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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插头过渡连接器(102)，包括具有将第

一腔(116)与第二腔(118)分开的分隔壁(402)的

插头壳体(110)。插头壳体保持成对布置的用于

承载不同信号的插头信号触头(120)。插头信号

触头具有在所述第一腔中的用于与第一插座连

接器(104)配合的第一配合端(422)和在所述第

二腔中的用于与第二插座连接器(106)配合的第

二配合端(424)。插头壳体保持具有在相关对的

插头信号触头的至少两侧上围绕的壁(452、454、

456)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所述插头接地屏

蔽件具有在所述第一腔中的用于与第一插座连

接器配合的第一配合端(442)和在所述第二腔中

的用于与第二插座连接器配合的第二配合端

(444)。至少一个组的插头接地屏蔽件在所述插

头壳体内彼此共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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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插头过渡连接器(102)，包括插头壳体(110)，所述插头壳体具有将第一腔(116)

与第二腔(118)分开的分隔壁(402)，其特征在于：

所述插头壳体保持成对布置的用于承载差分信号的插头信号触头(120)，所述插头信

号触头具有在所述第一腔中的用于与第一插座连接器(104)配合的第一配合端(422)、和在

所述第二腔中的用于与第二插座连接器(106)配合的第二配合端(424)，所述插头壳体保持

插头接地屏蔽件(122)，所述插头接地屏蔽件具有在相关对的插头信号触头的至少两侧上

围绕的壁(452、454、456)，所述壁(452、454、456)包括底壁(454)和从底壁延伸的侧壁(452、

456)，所述插头接地屏蔽件具有在所述第一腔中的用于与第一插座连接器配合的第一配合

端(442)、和在所述第二腔中的用于与第二插座连接器配合的第二配合端(444)，所述插头

接地屏蔽件具有从所述侧壁(452、456)延伸的配合表面，其中，至少一个组的插头接地屏蔽

件经由与所述至少一个组的至少一个其他插头接地屏蔽件在所述配合表面物理接触而配

合，从而在所述插头壳体内共电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头过渡连接器，其中，所述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布置为行

(R)列(C)阵列，所述至少一个组的插头接地屏蔽件布置在所述列的第一列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插头过渡连接器，其中，除所述第一列外的其他列的每列中的

至少一些插头接地屏蔽件与相同列中的至少一些插头接地屏蔽件共电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头过渡连接器，其中，所述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布置为行

(R)列(C)阵列，所述至少一个组的插头接地屏蔽件布置在所述行的第一行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插头过渡连接器，其中，除所述第一行外的其他行的每行中的

至少一些插头接地屏蔽件与相同行中的至少一些插头接地屏蔽件共电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头过渡连接器，其中，所述至少一个组的至少一些插头接地

屏蔽件(122)具有弹性臂(480、486)，其与所述至少一个组的另一插头接地屏蔽件物理接触

而配合，从而将所述至少一个组的插头接地屏蔽件共电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头过渡连接器，其中，所述至少一个组的至少一些插头接地

屏蔽件(122)包括弹性臂(480、486)，其与所述至少一个组的另一插头接地屏蔽件的突片

(460、472)物理接触而配合，从而将所述至少一个组的插头接地屏蔽件共电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头过渡连接器，其中，所述至少一个组的至少一些插头接地

屏蔽件具有从所述底壁延伸的弹性臂(486)，其与所述至少一个组的另一插头接地屏蔽件

的侧壁的端(464、466)物理接触而配合，从而将所述至少一个组的插头接地屏蔽件共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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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电连接器系统的插头过渡连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在电连接器系统中使用的插头过渡连接器。

背景技术

[0002] 一些电气系统，例如网络交换机和具有交换能力的计算机服务器，包括在交叉连

接应用中的中间平面(midplane)的相对侧上正交定向的插座连接器。交换卡可以连接在中

间平面的一侧上，线卡可以连接在中间平面的另一侧上。线卡和交换卡通过安装在中间平

面板的相对侧上的插头连接器结合。使用中间平面电路板和插头连接器增加了电气系统的

成本和整体尺寸。一些已知的电气系统通过设计彼此直接配合的两个连接器，而取消了中

间平面和插头连接器。但是，中间平面典型地包括消除在插座连接器之间通过信号阵列时

产生的噪音的电路。例如，信号噪音可能由信号阵列通过交换卡和线卡的电气路径和/或由

信号阵列通过插座连接器的信号触头而产生。因此，这样的已知的具有直接配合到一起的

两个连接器的电气系统可能会由于没有中间平面而遭受不期望的信号噪音。

[0003] 因此，需要用于配合插座连接器、没有中间平面电路板的改进的电连接器系统。

发明内容

[0004] 根据本发明，一种插头过渡连接器，包括具有将第一腔与第二腔分开的分隔壁的

插头壳体。所述插头壳体保持成对布置的用于承载不同信号的插头信号触头。所述插头信

号触头具有在所述第一腔中的用于与第一插座连接器配合的第一配合端，和在所述第二腔

中的用于与第二插座连接器配合的第二配合端。所述插头壳体保持插头接地屏蔽件，所述

插头接地屏蔽件具有在相关对的插头信号触头的至少两侧上围绕的壁。所述插头接地屏蔽

件具有在所述第一腔中的用于与第一插座连接器配合的第一配合端，和在所述第二腔中的

用于与第二插座连接器配合的第二配合端。至少一个组的插头接地屏蔽件在所述插头壳体

内彼此共电位。

附图说明

[0005] 图1是电连接器系统的实施例的透视图。

[0006] 图2是图1中示出的电连接器系统的第一插座连接器的实施例的正面局部分解透

视图。

[0007] 图3是图1中示出的电连接器系统的第二插座连接器的实施例的一部分的正面透

视图。

[0008] 图4是图1中示出的电连接器系统的插头过渡连接器的实施例的透视图。

[0009] 图5是图4中示出的插头过渡连接器的放大局部分解透视图。

[0010] 图6是图4和图5中示出的插头过渡连接器的插头接地屏蔽件的实施例的透视图。

[0011] 图7是图6中示出的插头接地屏蔽件的另一透视图，其在与图6相比不同的方向上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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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图8是图4和图5中示出的插头过渡连接器的透视图，其示出了插头过渡连接器的

横截面。

[0013] 图9是在图4、图5和图8中示出的插头过渡连接器的一部分的正视图。

[0014] 图10是在图4、图5、图8和图9中示出的插头过渡连接器的透视图，其示出了插头过

渡连接器的另一横截面。

[0015] 图11示出图4、图5、图8-10中示出的插头过渡连接器，其准备与图2中示出的第一

插座连接器配合。

[0016] 图12示出图4、图5、图8-10中示出的插头过渡连接器的正面透视图，其耦合到图2

中示出的第一插座连接器以形成插头组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图1是电连接器系统100的实施例的透视图。电连接器系统100包括插头过渡连接

器102，配置为耦合到插头过渡连接器102一侧的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和配置为连接到插头

过渡连接器102另一侧的第二插座连接器106。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用于将第一插座连接器

104和第二插座连接器106电连接到一起。可选地，第一插座连接器104是子卡部分，第二插

座连接器106是底板部分或者形成为底板的一部分，反之亦然。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和/或第

二插座连接器106可以是线卡部分和/或交换卡部分，和/或形成线卡和/或交换卡的一部

分。

[0018] 插头过渡连接器102与两个插座连接器104和106形成直接电连接，而不需要中间

平面电路板(未示出)。插头过渡连接器102是能够将两个插座连接器104和106电互连的单

个连接器。每个插座连接器104和106可以是任何类型的插座连接器，例如但不限于STRADA

耳语插座(whisper  receptacle)连接器，它可以在市场上从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的泰科

电子公司(TE  Connectivity)获得。插头过渡连接器102允许插座连接器104和106之间方便

的电连接，而具有很少的部件并且不需要中间平面电路板。

[0019] 如下所述地，插头过渡连接器102包括插头接地屏蔽件122。至少一些(例如一组，

将如下所述)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在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插头壳体110(在下面描述)内

彼此共电位。在插头壳体110内至少一些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共电位可以提供将插座连接

器104和106配合到一起的电连接器系统100，而不需要中间平面电路板，却可如同存在中间

平面电路板一样电气地运转。

[0020] 在示例性实施例中，插头过渡连接器102可以耦合到一个插座连接器(例如第一插

座连接器104)，以改变提供给另一插座连接器(例如第二插座连接器106)的配合接口。例

如，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可以具有触头，每个触头具有插座型配合端，例如但不限于限定插

座的裂隙梁(split  beam)型触头。第二插座连接器106可以具有与第一插座连接器104类似

或一样的触头，例如但不限于限定插座的裂隙梁型触头。插座连接器104和106具有配合接

口，其不允许两者之间直接配合；然而，插头过渡连接器102能够与第一插座连接器104直接

配合，并且能够与第二插座连接器106直接配合。插头过渡连接器102是便于插座连接器104

和106电互连的适配器。例如，插头过渡连接器102可以在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两个配合接

口上都包括引脚型触头，该触头能够与插座连接器104和106的插座型触头配合。在这样的

示例中，将插头过渡连接器102安装到第一插座连接器104改变了提供给第二插座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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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的配合接口，从插座触头型接口改变为引脚触头型接口。因此，插头过渡连接器102限定

了适配器，其改变用于插座连接器104的用于与另一连接器配合的配合接口，所述另一连接

器例如是原本不能与插座连接器104直接配合的插座连接器106。

[0021] 插头过渡连接器102包括具有第一端112和第二端114的插头壳体110。插头壳体

110在第一端112限定第一腔体116(在图4和图5中可见)，在第二端114限定第二腔体118。在

示例性实施例中，第一腔体116容纳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并且第二腔体118容纳第二插座连

接器106。插头过渡连接器102包括由插头壳体110保持的插头信号触头120，和由插头壳体

110保持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插头信号触头120布置在两个腔体116和118中，用于与第一

插座连接器104和第二插座连接器106配合。可选地，插头信号触头120可以成对地布置以承

载不同的信号。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布置在两个腔体116和118中，用于与两个插座连接器

104和106配合。插头接地屏蔽件122为插头信号触头120提供电屏蔽。

[0022] 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插头信号触头120在两个腔体116和118中具有一样的引脚，从

而允许第一插座连接器104载入第一腔体116或第二腔体118中。类似地，第二插座连接器

106可以载入第一腔体116或第二腔体118中。可选地，同样的插座连接器可以载入两个腔体

116和118中，以由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电连接。例如，与第一插座连接器104一样的两个插座

连接器(可以称为“行成对”插座连接器)可以插入腔体116和118中。可替代地，与第二插座

连接器106一样的两个插座连接器(可以称为“列成对”插座连接器)可以插入腔体116和118

中。插头过渡连接器102能够将任何一种类型的插座连接器104或106容纳在腔体116或腔体

118中。

[0023] 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每个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在外围围绕相关的一对插头信号触

头120。此外，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示出的实施例是C形的，覆盖相关的一对插头信号触头

120的三个侧面。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一侧是开口的。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每个插头接地屏

蔽件122具有开口底部，在开口底部下方的相邻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提供越过开口底部的

屏蔽。因此，每对插头信号触头120在所有的四个侧面上由相关的C形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和

一对插头信号触头120下方的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围绕。这样，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协同

地为每对插头信号触头120提供圆周的电屏蔽。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将每对插头信号触头

120与每另一对插头信号触头120电屏蔽。例如，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可以跨越从任何一对插

头信号触头120到任何另一对插头信号触头120的所有直线路径，以提供越过所有直线路径

的电屏蔽。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插头接地屏蔽件122跨越完全越过相关一对中的两个插头信

号触头的顶部。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可以比至少一些已知的插头组件的单个插头接地触头

提供更好的电屏蔽。

[0024] 在一些其他的实施例中，可以提供其他类型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例如，可以使

用L形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其在相关的一对插头信号触头120的两侧上提供屏蔽，其中与其

他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协作提供在所有侧(例如，该对触头的上、下和两侧)上的电屏蔽。

在一些其他实施例中，例如，不同于成对的插头信号触头120相对的情况，插头接地屏蔽件

122可以与单独的插头信号触头120相关联。

[0025] 在第一电路板130的安装表面132上，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安装到第一电路板130。

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具有插头接口134，其配置为与插头过渡连接器102配合。第一插座连接

器104具有板接口136，其配置为安装到第一电路板130的安装表面132上。在示出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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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板接口136定向为与插头接口134垂直。当第一插座连接器104耦合到插头过渡连接器

102时，第一电路板130水平地定向，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在第一电路板130之上；然而，在其

他实施例中也可以是其他的方向。

[0026] 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包括用于保持多个第一触头模块140的第一插座壳体138。触

头模块140一般被保持为彼此平行的堆叠结构。在示出的实施例中，触头模块140通常沿着

垂直平面被定向。触头模块140保持电连接到第一电路板130的多个第一插座信号触头142

(在图2中示出)，并且限定通过第一插座连接器104的信号路径。第一插座信号触头142配置

为电连接到插头信号触头120。触头模块140可选地为插座信号触头142提供电屏蔽。可选

地，插座信号触头142可以成对地布置为承载不同的信号。触头模块140一般可以沿着板接

口136和触头接口134之间的插座信号触头142的整个长度，为每对插座信号触头142提供

360°的屏蔽。为成对的插座信号触头142提供电屏蔽的触头模块140的屏蔽结构电连接到插

头接地屏蔽件122，并且电连接到第一电路板130的接地平面。

[0027] 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插座信号触头142的配合端布置为行列阵列(包含在插座壳体

138内，因此未在图1中示出；然而，该图案从插座壳体138中的开口的布置明显可见)。每个

触头模块140中的插座信号触头142限定信号触头列。行限定为与第一电路板130的安装表

面132平行地定向。在示出的实施例中，列垂直地定向，并且行水平地定向。每对中的插座信

号触头142布置在相同的行中，且因此第一插座连接器104限定行成对(pair-in-row)插座

连接器。每个触头模块140中的插座信号触头142在相同的列中。可选地，使用包覆模制导线

框制造触头模块140，并且来自同一导线框的插座信号触头142在相同的列中。每对中的插

座信号触头142可选地布置在相同的触头模块140中。

[0028] 在第二电路板150的安装表面152上，第二插座连接器106安装到第二电路板150。

第二插座连接器106配置为耦合到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第二插座连接器106具有配置为与

插头过渡连接器102配合的插头接口154。第二插座连接器106具有配置为被安装至第二电

路板150的安装表面152的板接口156。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板接口156定向为垂直于插头接

口154。当第二插座连接器106耦合到插头过渡连接器102时，第二电路板150竖直地定向，第

二插座连接器106沿着第二电路板150的一侧；然而，在其他的实施例中也可以是其他的方

向。可选地，第二电路板150定向为垂直于第一电路板130，如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所示。

[0029] 第二插座连接器106包括用于保持多个第二触头模块160的第二插座壳体158。触

头模块160一般被保持为彼此平行的堆叠结构。在示出的实施例中，触头模块160通常沿着

水平平面被定向。触头模块160保持电连接到第二电路板150的多个插座信号触头162(在图

3中示出)，并且限定通过第二插座连接器106的信号路径。插座信号触头162配置为电连接

到插头信号触头120。在示例性实施例中，触头模块160为插座信号触头162提供电屏蔽。可

选地，插座信号触头162可以成对地布置为承载不同的信号。触头模块160一般可以基本上

沿着板接口156和插头接口154之间的插座信号触头162的整个长度，为每对插座信号触头

162提供360°的屏蔽。为成对的插座信号触头162提供电屏蔽的触头模块160的屏蔽结构电

连接到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并且电连接到第二电路板150的接地平

面。

[0030] 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插座信号触头162的配合端布置为行列阵列(包含在插座壳体

158内，因此未在图1中示出；然而，该图案从插座壳体158中的开口的布置明显可见)。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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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头模块160中的插座信号触头162限定信号触头列。行限定为与第二电路板150的安装表

面152平行地定向。在示出的实施例中，列水平地定向，并且行竖直地定向。每对中的插座信

号触头162布置在相同的行中，且因此第二插座连接器106限定列成对插座连接器。每个触

头模块160中的插座信号触头162在相同的列中。可选地，使用包覆模制导线框制造触头模

块160，并且来自同一导线框的插座信号触头162在相同的列中。可选地，每对中的插座信号

触头162布置在相同的触头模块160中。

[0031] 图2是第一插座连接器104的实施例的正面局部分解透视图。第一插座壳体138由

诸如但不限于塑料材料的介电材料制造。第一插座壳体138包括多个信号触头开口200和多

个接地触头开口202，它们是从配合端204延伸经过第一插座壳体138的贯通通道。配合端

204限定第一插座连接器104的插头接口134的一部分。

[0032] 触头模块140耦合到第一插座壳体138，以使得插座信号触头142容纳在相应的信

号触头开口200中。可选地，单个插座信号触头142容纳在每个信号触头开口200中。当插座

连接器104耦合到插头过渡连接器102时(在图1、2、11和12中示出)，信号触头开口200也可

以将相应的插头信号触头120(在图1、4、5、8和12中示出)容纳到其中。

[0033] 当插座连接器104耦合到插头过渡连接器102时，接地触头开口202将相应的插头

接地屏蔽件122(在图1、4-10和12中示出)容纳到其中。接地触头开口202容纳接地元件(例

如触头模块140的接地触头236)，其与插头接地屏蔽件122配合以将接地触头236和插头接

地屏蔽件122共电位。接地触头开口202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是C形的，以容纳C形的插头接地

屏蔽件122。接地触头开口202在其他的实施例中也可以是其他的形状，例如，当使用其他形

状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时。

[0034] 每个触头模块140包括保持框组件220的保持件210。可选地，保持件210可以是导

电的保持件以提供电屏蔽，例如由金属材料和/或金属化的塑料材料制造的保持件框组件

220包括围绕导线框232的介电框230。可选地，导线框232被冲压并形成为限定插座信号触

头142。其他的制造工艺也可以用来形成触头模块140。

[0035] 导电保持件210为插座信号触头142提供电屏蔽。导电保持件210可以包括在一些

或所有的插座信号触头142之间设置的部分以提供电屏蔽。可选地，屏蔽件234可以耦合到

保持件210。屏蔽件234包括接地触头236和接地引脚238，它们可以电端接到电路板130。

[0036] 虽然在图2中未示出，但是从图2的分解部分可以明显看出插座信号触头142具有

从介电框230前壁延伸的配合部242。配合部242配置为与相应的插头信号触头120(在图1、

4、5、8和12中示出)配合并且与其电连接。每个触头模块140中的配合部242布置成一列。配

合部242限定具有插座244的插座型配合端，插座244配置为容纳引脚型触头，例如插头信号

触头120。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每个配合部242是具有相对的梁246和248的裂隙梁型触头，该

梁限定并侧翼包围(flanking)插座244。在其他的实施例中，可以提供其他类型的配合部。

[0037] 配合部242、接地触头236和第一插座壳体138一起限定插头接口134。例如，第一插

座壳体138的外围的尺寸和形状以及配合部242和接地触头236的形状和位置限定插头接口

134。例如，配合部242具有由配合部242的相对位置限定的预定的引脚分布。插头接口134配

置为与插头过渡连接器102(在图1、4、5和8-12中示出)配合。

[0038] 插座信号触头142可选地布置为不同的对。成对的插座信号触头142布置成行，它

们将插座连接器104限定为行成对插座连接器104。导电保持件210可以设计为在各对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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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触头142之间并且在它们周围提供电屏蔽。导电保持件210可以在每对插座信号触头

142周围提供360°的屏蔽。导电保持件210提供对电磁干涉(EMI)和/或射频干扰(RFI)的屏

蔽。

[0039] 图3是第二插座连接器106的实施例的一部分的正面透视图。图3示出一个触头模

块160，其准备用于载入第二插座壳体158中。第二插座壳体158由例如但不限于塑料材料的

介电材料制造。第二插座壳体158包括多个信号触头开口300和多个接地触头开口302，它们

是从配合端304延伸经过第二插座壳体158的贯通通道。配合端304限定第二插座连接器106

的插头接口154的一部分。

[0040] 触头模块160耦合到第二插座壳体158，以使得插座信号触头162容纳在相应的信

号触头开口300中。可选地，单个插座信号触头162容纳在每个信号触头开口300中。当插座

连接器106与插头过渡连接器102配合时(在图1、4、5和8-12中示出)，信号触头开口300也可

以将相应的插头信号触头120(在图1、4、5、8和12中示出)容纳到其中。

[0041] 当插座连接器106与插头过渡连接器102配合时，接地触头开口302将相应的插头

接地屏蔽件122(在图1、4-10和12中示出)容纳到其中。接地触头开口302容纳接地元件，例

如触头模块160的接地触头336，其与插头接地屏蔽件122配合。接地触头开口302在示出的

实施例中是C形的，以容纳C形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接地触头开口302在其他的实施例中

也可以是其他的形状，例如但不限于，当使用其他形状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时。

[0042] 触头模块160包括具有插座信号触头162的框组件320。插座信号触头162成对地布

置以承载不同的信号。可选地，框组件320包括围绕插座信号触头的介电框322。介电框322

可选地在导线框上包覆模制，该导线框可选地被冲压并形成为限定插座信号触头162。

[0043] 触头模块160可以包括为插座信号触头162提供屏蔽的屏蔽件330。在示出的实施

例中，屏蔽件330的一些部分设置在成对的插座信号触头162之间，以提供相邻对插座信号

触头162之间的屏蔽。屏蔽件330在各对插座信号触头162之间并且围绕它们来提供电屏蔽。

屏蔽件330包括接地触头336，其为插座信号触头162的配合部342提供屏蔽。可选地，屏蔽件

330可以是多件式屏蔽件。例如，接地触头336可以由与屏蔽件330的基体结构机械连接且电

连接的接地棒单独地被冲压并形成。接地触头336可以沿着成对插座信号触头162的三个侧

面延伸。

[0044] 配合部342从介电框322的前壁延伸。配合部342配置为与相应的插头信号触头120

(在图1、4、5、8和12中示出)配合并电连接。每个触头模块160中的配合部342布置成列。配合

部342限定具有插座344的插座型配合端，该插座配置为容纳引脚型触头，例如插头信号触

头120。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每个配合部342是具有相对的梁346、348的裂隙梁型触头，该梁

限定并侧翼包围插座344。在其他的实施例中，可以提供其他类型的配合部。

[0045] 配合部342、接地触头336和第二插座壳体158一起限定插头接口154。例如，第二插

座壳体158的外围的尺寸和形状以及配合部342和接地触头336的形状和位置限定插头接口

154。例如，配合部342具有由配合部342的相对位置限定的预定的引脚分布。可选地，引脚可

以与由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在图1、2、11和12中示出)限定的引脚一样，以使得插座连接器

104和106可以相互交换并且配置为配合到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端112或端114(在图1、4、5

和12中示出)。

[0046] 可选地，插座信号触头162布置为不同的对。每对的两个插座信号触头162可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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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触头模块160的一部分。成对的插座信号触头162布置在由触头模块160限定的列中，

以使得插座连接器106构成列成对插座连接器106。

[0047] 图4是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实施例的透视图。图5是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放大局

部分解透视图。图5示出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一部分，示出孤接地屏蔽件(orphan  ground 

shield)400、一对插头信号触头120和准备用于载入插头壳体110中的一个插头接地屏蔽件

122。

[0048] 现在参考图4和图5，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插头壳体110由例如塑料材料的介电材

料制造。插头壳体110包括在第一腔116和第二腔118(在图1中可见)之间的分隔壁402。分隔

壁402包括容纳相应的插头信号触头120的信号触头开口404，和容纳相应的插头接地屏蔽

件122的接地屏蔽件开口406。信号触头开口404的尺寸和形状设定为将插头信号触头120保

持在其中。接地屏蔽件开口406的尺寸和形状设定为将插头接地屏蔽件122保持在其中。

[0049] 插头壳体110包括罩壁408，其从分隔壁402延伸到第一端112和第二端114。罩壁

408限定腔116和腔118。罩壁408围绕插头信号触头120和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露出部分。

插座连接器104(在图1、2、11和12中示出)和插座连接器106(在图1、3、11和12中示出)配置

为耦合到罩壁408。在配合期间，罩壁408可以将插座连接器104和106分别引导到腔116和

118中，反之亦然。

[0050] 现在单独地参考图5，在最底的一对插头信号触头120之下，孤接地屏蔽件400设置

在相应的接地屏蔽件开口406中。孤接地屏蔽件400在最底的一对插头信号触头120下面提

供屏蔽。在示出的实施例中，孤接地屏蔽件400包括单个平面壁470；然而，在其他实施例中，

孤接地屏蔽件400可以包括多个壁。

[0051] 孤接地屏蔽件400包括从壁470延伸的一个或多个可选突片472。突片472用于将孤

接地屏蔽件400停止或定位在相应的接地屏蔽件开口406中，例如来限制孤接地屏蔽件400

载入相应接地屏蔽件开口406中的量。突片472可以限定用于将孤接地屏蔽件400推入或载

入到相应的接地屏蔽件开口406中的推动表面。可选地，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在图1、2、11和

12中示出)和第二插座连接器106(在图1、3、11和12中示出)可以设置在腔116内或腔118内

的突片472的紧后侧，以例如当另一插座连接器104或106载入另一腔116或118中时，阻挡孤

接地屏蔽件400从相应的接地屏蔽件开口406被推出。

[0052] 虽然壁470示出为整体地形成单个单元结构，但是可替代地，壁470由两个或多个

单独(即分离地)形成的结构形成。

[0053] 可选地，插头信号触头120基本上彼此类似。每个插头信号触头120包括基体部分

420，它可以大约沿着插头信号触头120的长度居中。可选地，插头信号触头120是冲压形成

的触头。基体部分420配置为例如通过过盈配合，容纳在相应的信号触头开口404中并且被

保持在其中。

[0054] 插头信号触头120包括从基体部分420的一侧延伸的第一配合端422，和从基体部

分420的相对侧延伸的第二配合端424。第一配合端422配置为延伸到第一腔116中，用于与

第一插座连接器104的各信号触头142(图2)配合。第二配合端424配置为延伸到第二腔118

中，用于与第二插座连接器106的各信号触头162(图3)配合。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每个配合

端422和424限定具有大致相等的宽度和高度(分别在X方向和Y方向上限定)的引脚型触头。

[0055] 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每个配合端422和424形成为U形引脚。例如，参考第一配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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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可以以类似的方式形成第二配合端424)，引脚通过弯曲或滚轧其间具有连接段434的

上肩430和下肩432而形成。连接段434可以弯曲。在示出的实施例中，上肩430和下肩432一

般分别是平面的并且彼此平行，同时两者之间具有间隙436。在其他实施例中，肩430和432

可以是弯曲的，并且上下肩的末端可以相互抵靠，例如来形成圆形或O形的引脚，而不是在

示出的实施例中的U形的引脚。可选地，顶端438形成在第一配合端422的末端。顶端438减小

在配合期间与插座信号触头142的插桩效应(stubbing)。

[0056] 上肩430和下肩432分别可以朝向对方压缩。例如，肩430和432在容纳在其插座244

(在图2中示出)中时，可以由相应插座信号触头142(在图2中示出)的梁246和248(在图2中

示出)弹性地偏转。上肩430限定用于与插座信号触头142的上梁246配合的面向上的配合接

口。下肩432限定用于与插座信号触头142的下梁248配合的面向下的配合接口。上肩430和

下肩432都垂直于基体部分420。

[0057] 在示出的实施例中，上肩430和下肩432分别平行于第二配合端424的相应的上肩

430和下肩432。可选地，上肩430和下肩432分别与第二配合端424的上肩430和下肩432共

面。可选地，第二配合端424的肩430和432包括从其延伸的斜面440，该斜面例如在第二插座

连接器106未完全配合时用于控制阻抗。

[0058] 在插头信号触头120的示出的实施例中，每个插头信号触头120的各种结构整体地

形成为单个单元结构。可替换地，插头信号触头120的各种结构中的一个或多个(例如，第一

配合端422，第二配合端424，和/或基体部分420)单独地(即分离地)形成为与插头信号触头

120的一个或多个其他结构分开(即分离)的结构。

[0059] 图6是一个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实施例的透视图。图7是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另

一透视图，其在与图6相比不同的方向上观察。可选地，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基本上是类似

的。

[0060] 现在参考图5-7，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尺寸和形状设定为在成对的插头信号触头

120(在图6和图7中未示出)周围提供电屏蔽。每个插头接地屏蔽件122都包括第一配合端

442和相对的第二配合端444。第一配合端442配置为延伸到第一腔116(在图6和图7中未示

出)中，用于与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在图1、2、11和12中示出)的接地触头236(在图2中示出)

配合，而第二配合端444配置为延伸到第二腔118(在图1、4、5和12中示出)中，用于与第二插

座连接器106(在图1、3、11和12中示出)的接地触头336(在图3中示出)配合，反之亦然。

[0061] 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插头接地屏蔽件122是C形的，并且在成对插头信号触头120的

三个侧面上提供屏蔽。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具有多个壁，即三个平面壁

452、454、456。壁452、454、456可以整体地形成为单个单元结构，或可替代地，一个或多个壁

452、454和/或456可以是单独(即分离)形成的结构。壁454限定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底壁

或顶壁。壁452和456限定从底壁454延伸的侧壁。可选择地，侧壁452和/或456基本垂直于底

壁454，如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所示(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以设置其他的角度，例如倾斜角

度)。在示出的实施例中，在侧壁452和456之间，每个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底部是开口的。

与另一对插头信号触头120关联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或孤接地屏蔽件400(在图6和图8中

未示出)沿着开口的第四侧提供屏蔽，以使得在相同的列C(如下所述，在图6和图7中未示

出)和相同的行R(如下所述，在图6和图7中未示出)中，该对插头信号触头120中的每个触头

与每个相邻对相互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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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在其他实施例中，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可以具有其他的配置、尺寸、形状等。在其他

实施例中，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可以具有更多或更少(即任何数量)的壁。插头接地屏蔽件

122的壁可以是弯曲或成角度的，而不是平面的。在一些其他的实施例中，插头接地屏蔽件

122可以为单个插头信号触头120或具有多于两个的插头信号触头120的触头组提供屏蔽。

[0063] 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包括形成在壁452、454、和/或456中的一个或多个干涉块462。

例如在接地屏蔽件开口406(在图6和图7中未示出)的内侧，干涉块462接合插头壳体110(在

图6和图7中未示出)，以通过过盈配合将插头接地屏蔽件122保持在接地屏蔽件开口406中。

[0064] 在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示出的实施例中，每个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各种结构

(例如，第一配合端442，第二配合端444，侧壁452，底壁454，和/或侧壁456)整体地形成为单

个单元结构。可替代地，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各种结构中的一个或多个单独地(即分离地)

形成为与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一个或多个其他结构独立(即分离)的结构。

[0065] 图8是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透视图，其示出了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横截面。插头

接地屏蔽件122可选地在插头信号触头120的整个长度上延伸，从第一配合端422的顶端到

第二配合端424的顶端，如在图8中所示。可选地，由于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在图1、2、11和12

中示出)或第二插座连接器106(在图1、2、11和12中示出)牢固地耦合到插头过渡连接器102

以作为插头组件500(在图12中示出，并且将在下面关于图12进行描述)，插头信号触头120

的第一配合端422和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第一配合端442没有如同第二配合端424和444一

样的相同的配合和不配合的需求以及内置公差(built-in  tolerances)。这样，插头信号触

头120的第一配合端422可以比插头信号触头120的第二配合端424短，插头接地屏蔽件122

的第一配合端442可以比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第二配合端444短，这可以使得用于制造(即

制作)电连接器系统100(在图1、11和12中示出)的材料量减少。电镀(例如镀金)的量可以减

少。电气插桩(electrical  stub)的量可以减少。

[0066] 再次参考图4，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插头信号触头120的第一配合端422以行R和列C

的阵列布置在腔116中。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每对中的插头信号触头120布置在相同的列C。

插头信号触头120的第二配合端424(图5)以与在图4中示出的关于第一配合端422的上述布

置基本上类似(例如，相同，匹配，镜向，等)的方式，以行R和列C的阵列布置在腔118(在图1、

4、5和12中示出)中。

[0067] 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第一配合端442(图5)以行R和列C的阵

列布置在腔116中。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第二配合端444以与在图4中示出的关于第一配合

端442的上述布置基本上类似(例如，相同，匹配，镜向，等)的方式，以行R和列C的阵列布置

在腔118中。

[0068] 虽然示出十行R，但是插头过渡连接器102可以包括与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和第二

插座连接器106(图1)的行数量相对应的任何数量的行R。虽然示出六列C，但是插头过渡连

接器102可以包括与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和第二插座连接器106(图1)的列数量相对应的任

何数量的列C。每行R在此可以被称为“第一”行和/或“其他”行。每列C在此可以被称为“第

一”列和/或“其他”列。

[0069] 再次参考图6和图7，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可选地包括一个或多个弹性臂480。每个

弹性臂480配置为与同一列C(图4)中相邻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物理接触而配合，从而将列

C中两个相邻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共电位。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每个弹性臂480从底壁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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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延伸。每个弹性臂480向外延伸到具有配合表面484的端482。在啮合表面484上，每个弹

性臂480配置为与同一列C中的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物理接触而配合。

[0070] 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每个弹性臂480的端482从图6和图7中示出的弹性臂480的自

然静止位置，可以在方向D上沿着弧B弹性地偏转。弹性臂480的弹性(即弹性臂480的端482

相对于其自然静止位置的偏置)产生了在同一列C中的配合表面484和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

122之间的配合力，以提供两个插头接地屏蔽件122之间可靠的配合，从而提供可靠的电连

接。

[0071] 虽然示出的是两个弹性臂480，但是每个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可以包括任何数量的

弹性臂480，用于与任何数量的其他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物理接触而配合。此外，除了在此示

出的位置以外，每个弹性臂480可以可替代地具有沿着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任何其他的位

置(一个或多个)。

[0072] 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可选地包括一个或多个突片460。每个突片460配置为与同一

列C中的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弹性臂480物理接触而接合，从而将列C中两个相邻的插

头接地屏蔽件122共电位。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每个突片460在其各自的端464或466上从相

应的侧壁452或456向外延伸。每个突片460向外延伸到配合表面468。在配合表面468上，每

个突片460配置为与同一列C中的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弹性臂480物理接触而接合。侧

壁452和456的端464和466包括相应突片460的配合表面468。

[0073] 虽然示出的是两个突片460，但是每个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可以包括任何数量的突

片460，用于与其他插头接地屏蔽件122上的任何数量的位置物理接触而接合。此外，除了在

此示出的位置以外，每个弹性臂480可以额外地或可替代地具有沿着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

任何其他的位置(一个或多个)。

[0074] 可选地，突片460用于停止或定位接地屏蔽件开口406中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在

图4和图5中示出)，例如来限制插头接地屏蔽件122载入接地屏蔽件开口406中的量。突片

460可以限定用于将插头接地屏蔽件122推入或载入到接地屏蔽件开口406中的推动表面。

可选地，当载入第一腔116(在图1、4、5、11和12中示出)中时，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在图1、2、

11和12中示出)或第二插座连接器106(在图1、3、11和12中示出)可以设置在突片460的紧后

侧，以阻挡插头接地屏蔽件122从接地屏蔽件开口406中被推出，例如当另一插座连接器104

或106载入第二腔118(在图1、4、5和12中示出)中时。

[0075] 可选地，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包括一个或多个弹性臂486，其配置为与同一行R(图

4)中的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物理接触而接合，从而将行R中两个相邻的插头接地屏蔽件

122共电位。在示出的实施例中，弹性臂486从第一侧壁452向外延伸。弹性臂486向外延伸到

具有配合表面490的端488。在配合表面490上，每个弹性臂486配置为与同一行R中的相邻插

头接地屏蔽件122物理接触而接合。

[0076] 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每个弹性臂486的端488从图6和图7中示出的弹性臂486的自

然静止位置，可以在方向F上沿着弧E弹性地偏转。弹性臂486的弹性(即弹性臂486的端488

相对于其自然静止位置的偏置)产生了在同一行R中的配合表面490和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

122之间的接合力，以提供两个插头接地屏蔽件122之间可靠的接合，从而提供可靠的电连

接。

[0077] 每个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可以包括任何数量的弹性臂486，用于与一个或多个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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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物理接触而接合。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插头接地屏蔽件122仅包括单个

弹性臂486。除了在此示出的位置以外，弹性臂486可以可替代地具有沿着插头接地屏蔽件

122的任何其他的位置(一个或多个)。

[0078] 在一些其他实施例中，插头接地屏蔽件122不包括任何一个弹性臂486，以使得插

头接地屏蔽件122不配置为与同一行R中的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物理接触而配合(因此

不会与其共电位)。此外，在一些其他的实施例中，插头接地屏蔽件122不包括任何一个弹性

臂480，以使得插头接地屏蔽件122不配置为与同一列C中的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物理接

触而配合(因此不会与其共电位)。

[0079] 再次参考图4，在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插头壳体110内，至少一些插头接地屏蔽件

122彼此之间共电位。例如，在插头壳体110内，一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可以彼此之间共电

位。在插头壳体110内将至少一些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共电位可以提供电连接器系统100，其

将插座连接器104和106配合到一起而没有中间平面电路板，却可如同存在中间平面电路板

一样进行电动作。在插头壳体110内将至少一些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共电位可以使得插头过

渡连接器102能够消除和/或减小信号噪音，以改进对内信号延迟差(inter-pair  signal 

skew)，从而匹配和/或提供预定阻抗，等。在插头壳体110内，组中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经

由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配合而共电位，以提供从组中任何一个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到组中

的所有其他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连续的电路径，如以下关于示出的实施例所具体描述的。

[0080] 共电位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组可以包括全部数量中的任何数量的插头接地屏

蔽件122。在一些实施例中，共电位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组包括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所

有插头接地屏蔽件122。此外，在插头壳体110内共电位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组中可以包

括任何特定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可以选择在共电位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组中的特定

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和数量，以及共电位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组的图案、配置、相对布

置等，以为插头过渡连接器102提供预定的电气性能(例如，消除和/或减小信号噪音，以改

进信号延迟差，从而匹配和/或提供预定阻抗，等)。

[0081] 图9是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一部分的正视图。现在参考图4、8和9，在示出的实施

例中，在每列C内，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弹性臂480与同一列C中的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122

的突片460物理接触而配合。具体地，现在单独地参考图8和图9，在每列C内，弹性臂480的配

合表面484与同一列C中的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相应突片460的配合表面468物理接触

而配合。配合表面484和468的物理接触而配合将同一列C中的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电连

接，以使得列C中的至少一些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共电位在一起。

[0082] 再次参考图4，每列C中任何数量和任何的特定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都可以被共

电位。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每列C内的所有插头接地屏蔽件122(除了孤接地屏蔽件400以外)

被共电位。在一些其他的实施例中，例如使用与弹性臂480和/或突片460类似的结构，和/或

使用其他的结构，一个或多个列C的孤接地屏蔽件400与同一列C的一个或多个其他插头接

地屏蔽件122共电位。

[0083] 任何数量和任何的特定的列C可以包括共电位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在示出的实

施例中，所有的列C都包括共电位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

[0084] 在示出的实施例中，在每行R内，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弹性臂486与同一行R中的

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侧壁456物理接触而配合。具体地，现在参考图10，在每行R内，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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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臂486的配合表面490与同一行R中的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侧壁456物理接触而配

合。弹性臂486和侧壁456的物理接触而配合将同一行R中的相邻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电连

接，以使得行R中的至少一些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共电位在一起。

[0085] 再次参考图4，每行R中任何数量和任何的特定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都可以被共

电位。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每行R内的所有插头接地屏蔽件122被共电位。任何数量和任何的

特定的行R可以包括共电位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在示出的实施例中，所有的行R都包括共

电位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在一些其他的实施例中，例如使用与弹性臂486类似的结构，

和/或使用其他的结构，孤接地屏蔽件400的行R内的两个或多个孤接地屏蔽件400被共电

位。

[0086] 虽然示出的实施例包括在同一列C内共电位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和在同一行R内

共电位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但是插头过渡连接器102不限于此。例如，在一些其他的实施

例中，插头过渡连接器102仅包括一个或多个列C中的共电位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即不包

括与同一行R中的一个或多个其他的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共电位的任何插头接地屏蔽件

122)。与在同一行R内也将插头接地屏蔽件122共电位相比，仅在列C内将插头接地屏蔽件

122共电位可以为插头过渡连接器102提供基本上类似的电气性能。换句话说，在行R内的插

头接地屏蔽件122共电位不能为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电气性能提供显而易见的、充实的、

和/或更多的改进。

[0087] 图11示出准备与第一插座连接器104配合的插头过渡连接器102。以载入方向A载

入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第一插座连接器104配置为容纳在第一腔116中。可选地，可以提供

固定特征以将插头过渡连接器102可靠地耦合到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可以提供引导特征以

引导配合。

[0088] 图12示出了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正面透视图，其耦合到第一插座连接器104以形

成插头组件500。插头信号触头120以具有引脚分布的行R和列C的阵列布置，该引脚分布分

别与第一插座连接器104(在图1、2、11和12中示出)和第二插座连接器106(在图1、3、11和12

中示出)的插座信号触头142(在图1和图2中示出)和162(在图1和图3中示出)的引脚分布互

补。例如，引脚由相应信号触头120、142和162之间的水平间隔和垂直间隔(例如中间线间

隔)，以及从信号触头120、142和162到插头接地屏蔽件122的水平间隔和垂直间隔(例如中

间线间隔)限定。可选地，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引脚与插座连接器104和106的引脚是互补

的，匹配的，相同的，等，以允许插座连接器104和106配合到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腔116或

腔118中，并且插座连接器104和106是可以互换的。换句话说，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引脚可

以相对于由插座连接器104和106限定的引脚而配置，以使得插座连接器104和106是可以互

换的并且配置为与插头过渡连接器102的端112或端114配合。

[0089] 在示例性的实施例中，插头过渡连接器102在与第二插座连接器106配合之前，与

第一插座连接器104耦合。可选地，插头组件500可以形成电系统的一部分，例如但不限于底

板、网络交换机、计算机服务器等，在这种情形下许多插头组件500布置在一起，例如但不限

于布置在底盘、架等内侧。一个或多个第二插座连接器106可以耦合到插头组件500，作为线

卡和/或交换卡的一部分。插头过渡连接器102通过直接耦合到第一插座连接器104而能够

将第二插座连接器106配合到第一插座连接器104而不需要中间平面电路板，反之亦然。插

头过渡连接器102将第一插座连接器104的配合接口从插座接口改变为引脚接口以用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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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插座连接器106配合，反之亦然。

[0090] 在此描述和/或示出的实施例可以提供用于配合插座连接器的改进的电连接器系

统而没有中间平面电路板。

[0091] 例如，在此描述和/或示出的实施例可以提供将插座连接器配合到一起而没有中

间平面电路板，却可如同存在中间平面电路板一样进行电动作(例如，从信号完整性角度)

的电连接器系统。此外，例如，在此描述和/或示出的实施例可以消除在没有中间平面电路

板的插座连接器之间通过信号阵列时产生的信号噪音。例如，与将插座连接器配合到一起

而没有中间平面电路板的至少一些已知的电连接器系统相比，在此描述和/或示出的实施

例可以提供减小信号噪音的电连接器系统。此外，例如，在此描述和/或示出的实施例可以

改进在没有中间平面电路板的插座连接器之间通过信号阵列时的对内信号延迟差。例如，

与将插座连接器配合到一起而没有中间平面电路板的至少一些已知的电连接器系统相比，

在此描述和/或示出的实施例可以提供具有改进的信号延迟差的电连接器系统。

[0092] 与将插座连接器配合到一起且具有中间平面电路板的至少一些已知的电连接器

系统相比，在此描述和/或示出的实施例可以提供具有改进的信号延迟差的电连接器系统。

[0093] 与用于配合插座连接器的至少一些已知的电连接器系统相比，在此描述和/或示

出的实施例可以提供成本降低和/或尺寸减小的电连接器系统。例如，与将插座连接器配合

到一起且具有中间平面电路板的至少一些已知的电连接器系统相比，和/或，与将插座连接

器配合到一起而没有中间平面电路板的至少一些已知的电连接器系统相比，在此描述和/

或示出的实施例可以提供成本降低的电连接器系统。此外，例如，在此描述和/或示出的实

施例可以提供将插座连接器配合到一起而没有中间平面电路板的电连接器系统，其中：(1)

与将插座连接器配合到一起且具有中间平面电路板的至少一些已知的电连接器系统相比，

成本降低；和(2)具有中间平面电路板的电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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