信技

术领域，可防止适配器与光口件之间产生相对移

动，保证光纤的耦合效率。本发明光模块，包括壳

体，所述壳体内设置有适配器和光学次模块，所

述适配器与所述光学次模块固定，所述壳体内还

设置有光口件，所述光口件位于所述适配器远离

所述光学次模块的一侧，所述光口件远离所述适

配器的一端设有开口；所述光口件靠近所述适配

器的端面上设置有通孔，所述适配器可穿过所述

通孔与所述光口件固定，光纤可通过所述开口伸

入所述适配器中。本发明用于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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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模块，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设置有适配器和光学次模块，所述适配器与所述

光学次模块固定，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内还设置有光口件，所述光口件位于所述适配器远

离所述光学次模块的一侧，所述光口件远离所述适配器的一端设有开口；

所述光口件靠近所述适配器的端面上设置有通孔，所述适配器可穿过所述通孔与所述

光口件固定，光纤可通过所述开口伸入所述适配器中；

所述光口件与所述壳体可拆卸连接；

所述适配器上套设有第一限位凸起和第二限位凸起，所述第一限位凸起和所述第二限

位凸起均与所述适配器固定；所述第一限位凸起和所述第二限位凸起之间形成卡槽；

所述适配器上还套设有连接件，所述连接件卡接于所述卡槽中；

当所述适配器穿过所述通孔时，所述连接件与所述光口件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包括一个带孔底板，以及固

定在所述带孔底板边缘的侧板；

所述适配器包括设置有第一限位凸起的第一段和设置有第二限位凸起的第二段，所述

第一段与所述光学次模块固定，所述第一段和所述第二段连接，使所述第一限位凸起和所

述第二限位凸起之间形成所述卡槽，所述带孔底板卡接于所述卡槽中，所述第二段可穿过

所述通孔；

当所述第二段穿过所述通孔时，所述连接件的所述侧板与所述光口件的侧面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光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的所述侧板与所述光口件的

侧面通过胶粘的方式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口件的底面上设置有第一凹槽，

所述壳体的底面上设置有第三限位凸起，所述第一凹槽与所述第三限位凸起卡接；

所述光口件的底部中远离所述适配器的一端设置有第二凹槽，所述壳体的底面上设置

有第四限位凸起，所述第四限位凸起卡接于所述第二凹槽内。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光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的所述带孔底板与所述光口

件靠近所述适配器的端面的尺寸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学次模块为长方体或棱柱。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为金属材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包括板状的上壳体和U型的下

壳体；

所述上壳体可盖合在所述下壳体上。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842438 B

2



一种光模块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纤通信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光模块。

背景技术

[0002] 在光纤通信技术中，光信号作为信息的载体，进行着高速、长时间、可靠的信息传

输。光模块的作用是光电转换，即发送端把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通过光纤传送后，接收端

再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0003] 现有技术中的光模块，包括壳体以及相互固定的适配器和光学次模块，所述适配

器和所述光学次模块卡接于所述壳体内，所述壳体内还设置有光口件，所述光口件与所述

壳体一体设计，光纤可通过所述光口件插入所述适配器内，从而使光纤中的光信号通过所

述适配器进入所述光学次模块，随后被转换成电信号，或者使所述光学次模块内的光信号

通过所述适配器进入所述光纤，随后在光纤内进行传输。

[0004] 光模块在组装时或者插入光模块笼子时壳体会发生晃动，由于所述适配器卡接于

所述壳体内，而所述光口件与所述壳体一体设计，因此，当所述壳体晃动时，所述适配器容

易相对于所述壳体移动，所述光口件却不会相对于所述壳体移动，这会造成所述适配器与

所述光口件之间产生相对移动，导致光纤的耦合效率降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光模块，可防止适配器与光口件之间产生相对移动，保

证光纤的耦合效率。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实施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光模块，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设置有适配器和光学次模块，所述适配器与所

述光学次模块固定，所述壳体内还设置有光口件，所述光口件位于所述适配器远离所述光

学次模块的一侧，所述光口件远离所述适配器的一端设有开口；所述光口件靠近所述适配

器的端面上设置有通孔，所述适配器可穿过所述通孔与所述光口件固定，光纤可通过所述

开口伸入所述适配器中。

[000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光模块在使用时，光纤可通过所述光口件的开口插入所述适

配器内，使光纤中的光信号通过所述适配器进入所述光学次模块，随后被转换成电信号，或

者使所述光学次模块内的光信号通过所述适配器进入所述光纤，随后在光纤内进行传输。

由于所述适配器可穿过所述通孔与所述光口件固定，因此，当所述壳体发生晃动时，所述适

配器和所述光口件可相对于所述壳体一同移动，或者所述适配器和所述光口件均相对于所

述壳体静止，也就是说，所述适配器与所述光口件之间不会产生相对移动，从而保证了光纤

的耦合效率。

附图说明

[000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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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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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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光模块的立体图；

[0011] 图2为图1的爆炸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光模块中光口件与光学次模块的连接示意图；

[0013] 图4为图3的爆炸图；

[0014]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光模块中光口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6]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前”、“后”、“左”、

“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

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

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7] 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或者

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

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特征。

[0018]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19] 图1至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光模块的一个具体实施例，本实施例中的光模块，包括

壳体1，壳体1内设置有适配器2和光学次模块3，适配器2与光学次模块3固定，壳体1内还设

置有光口件4，光口件4位于适配器2远离光学次模块3的一侧，光口件4远离适配器2的一端

设有开口46；光口件4靠近适配器2的端面上设置有通孔41，适配器2可穿过通孔41与光口件

4固定，光纤可通过开口46伸入适配器2中。

[0020] 光口件4一般由金属材料制作，当然也可以选用其他材料，本实施例对此不做限

定。

[0021]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光模块在使用时，光纤可通过光口件4的开口46插入适配器2

内，使光纤中的光信号通过适配器2进入光学次模块3，随后被转换成电信号，或者使光学次

模块3内的光信号通过适配器2进入所述光纤，随后在光纤内进行传输。由于适配器2可穿过

通孔41与光口件4固定，因此，当壳体1发生晃动时，适配器2和光口件4可相对于壳体1一同

移动，或者适配器2和光口件4均相对于壳体1静止，也就是说，适配器2与光口件4之间不会

产生相对移动，从而保证了光纤的耦合效率。

[0022] 光口件4可与壳体1一体成型，也可以与壳体1可拆卸连接。当光口件4与壳体1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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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时，由于壳体1的阻挡，使得光口件4周围的可操作空间较小，安装适配器2时操作不方

便；当光口件4与壳体1可拆卸连接时，可在光口件4与壳体1连接之前将适配器2与光口件4

固定，此时，光口件4周围无任何阻挡物，可操作空间较大，从而使安装适配器2时的操作更

方便，因此，本实施例中优选光口件4与壳体1可拆卸连接。进一步的，光口件4与适配器2的

固定方式有多种，例如，可以在通孔41的内表面设置内螺纹，在适配器2的外表面设置外螺

纹，从而使光口件4与适配器2通过螺纹连接；也可以在适配器2的外表面和通孔41的内表面

之间设置胶粘剂，从而使光口件4与适配器2通过胶粘剂粘接；当然，也可以使适配器2与通

孔41过盈配合，从而将光口件4与适配器2连接；本发明实施例中，光口件4与适配器2通过连

接件5进行固定，如图3和图4所示，适配器2上套设有第一限位凸起6和第二限位凸起7，第一

限位凸起6和第二限位凸起7均与适配器2固定；第一限位凸起6和第二限位凸起7之间形成

卡槽8；适配器2上还套设有连接件5，连接件5卡接于卡槽8中；当适配器2穿过通孔41时，连

接件5与光口件4固定，从而使光口件4与适配器2通过连接件5固定。

[0023] 具体的，参照图4，上述连接件5包括一个带孔底板51，以及固定在带孔底板51边缘

的侧板52；适配器2包括设置有第一限位凸起6的第一段21和设置有第二限位凸起7的第二

段22，第一限位凸起6可与第一段21一体成型，或者卡接于第一段21上，第二限位凸起7也可

与第二段22一体成型，也可以卡接于第二段22上，第一段21与光学次模块3固定，第一段21

和第二段22连接，以使第一限位凸起6和第二限位凸起7之间形成卡槽8，带孔底板51卡接于

卡槽8中，此时，连接件5与适配器2连接完成，这里的第一段21和第二段22可焊接为一体，也

可以通过螺纹连接，从而方便拆卸；第二段22可穿过通孔41，当第二段22穿过通孔41时，连

接件5的侧板52与光口件4的侧面42固定，此时，连接件5与光口件4连接完成，从而实现了光

口件4与适配器2通过连接件5的固定。

[0024] 连接件5的侧板52与光口件4的侧面42可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也可通过胶粘的方

式固定，当然也可以在光口件4的侧面42上设置螺纹孔，并在连接件5的侧板52与所述螺纹

孔对应的位置设置光孔，螺钉穿过所述光孔后与所述螺纹孔配合连接，从而将连接件5的侧

板52与光口件4的侧面42固定。相比焊接和螺钉连接，粘接操作简单方便，可降低工艺难度，

提高效率，同时可以降低成本，因此，本实施例中连接件5的侧板52与光口件4的侧面42优选

通过胶粘的方式固定。

[0025] 连接件5的带孔底板51与光口件4靠近适配器2的端面43的尺寸可以相同，当然也

可以大于或小于端面43的尺寸，为了方便连接件5的侧板52与光口件4的侧面42的固定，本

实施例中优选连接件5的带孔底板51与光口件4靠近适配器2的端面43的尺寸相同，由此，当

带孔底板51靠近该端面43时，侧板52能够与光口件4的侧面42正对，同时也能缩小侧板52与

光口件4的侧面42之间的间距，从而方便了连接件5的侧板52与光口件4的侧面42的固定。

[0026] 光口件4与壳体1的连接方式有多种，例如，光口件4可与壳体1通过螺钉连接，也可

以卡接在壳体1内。相比通过螺钉连接，光口件4卡接在壳体1内这种连接方式在安装和拆卸

时更加方便，而且拆卸后没有零件与壳体1脱离，可减少零件的遗失，因此，本实施例中优选

光口件4卡接在壳体1内。

[0027] 参照图2，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壳体1包括板状的上壳体13和U型的下壳体14；上壳体

13可盖合在下壳体14上，因此，在组装所述光模块时，可先将适配器2、光学次模块3、光口件

4以及电路板等部件均设置于下壳体14内，再盖上所述上壳体13，从而避免了上壳体13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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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造成阻挡，方便组装。

[0028] 具体的，光口件4的底面上设置有第一凹槽，壳体1的底面上设置有第三限位凸起，

所述第一凹槽与所述第三限位凸起卡接；通过所述第三限位凸起与所述第一凹槽的卡接可

防止光口件4沿光纤插入或拔出的方向移动，同时也可防止光口件4沿垂直于光纤插入或拔

出的方向左右移动，壳体1的顶面和底面可防止光口件4沿垂直于光纤插入或拔出方向上下

移动，由此，即可将光口件4均卡接于壳体1内。

[0029] 光口件4的底部中远离适配器2的一端设置有第二凹槽，壳体1的底面上设置有第

四限位凸起，所述第四限位凸起卡接于所述第二凹槽内。由于所述第四限位凸起和所述第

二凹槽卡接，因此，所述第四限位凸起和所述第二凹槽的形状相匹配，组装时可起到安装导

向的作用，方便组装。

[0030] 参照图1、图2以及图5，所述光模块包括并排设置的两个光口件4，在本发明的一种

实施例中，两个光口件4中相互靠近的两个侧面42上均设置有第一凹槽44，两个第一凹槽44

的位置相对，壳体1的底面上设置有第三限位凸起11，两个第一凹槽44均与第三限位凸起11

卡接，通过第三限位凸起11和两个第一凹槽44的卡接对两个光口件4进行限位，防止两个光

口件4沿光纤的插入或拔出方向移动，并防止左侧的光口件4向右侧移动，右侧的光口件4向

左侧移动；两个光口件4的底部中远离适配器2的一端均设置有第二凹槽45，壳体1的底面上

设置有第四限位凸起12，第四限位凸起12卡接于第二凹槽45内，通过第四限位凸起12和第

二凹槽45的卡接对两个光口件4进行限位，防止两个光口件4沿垂直于光纤的插入或拔出方

向左右移动，并防止两个光口件4沿光纤的拔出方向移动；壳体1的顶面和底面可防止两个

光口件4沿垂直于光纤的插入或拔出方向上下移动，由此，即可实现光口件4与壳体1的卡

接；

[0031] 另外，两个第一凹槽44与同一个第三限位凸起11卡接，可减少第三限位凸起11的

设置个数，降低工艺难度。

[0032] 在本发明的另一种实施例中，也可在两个光口件4的底面分别设置一个卡槽，同时

在壳体1的底面与两个所述卡槽对应的位置分别设置一个卡块，通过卡槽与卡块的卡接可

防止光口件4沿光纤插入或拔出的方向移动，同时也可防止光口件4沿垂直于光纤插入或拔

出的方向左右移动，壳体1的顶面和底面可防止光口件4沿垂直于光纤插入或拔出方向上下

移动，由此，即可将两个光口件4均卡接于壳体1内。

[0033] 在本发明的第三种实施例中，可在两个光口件4的底部中远离适配器2的一端以及

靠近适配器2的一端均设置第二凹槽45，在壳体1的底面与第二凹槽45对应的位置均设置第

四限位凸起12，第四限位凸起12卡接于第二凹槽45内，通过光口件4两端的第四限位凸起12

和第二凹槽45的卡接对两个光口件4进行限位，防止两个光口件4沿光纤的插入或拔出方向

移动，并防止两个光口件4沿垂直于光纤的插入或拔出方向左右移动；壳体1的顶面和底面

可防止两个光口件4沿垂直于光纤的插入或拔出方向上下移动，由此，也可将两个光口件4

均卡接于壳体1内。

[0034] 为了减小光学次模块3在壳体1内的晃动，参照图3和图4，光学次模块3为长方体或

棱柱，长方体和棱柱的侧面均由多个平面拼接而成，当组装光学次模块3时，长方体或棱柱

的至少一个侧面能够与壳体1的内壁贴合，从而可减小光学次模块3在壳体1内的晃动。

[0035] 上述的连接件5可以为金属材质，该金属材质能够保证光口件4与适配器2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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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例如不锈钢。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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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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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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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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