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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固阮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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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神同軸迂接器裝置 包括第 器件 ( 1) 、兩介金肩接共 (4-1 , 4-2 ) 、第 金肩克休 ( 5-1 ) 、第二盒肩

克休 (5-2) 、固定彈性休 ( 3) 皮一村金扁固定休 (2-1 2-2 ) 咳第一器什具有屯路基片、信弓輸入端 ( 1-1 )

信弓輸出端 ( 1-2) 和接地端 ( 1-3 ) , 第一器件奕在一村金厲固定休酌中同 其接地端勻一村金肩固定休相接舢

咳固定彈仕休套在 村金屑固定休的外部 咳兩介金肩接共的各 自 端分別勻第 器件的倍弓輸入端利倍弓輸出端

相接舢 其各 自的另一端分別勻第一金屈克休和第二金屈亮休內的信甘端相接舢 井且咳一利 金居回定休勻第一金

肩亮休和第一合肩亮休的內休相接舢 本岌明造合各神高頻及微汲 屯路及系統 貝有安裝 便 肘于不同厚度的基

片可甲同一套同軸哇接器的特魚 。



沸明弔

T e O ve o 同抽連接器裝置

技水領域

技木領域

山 本友明涉及一神屯于及通信的同抽注接器裝置，尤其涉及一神可用于各神高頻

和微波屯路及系琉的同抽注接器裝置。

背景技水

背景技木

同抽注接器己被斤泛地用于各神射頻器件和系琉中。 尤其要制作出高精度衰喊

量、低反射系數的同抽注接器型衰喊器，村同抽注接器的內部拮枸提出丁更高

的要求。

3] 現有的同抽注接器型固定衰喊器是在同抽注接器內通泣一介空心綱柱休內安裝

一介衰喊器。 咳空心綱柱休內有兩介卡槽，通泣兩介有彈性的破綱堅片將衰喊

器 (衰喊片) 牢牢地固定在咳空心綱柱休內。

4] 力丁使衰喊器的頻段制作得更高，往往采用很薄的陶瓷基片制作衰喊器，井且

衰喊器要求井職屯阻的接地端是同一端，共地村一介衰喊器是至英重要。 現有

的同抽注接器的拮枸在安裝吋很費吋，另外 ，肖咳空心綱柱休內的兩介卡槽有

加工涅差的活，不能保征很好的接地，肖狙裝好同抽注接器型固定衰喊器后，

姪阿烙分析仗測拭后，性能不佳吋，江要拆升井取出衰喊器 (衰喊片) ，拆取

的泣程費吋，江姪常合掀杯高份的衰喊片。

5] 另外 ，使用頻段越高，要求的陶瓷基片越薄，陶瓷基片越薄，份格越貴，力丁

滿足不同頻段和不同梢吹 (份格) 需求，現有拮枸往往需要不同尺寸的空心

綱柱休內的卡槽的厚度 ，不能共用空心綱柱休和其堅片。 另外 ，不革是衰喊器

有上面所提到的河題，其它器件比如唬波器、阻抗奕化器等也有美似的河題。

肘友明的公升

技木何題

6 本友明所要解抉的技水河題在于提供一神安裝方便，不同厚度的基片可共用同



一套金屑固定休的同抽淫接器裝置。

技木解抉方案

7] 力解抉上迷技水河題，本友明所采用的技水方案是 提供一神同抽注接器裝

8] 置，其包括第一器件、兩介金屑接共、第一金屑亮休、第二金屑亮休、固定彈

性休及一村金屑固定休 咳第一器件貝有屯路基片、信青輸入端、信青輸出端

和接地端，第一器件英在一村金屑固定休的中同，其接地端勻一村金屑固定休

相接蝕 咳固定彈性休套在一村金屑固定休的外部 咳兩介金屑接共的各 自一

端分別勻第一器件的信肯輸入端和信青輸出端相接蝕 ，其各 自的另一端分別勻

第一金屑亮休和第二金屑亮休內的信青端相接蝕 井且咳一村金屑固定休勻第

一金屑亮休和第二金屑的內休相接蝕。

有益效果

9] 本友明的有益效果是 不同厚度的基片可共用同一套金屑固定休的同抽注接器

裝置。 安裝方便，井且能保征牢固接地，八而可宴現高精度、高屯乞性能的同

抽注接器裝置。 尤其活用于同抽注接器型固定衰喊器。

10] 因此本友明貝有以下伏焦

1 1] a．村不同厚度的基片可使用相同的金屑固定休，可降低器件的庫存。

12] b．安裝、拆卸方便。

13] C．尤其活用于各神頻段的衰喊器。

附團現明

14] 團1是本友明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分解拮枸示意團。

15] 團2是本友明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第一器件的一介屯路拮枸示意團。

16] 團3是本友明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一村金屑固定休的拮枸示意團。

17] 團4是本友明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固定彈性休的拮枸示意團。

18] 團5是本友明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金屑接共的拮枸示意團。

19] 團6是本友明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第一金屑亮休勻第二金屑亮休的拮枸

示意團。

20 囤7是本友明同抽淫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外班拮枸示意囤"

21] 團8是本友明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截面拮枸示意團。



22] 團9是本友明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另一宴施例中一村金屑固定休的拮枸示意團。

本岌明的宴施方式

23] 清參岡團1，它是本友明的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分解拮枸示意團。 咳裝

置包括第一器件 1、一村金屑固定休2-1和2 2、固定彈性休3、兩介金屑接共4 1

和4-2、第一金屑亮休5 1和第二金屑亮休5-2

24] 第一器件 1可以是衰喊器、唬波器、阻抗奕換器等屯于器件。 第一器件 1貝有屯

路基片、信青輸入端、信青輸出端和接地端。 兩介金屑接共4 1和4-2各 自的一端

分別注接在咳第一器件 1的信青輸入端和信青輸出端上，咳一村金屑固定休2-1和

2-2將咳第一器件 1英在中同，井且勻咳第一器件 1的接地端相接蝕 ，起到接地作

用，咳固定彈，性休3套在咳一村金屑固定休2-1和7 9的外部，起到加固作用，八

而保征牢固接地。 咳兩介金屑接共4 1和4-2各 自的另一端分別插入到咳第一、第

二金屑亮休5 1和5-2的內部空心信青域內井保持勻信青端相接蝕。 將咳第一、第

二金屑亮休5 1和5-2抒緊，使咳一村金屑固定休2-1和7 9的兩端勻其內休 (內早

休) 緊密接蝕 ，汶佯，咳同抽注接器裝置的亮休就是接地端丁。 肖然，咳一村

金屑固定休2-1和2 2勻第一、第二金屑亮休5 1和5-2內休接蝕的部位井不限于是

兩端接蝕 ，其也可以是其他部位，只要一村金屑固定休2-1和2 2勻第一、第二金

屑亮休5 1和5-2內休相接蝕 ，即可使亮休成力接地端。

25] 面村各主要部件洋綑稅明。

26] 清參岡團2，它是本友明的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第一器件 1的一介屯路拮

枸示意團。 團中所示的第一器件 1是一介衰喊器，咳衰喊器貝有信青輸入端

信青輸出端 1-2和接地端 1 3。 衰喊器有各神屯路的衰喊器，比如P 型衰喊器、T

型衰喊器、分布參數衰喊器等。 其屯路基片有陶瓷基片、PCB板基片等。 根据使

用的頻段不同，陶瓷基片的厚度有0．5 、0．38 、0．25 等。 越薄份格越貴

，越雅加工，但性能可做的更好。 咳衰喊器可以是姪高溫 (比如800度以上高溫

) 休化烷拮的厚膜衰喊器 也可以是用薄膜工芝制作的薄膜衰喊器，薄膜工

芝的衰喊器，其工作頻率更高，一般可工作在几十介G z

27] 清參岡團3 ，它是本友明的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一村金屑固定休2-1和2 2

的拮枸示意團。 咳一村金屑固定休2-1和2-2都是金屑空心固定休，其是將一介空



心圓柱休分成兩半加工而成的，咳一村金屑固定休2-1和7 9可以是村你拮枸。 咳

金屑固定休2-1和2 2內役有一介槽 (台阱) 2-3 ， 目的是便于將咳第一器件 1固定

在金屑固定休2-1和2 2中同村你位置，汶佯的好她在于可使金屑接共4 1和4-2分

別准脯地插入金屑亮休5 1和5-2的空心信青內。 肖然，槽2-3 (台阱) 厚度要

小于第一器件 1的屯路基片厚度的二分之一，否則起不到牢固接地的作用，槽2 3

(台阱) 可有可元。 咳金屑固定休2-1和7 的一端的外部役有一介台阱2-4 ， 目

的是在安裝咳固定彈性休3吋，可限制其安裝位置，此台阱2-4可有可元。 咳金屑

固定休2-1和2-2 兩端2-5和2-6分別勻金屑亮休5 1和5-2的內休 (內早休) 緊密

接蝕。 咳金屑固定休2-1和2 2只勻咳第一器件 1的接地端 1 3緊密接蝕。 咳一村金

屑固定休2-1和2 2的好她在于，它是靠將咳第一器件 1英在里面采保征勻接地端 1

3接蝕的，它不受咳第一器件 1厚度的限制，也不受加工涅差的影晌，可以很好

地保征咳金屑固定休2-1和2 2勻咳第一器件 1的接地端 1 3很好地接蝕 ，同佯一村

金屑固定休2-1和2 2可配套用于多神厚度的屯路基片，八而可降低部件的庫存量

，安裝和拆卸也方便，一般不合搞碎屯路基片。 咳金屑固定休2-1和2-2不限于是

空心圓柱休，也可以是空心方柱休或空心多角柱休分成兩半 (一村 ) 而狙成的

固定休。 咳一村金屑固定休2-1和2 2最好沅用紫綱材辰 ，因力紫綱略微見彈性，

易于接蝕 ，早屯性也好。 肖然，也可以用黃綱等其它金屑材料。

28] 清參岡團4 ，它是本友明的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固定彈性休3的拮枸示意

團。 團中的咳固定彈性休3是一介彈簍，它可將一村金屑固定休2-1和2 2緊緊地

套在一起，八而保征咳一村金屑固定休2-1和2 2勻第一器件 1的接地端 1 3緊密接

蝕。 由于彈簍的伸縮性較大，村于厚度力0．5 、0．38 n 25 的陶瓷基片

采淵，可以用同一神彈簍。 咳固定彈性休3也可以是一介彈片 (圓弧形彈片) 或

是能耐高溫的磋肢等彈性休，只要能起到加固加緊作用即可。 但彈片一般需要

升模貝，升模貝的費用很高。

29] 清參岡團5 ，它是本友明的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金屑接共4 1的拮枸示意

團。 咳金屑接共4 1的一端可以有一介槽4 3，它勻咳第一器件 1的信青端相接蝕

，汶佯可將咳金屑接共4 1焊接在第一器件 1的信青端。 肖然也可以不要咳槽4 3

，可以在咳第一器件 1的信青輸入端 1 1、信青輸出端 1-2的側面分別加上屯板 ，



靠扭緊咳第一金屑亮休5 1和第二金屑亮休5-2，保征金屑接共4 1勻第一器件 1的

屯接蝕。 肖使用頻率在几十G z以上吋，汶神接蝕型的接共方式的伉越性就非常

明見。 金屑接共4-2勻金屑接共4 1的形狀相同，此不贅迷。

30] 清參岡團6 ，它是本友明的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第一金屑亮休5 1勻第二

金屑亮休5-2的拮枸示意團。 咳第一金屑亮休5 1 有螺玟 ，勻第二金屑亮休5-2

的內螺玟相配套，可以將咳第一器件 1、咳金屑接共4 1和4-2、咳一村金屑固定

休2-1和7 9、咳固定彈，性休3緊密地安裝在其休內。

3 1] 清參岡團7 ，它是本友明的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外孤拮枸示意團。 團中

所示的是一介典型的S A型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外孤團，咳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同

抽注接器江可以是 型同抽注接器、B C型同抽注接器、 型注接器，S B型注接

器、S S A型注接器或其它美型的同抽注接器。 村于用汶些美型的同抽注接器制

作的咳同抽注接器裝置，其外部形狀不同，但內部拮枸相同。

32] 清參岡團8 ，它是本友明的同抽注接器裝置的宴施例的截面拮枸示意團。 八咳

團中，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內部拮枸。 汶里要強凋的是 通泣扭緊第一金屑亮5 1

和第二金屑亮5-2，可以使金屑固定休2-1和2 2的兩介碩端2 5 2 6分別勻咳第一

金屑亮休5 1、咳第二金屑亮5-2的內休 (內早休) 緊密接蝕 ，八而保征咳第一器

件 1的接地端 1 3勻外部信青共地。 采用上迷宴施方式，村于不同厚度的基片，可

共用同一套金屑固定休2-1和2 2的同抽注接器裝置。 安裝方便，井且能保征牢固

接地，八而可宴現高精度、高屯乞性能的同抽注接器裝置。 尤其活用于同抽注

接器型固定衰喊器。

33] 力其他的宴施方式，咳一村金屑固定休井不限于都是空心狀的，清參岡團9

，其中一介金屑固定休2 1 是空心狀的，而另一介金屑固定休2 2 的中部是宴心

的，其兩端是空心狀的。 安裝吋，第一器件 1的屯路基片勻金屑固定休2 2 的宴

心部分相貼合，汶佯，一方面可以使第一器件 1更好地接地，另一方面，江可以

通泣金屑固定休2 2 迅速地將第一器件 1斤生的熱量侍早至外界，宴現更好地散

熱 ，延弋第一器件 1的使用荐命。

34] 掠上所迷 ，本友明貝有以下伉焦

35] a．村不同厚度的基片可使用相同的金屑固定休2-1和2 2，可降低器件的庫存。



36] b．安裝、拆卸方便。

37] c．尤其活用于各神頻段的衰減器



杖利要求弔
C a 一神同抽注接器裝置，其包括第一器件、兩介金屑接共、第一金

屑亮休、第二金屑亮休、固定彈性休及一村金屑固定休，咳第一

器件貝有屯路基片、信青輸入端、信青輸出端和接地端，其特征

在于 咳第一器件英在咳一村金屑固定休的中同，其接地端勻咳

一村金屑固定休相接蝕 ，咳固定彈性休套在咳一村金屑固定休的

外部，咳兩介金屑接共的各 自一端分別勻咳第一器件的信青輸入

端和信青輸出端相接蝕 ，其各 自的另一端分別勻咳第一金屑亮休

和第二金屑亮休內的信青端相接蝕 ，井且咳一村金屑固定休勻咳

第一金屑亮休和咳第二金屑的內休相接蝕。

C a 2 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同抽注接器裝置，其特征在于 咳一村金屑

固定休都是金屑空心固定休。

C a 3 根据杖利要求2所迷的同抽注接器裝置，其特征在在 咳一村金屑

固定休狙合后是一介空心圓柱休。

C a 4 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同抽注接器裝置，其特征在于 其中一介金

屑固定休是金屑空心固定休，另一介金屑固定休的中部是宴心的

，其兩端是空心狀的，咳第一器件的屯路基片勻咳金屑固定休的

宴心部分相貼合。

C a 5 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同抽注接器裝置，其特征在于 咳第一器件

是衰喊器、唬波器或阻抗奕換器。

C a 6 根据杖利要求5所迷的同抽注接器裝置，其特征在于 咳衰喊器是

姪高溫一休烷拮的厚膜衰喊器，或薄膜衰喊器。

C a 7 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同抽注接器裝置，其特征在于 咳金屑接共

的一端役有一介用于勻咳第一器件的信青端相接蝕的槽。

C a 8 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同抽注接器裝置，其特征在于 咳兩介金屑

接共分別焊接在咳第一器件的信青輸入端和信青輸出端。

C a g 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同抽注接器裝置，其特征在于 咳第一器件

的信青輸入端、信青輸出端的側面分別役有屯板。



C a 0 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同抽注接器裝置，其特征在于 咳固定彈性

休是彈簧、彈片或耐高溫的磋肢套。

C a 1 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同抽注接器裝置，其特征在于 咳金屑固定

休的一端的外部沒有一介用于限制核固定彈性休安裝位置的台阱

C a 2 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同抽注接器裝置，其特征在于 咳同抽注接

器裝置的同抽注接器是S A型同抽注接器、 型同抽注接器、B

C型同抽注接器、 型注接器、S B型注接器或S S A型注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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