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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来将混合干线电缆连接到一个或更

多个跳线电缆的装置，该装置包括：罩壳，所述罩

壳具有两个相对的端壁和两个相对的侧壁；电力

连接器，所述电力连接器安装到第一端壁；光纤

连接器，所述光纤连接器安装到所述第一端壁；

和多个混合介质连接器，所述多个混合介质连接

器安装到第一侧壁。所述电力连接器电连接到所

述多个混合介质连接器，并且所述光纤连接器光

学地连接到所述多个混合介质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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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来将混合干线电缆连接到一个或更多个跳线电缆的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罩壳，所述罩壳具有相对的第一端壁和第二端壁、相对的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以及前

壁和后壁，所述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基本上是平面的，所述前壁和后壁彼此平行；

进入第一端壁的混合电缆，所述混合电缆具有一个或更多个导体和多个光纤；和

多个第一混合介质连接器，所述多个第一混合介质连接器安装到第一侧壁，其中所述

多个第一混合介质连接器中的每一个包括用于电连接的端口和用于光连接的端口；

多个第二混合介质连接器，所述多个第二混合介质连接器安装到所述第二侧壁，其中，

所述多个第二混合介质连接器中的每一个包括用于电连接的端口和用于光连接的端口；

其中，所述混合电缆的导体电连接到所述多个第一混合介质连接器和多个第二混合介

质连接器中的相应的混合介质连接器，并且其中所述多个光纤的每一个光学地连接到所述

多个第一混合介质连接器和多个第二混合介质连接器中的相应的混合介质连接器；

其中，所述多个第一混合介质连接器的各端口被取向成从垂直于所述第一侧壁的第一

方向接纳跳线电缆，并且所述多个第二混合介质连接器的各端口被取向成从垂直于所述第

二侧壁的第二方向接纳跳线电缆，所述第一方向与所述第二方向相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还包括紧固构件，所述紧固构件安装成邻近所述罩壳的

第二端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第二端壁包括第一顶篷，所述第一顶篷悬于所述

第一侧壁之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二端壁还包括第二顶篷，所述第二顶篷悬

于所述第二侧壁之上。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一顶篷包括紧固构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第二端壁是弧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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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分配混合电缆和从干线电缆过渡到跳线电缆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一般涉及电力和信号分配，并且更具体地涉及从混合电缆的分配。

背景技术

[0002] 用来在无线基础设施中输送电力和数据的技术的最新发展使用混合电缆，其中术

语“混合电缆”意指包括电力导体和一个或更多个光纤缆线或电缆的电缆。示例性混合电缆

是从CommSeope公司(伊利诺斯州乔利埃特市)可获得的HFF电缆。与基于RF的系统不同，单

个混合干线电缆可以用于为多个部分提供电力，因此消除RF电缆的多次运行。然而，为了使

用单个混合干线电缆，在一些点，干线电缆必须过渡到混合跳线电缆。典型地，这些被分布

在罩壳内，该罩壳将干线连接器规格过渡到跳线连接器规格并且将干线中的光纤连接到跳

线电缆中的光纤。目前，过渡通过在该罩壳内形成连接被实现，该连接要求打开该罩壳，电

缆被供给/配合到该罩壳，并且形成电力和光纤连接，全部在现场(例如，在远程射频单元

(RRU)附近的蜂窝站的顶部上)。对于安装者来说，这种做法可能产生许多问题，包括时间、

安全、连接错误(诸如松弛的电力连接和/或差的光纤清洁)和连接器损坏的更大可能性。

发明内容

[0003] 作为第一方面，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一种用来将混合干线电缆连接到一个或更多

个跳线电缆的装置。该装置包括：罩壳，所述罩壳具有两个相对的端壁和两个相对的侧壁；

电力连接器，所述电力连接器安装到第一端壁；光纤连接器，所述光纤连接器安装到所述第

一端壁；和多个混合介质连接器，所述多个混合介质连接器安装到第一侧壁。所述电力连接

器电连接到所述多个混合介质连接器，并且所述光纤连接器光学地连接到所述多个混合介

质连接器。

[0004] 作为第二方面，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一种用来将混合干线电缆连接到一个或更多

个跳线电缆的装置，该装置包括：罩壳，所述罩壳具有两个相对的端壁和两个相对的侧壁；

进入第一端壁的混合电缆，所述混合电缆具有一个或更多个导体和多个光纤；和多个混合

介质连接器，所述多个混合介质连接器安装到第一侧壁。所述混合电缆的连接器电连接到

所述多个混合介质连接器，并且其中所述多个光纤的每一个光学地连接到所述多个混合介

质连接器中的相应的混合介质连接器。

附图说明

[0005]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来将混合电缆的光纤和电力导体连接到跳线电缆

的装置的前视透视图。

[0006] 图2是图1的装置的后视透视图。

[0007] 图3是根据本发明的另外实施例的用来将混合电缆的光纤和电力导体连接到跳线

电缆的装置的前视透视图。

[0008] 图4是图3的装置的后视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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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另外实施例的用来将混合电缆的光纤和电力导体连接到跳线

电缆的装置的右前透视图。

[0010] 图6是图5的装置的左前透视图。

[0011] 图7是根据本发明的另外实施例的用来将混合电缆的光纤和电力导体连接到跳线

电缆的装置的右侧透视图。

[0012] 图8是图7的装置的左侧透视图。

[0013] 图9是图7的装置的端视透视图。

[0014] 图10是根据本发明的另外实施例的用来将混合电缆的光纤和电力导体连接到跳

线电缆的装置的左前透视图。

[0015] 图11是图10的装置的顶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发明参考附图被描述，在该附图中示出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然而，本发明可以

实施为许多不同形式并且不应当被解释为限于这里描绘且描述的实施例；更确切地说，提

供这些实施例使得本公开将彻底且完整，并且将完全传达本发明的范围到本领域技术人

员。也将理解，这里公开的实施例可以以任何方式和/或组合被组合以提供许多另外的实施

例。

[0017] 除非被另外限定，本公开中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的

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相同的含义。下面的描述中使用的术语仅用于描述特别实施例

的目的并且不意图是本发明的限制。如本公开中使用的，单数形式“一”，“一个”和“该”意图

也包括复数形式，除非上下文另外清楚地指示。也将理解，当元件(例如，装置，电路等等)被

称为“连接”或“联接”到另一元件时，它可以直接地连接或联接到其它元件，或者可以存在

中介元件。相比之下，当元件被称为“直接连接”或“直接联接”到另一元件时，不存在中介元

件。

[0018] 现在参考图，用来互连混合干线电缆与跳线电缆的装置在图1和2中被示出并且以

10概括地指示。该装置10包括外部罩壳12(典型地由热塑性塑料形成)，该外部罩壳包括外

壳14和盖子16。该外壳14包括底板(在图1和2中不可见)，相对的端壁18、20，直的侧壁22和

台阶状侧壁24。台阶状侧壁24包括四个安装面板26，该四个安装面板的每一个相对于端壁

18、20以倾斜角度(典型地在大约45和70度之间)被布置。相应的汇合的侧壁22、24和端壁

18、20之间的角部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是有斜面的。盖子16被构造用来配合在外壳14上并且

搁置在外壳14上，并且可以通过螺钉或其它紧固件、粘合剂或类似物附接到其上。本领域技

术人员将理解，该罩壳可以具有其它构造，诸如裂开的“蛤壳”或类似物。

[0019] 电力连接器28(诸如具有针和插孔构造的连接器)被安装在端壁18上。电力连接器

28被构造用来接收配合连接器，该配合连接器附接到混合电缆的电力导体的端部。类似地，

光纤连接器30(诸如MPO连接器)被安装在邻近电力连接器28的端壁18上。光纤连接器30被

构造用来接收配合连接器，该配合连接器附接到混合电缆的光纤连接器的端部。电接地点

32也被安装在端壁18上。

[0020] 四个混合介质连接器34被安装在台阶状侧壁24上，安装面板26的每一个上有一

个。该混合介质连接器34被构造用来接收用于跳线电缆的连接器，诸如LC连接器和电力针。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5900295 B

4



该混合介质连接器34通过已知方法电连接到电力连接器28且光学地连接到光纤连接器30，

该已知方法诸如被存储在罩壳12内的光纤展开单元和电力导体分支单元。

[0021] 该装置10的效用可以从随后的讨论被理解。用来在无线基础设施中输送电力和数

据的技术的最新发展使用如上所述的混合电缆。与基于RF的系统不同，单个混合干线电缆

可以用于为多个部分提供电力，因此消除RF电缆的多次运行。然而，为了使用单个混合干线

电缆，在一些点，干线电缆必须过渡到混合跳线电缆。典型地，这些被分布在罩壳内，该罩壳

将干线导体规格过渡到跳线导体规格并且将干线中的光纤连接到跳线电缆中的光纤。目

前，过渡通过在该罩壳内形成连接被实现，该连接要求打开该罩壳，电缆被供给/配合到该

罩壳，并且形成电力和光纤连接，全部在现场(例如，在远程射频单元(RRU)附近的蜂窝站的

顶部上)。对于安装者来说，这种做法可能产生许多问题，包括时间、安全、连接错误(诸如松

弛的电力连接和/或差的光纤清洁)以及连接器损坏的更大可能性。

[0022] 该装置10的使用可以减少或消除这些问题。该装置10可以允许混合干线和跳线电

缆连接到罩壳12的外部。用于跳线的混合介质连接器可以使用LC光纤连接器和电力针实现

为每一个跳线形成单个连接。在与干线连接器28、30配对的情况下，这允许从不需要被打开

的完全连接的罩壳12。而且，通过与配合两个连接器一样简单的配合而不是应付现行的铜

和LC连接器它们自身，现场安装时间可以大大减小，并且差的连接和在塔顶上做复杂任务

的任何危险可以被消除。而且，部件(干线、罩壳和跳线电缆)可以被容易地换出。

[0023] 多个特征应当被强调。用于每一个跳线的单个混合介质连接器34可以允许罩壳12

的厚度(即，底板和盖子16之间的距离)相对小。使混合介质连接器34相对于端壁18、20倾斜

地成角度允许罩壳12在侧壁22、24之间窄得多，同时仍然保证水将不聚集在跳线连接器密

封件处。混合介质连接器34的成角度的取向也允许跳线电缆更容易地按路线到达RRU。此

外，这种设计也通过产生4RRU单元利用其形状和内部空间以便路线安排，该4RRU单元可以

与其自身的镜像变体配对(即，直的侧壁22背对背配对)以产生复杂的8RRU单元，同时仍然

占据很小的(并且宝贵的)塔空间。这可能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使用户能够扩展其容量而

不显著增加过渡罩壳占地面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不管该罩壳安装到在其上租用空间的

塔还是安装在上部结构上的有限空间内。

[0024] 现在参考图3和4，根据本发明的替代实施例的以110概括地指示的另一装置在这

里被示出。该装置110类似于装置10之处在于：(a)它包括成角度的安装面板126，该成角度

的安装面板允许更窄的设计；(b)它可以与镜像姐妹罩壳配对以在节省空间的同时扩展容

量；和(c)它使用混合介质跳线连接器134。然而，取代具有干线连接器28、30，干线电缆(未

示出)通过安装到端壁118的压盖130和固定机构(诸如软管夹子)、环氧树脂连接点或另一

附接方法被集成到罩壳112中。干线电缆的导体和光纤可以直接附接到罩壳112内的混合介

质连接器。虽然这种构造排除分离地换出干线电缆或罩壳的选择，但它可以降低成本。另

外，由于该系统中的降低的昂贵连接成本和至少较少的连接点，诸如这个的集成方案可以

降低成本。由于较少的端点和连接点，光纤性能也可以被改善。

[0025] 通过这种构造，干线电缆可以在附接罩壳112的情况下被拉上该塔。这可以消除在

位于塔的顶部上时连接干线电缆的需要，仅留下跳线电缆将通过混合介质连接器134被连

接。

[0026] 为了促进安装，罩壳112的设计可以与罩壳12的设计略微不同。例如，它可以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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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窄以帮助与干线电缆一起将它向上拉到塔顶部(较窄的罩壳112也可以减小风载荷)。边

缘可以是圆的并且端壁120可以是弯曲的(或者甚至圆顶状的)以防止绊住物体。

[0027] 为了在干线拉动期间保持该罩壳竖立，紧固构件可以安装在端壁120上或附近；例

子包括连接到罩壳112的顶部处的两个盖螺钉的电缆；或者端壁120或盖子116中的成型的

钩/环。这种紧固构件可以在拉动期间维持该装置110竖立以防止干线-罩壳连接和其中的

接线上的更大应变。在其它实施例中，紧固构件可以安装在其它部位中。

[0028] 现在参考图5和6，根据本发明的替代实施例的以210概括地指示的另一装置(在这

里被示出。该装置210包括外部罩壳212(典型地由热塑性塑料形成)，该外部罩壳包括外壳

214和盖子216。该外壳214包括底板(在图5和6中不可见)，直的端壁218，弧形端壁220，和直

的侧壁222、224。汇合的侧壁222、224和端壁218之间的角部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是有斜面的。

顶篷228离开侧壁224和弧形端壁220突出并且悬于侧壁224之上。盖子216被构造用来配合

在外壳214上并且搁置在外壳14上，并且可以通过螺钉或其它紧固件、粘合剂或类似物附接

到其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解，该罩壳可以具有其它构造，诸如裂开的蛤壳或类似物。

[0029] 如在图3和4中示出的实施例中，干线电缆240通过安装到端壁218的压盖230和固

定机构(诸如软管夹子)、环氧树脂连接点或另一附接方法集成到罩壳212中。四个混合介质

连接器234安装在侧壁224上。在安装期间在干线电缆240被拉上天线塔或用于安装的其它

结构时，顶篷228的存在可以防止混合介质连接器234损坏；因为该装置210被维持在竖立位

置中(即，弧形端壁220向上面向)，由顶篷228提供的悬突在该装置210上升时可以防止混合

介质连接器234撞击其它结构。

[0030] 显然，类似于装置10、110，该装置210也可以与镜像装置一起布置，其中每一个装

置的侧壁222相邻地面对或者甚至邻接彼此，使得两个装置用来产生“复合的”8RRU单元，同

时仍然占据很小的塔空间。

[0031] 也应当注意，该装置210可以包括电力连接器和光纤连接器(诸如在图1和2中以28

和30示出的那些)而不是压盖230。

[0032] 现在参考图7-9，图中示出以310概括地指示的另一装置。该装置310类似于图5和6

中示出的装置210，但包括两个顶篷328a、328b，该两个顶篷从弧形壁320的相对的端部延伸

以悬于相应的侧壁322、324之上。在示出的实施例中，三个混合介质连接器334a、334b安装

在两个侧壁333、324上使得顶篷328a、328b可以在安装期间保护它们，虽然在一些实施例

中，混合介质连接器也可以安装在仅仅一个侧壁322、324上。也可以包括另外的顶篷(例如，

从底板垂直地延伸)，该另外的顶篷可以保护安装到该装置310的其它壁的混合介质连接

器。

[0033] 而且，顶篷328a、328b的每一个包括作为紧固构件的相应狭槽329。该狭槽329可以

接收按路线穿过它的线材或细绳(未示出)，该线材或细绳可以用于在安装期间向上提升该

装置310。两个狭槽329的存在可以使该装置310能够在它被提升时维持竖立。在一些实施例

中，狭槽329可以省略并且该装置通过在两个顶篷328a、328b下面按路线移动绳子或细绳被

提升以将该装置维持在竖立取向中。

[0034] 类似于装置210，该装置310可以包括电力连接器和光纤连接器(诸如在图1和2中

以28和30示出的那些)而不是压盖230。

[0035] 现在参考图10和11，图中示出以410概括地指示的另一装置。该装置410非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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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装置310，例外之处是，在弧形壁420中不包括顶篷。与端壁418中的压盖430的进入点相对

的弧形壁420的存在可以促进装置410通过电缆和其它结构的提升。

[0036] 前述是本发明的说明并且将不被解释为本发明的限制。虽然已经描述本发明的示

例性实施例，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容易理解，在示例性实施例中许多修改是可能的，而不实

质上偏离本发明的新颖教导和优点。因此，所有这种修改意图被包括在如权利要求中限定

的本发明的范围内。本发明由以下权利要求限定，该权利要求的等同物将被包括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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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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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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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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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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