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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电脑系统，其包括电源电路

板、电源供应器以及主机板。电源电路板包括电

源供应器连接槽、主机板连接槽以及电力线路，

该电力线路耦接该电源供应器连接槽以及该主

机板连接槽。电源供应器包括电源供应器连接

器，其中，该电源供应器连接器插入连接该电源

供应器连接槽，该电源供应器适于连接一外部电

源。主机板包括主机板连接端口，其中，该主机板

连接端口连接该主机板连接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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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脑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电源电路板，包括电源供应器连接槽、主机板连接槽以及电力线路，所述电力线路耦接

所述电源供应器连接槽以及所述主机板连接槽；

电源供应器，包括电源供应器连接器，其中，所述电源供应器连接器插入连接所述电源

供应器连接槽，所述电源供应器适于连接一外部电源；以及

主机板，包括主机板连接端口，其中，所述主机板连接端口连接所述主机板连接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供应器与所述主机板之间并未

以电源线相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脑系统，其特征在于，其还包括一机壳，其中，所述电源电路

板、所述电源供应器以及所述主机板均位于所述机壳之内。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壳包括内表面以及电源供应器支

撑件，所述电源供应器支撑件设于所述内表面之上，所述电源供应器支撑件抵接支撑所述

电源供应器。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电路板还包括装置连接槽以及

信号线路，所述电力线路耦接所述电源供应器连接槽以及所述装置连接槽，所述信号线路

耦接所述装置连接槽以及所述主机板连接槽。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脑系统，其特征在于，其还包括可插拔装置，所述可插拔装置

包括装置连接器，所述可插拔装置通过所述装置连接器插入结合所述装置连接槽。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可插拔装置为光盘驱动器或硬盘。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可插拔装置插入所述装置连接槽时

的插入方向垂直于所述电源电路板。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壳包括一侧壁，所述侧壁面向所

述电源电路板，所述侧壁上形成有取放口，所述可插拔装置至少部分位于所述取放口之内。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壳包括内表面以及装置支撑件，

所述装置支撑件设于所述内表面之上，所述装置支撑件抵接支撑所述可插拔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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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脑系统，特别涉及一种可节省排线使用的电脑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的电脑系统之中，电源供应器是通过电源线连接主机板。而硬盘、光盘驱动

器等装置也必须通过排线连接主机板。在现有技术中，由于连接到主机板的电源线及排线

繁多，因此主机板上方的线路复杂，整理不便，甚至会与风扇发生干涉，影响电脑系统的运

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问题而提供的一种电脑系统，包括电源电路板、电

源供应器以及主机板。电源电路板包括电源供应器连接槽、主机板连接槽以及电力线路，所

述电力线路耦接所述电源供应器连接槽以及所述主机板连接槽。电源供应器包括电源供应

器连接器，其中，所述电源供应器连接器插入连接所述电源供应器连接槽，所述电源供应器

适于连接一外部电源。主机板包括主机板连接端口，其中，所述主机板连接端口连接所述主

机板连接槽。

[0004]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电源供应器与所述主机板之间并未以电源线相连接。

[0005]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电脑系统还包括机壳，其中，所述电源电路板、所述电源供应

器以及所述主机板均位于所述机壳之内。

[0006]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机壳包括内表面以及电源供应器支撑件，所述电源供应器支

撑件设于所述内表面之上，所述电源供应器支撑件抵接支撑所述电源供应器。

[0007]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电源电路板还包括装置连接槽以及信号线路，所述电力线路

耦接所述电源供应器连接槽以及所述装置连接槽，所述信号线路耦接所述装置连接槽以及

所述主机板连接槽。

[0008]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电脑系统还包括可插拔装置，所述可插拔装置包括装置连接

器，所述可插拔装置通过所述装置连接器插入结合所述装置连接槽。

[0009]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可插拔装置为光盘驱动器或硬盘。

[0010]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可插拔装置插入所述装置连接槽时的插入方向垂直于所述电

源电路板。

[0011]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机壳包括侧壁，所述侧壁面向所述电源电路板，所述侧壁上形

成有取放口，所述可插拔装置至少部分位于所述取放口之内。

[0012]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机壳包括内表面以及装置支撑件，所述装置支撑件设于所述

内表面之上，所述装置支撑件抵接支撑所述可插拔装置。

[0013] 应用本发明实施例的电脑系统，由于以电源电路板上的电力线路取代现有的电源

线，因此，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该电源供应器与该主机板之间并未以电源线相连接。因此，

可简化电脑系统的内部线路，整理组装方便，并且可避免电源线与风扇发生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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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图1A是显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电脑系统的方块示意图。

[0015] 图1B是显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电脑系统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显示本发明实施例的电源供应器连接器的细节结构。

[0017] 图3A是显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电脑系统的方块示意图。

[0018] 图3B是显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电脑系统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其中，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20] C、C’～电脑系统

[0021] 1～电源电路板

[0022] 11～电源供应器连接槽

[0023] 12～主机板连接槽

[0024] 13～电力线路

[0025] 14～装置连接槽

[0026] 15～信号线路

[0027] 2～电源供应器

[0028] 21～电源供应器连接器

[0029] 3～主机板

[0030] 31～主机板连接端口

[0031] 4～机壳

[0032] 41～内表面

[0033] 42～电源供应器支撑件

[0034] 43～侧壁

[0035] 44～取放口

[0036] 5～可插拔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参照图1A，其是显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电脑系统的方块示意图。本发明实施例

的电脑系统C包括一电源电路板1、一电源供应器2以及一主机板3。电源电路板1包括一电源

供应器连接槽11、一主机板连接槽12以及一电力线路13，该电力线路13耦接该电源供应器

连接槽11以及该主机板连接槽12。电源供应器2包括一电源供应器连接器21，其中，该电源

供应器连接器21插入连接该电源供应器连接槽11，该电源供应器2适于连接一外部电源(未

显示)。主机板3包括一主机板连接端口31，其中，该主机板连接端口31连接该主机板连接槽

12。

[0038] 应用本发明实施例的电脑系统C，由于以电源电路板1上的电力线路13取代现有的

电源线，因此，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该电源供应器与该主机板之间并未以电源线相连接。

据此，可简化电脑系统的内部线路，整理组装方便，并且可避免电源线与风扇发生干涉。

[0039] 参照图1B，其是显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电脑系统的立体结构示意图，在一实施

例中，该电脑系统C还包括一机壳4，其中，该电源电路板1、该电源供应器2以及该主机板3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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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该机壳4之内。

[0040] 参照图1B，在一实施例中，该机壳4包括一内表面41以及一电源供应器支撑件42，

该电源供应器支撑件42设于该内表面41之上，该电源供应器支撑件42抵接支撑该电源供应

器2。在此实施例中，该电源供应器支撑件42是以锁固的方式设于该内表面41之上。然而，上

述公开并未限制本发明，该电源供应器支撑件42亦可能以卡合或是焊接等方式设于该内表

面41之上。

[0041] 参照图2，在一实施例中，该电源供应器连接器21为公头，该电源供应器连接槽11

为母头，该电源供应器连接器21插入连接该电源供应器连接槽11而完成连接，然而上述公

开并未限制本发明。

[0042] 在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中，该主机板连接端口31可包括电源供应连接端口。在此实

施例中，该电源供应器2提供的电力经过该电源供应器连接槽11、该电力线路13、该主机板

连接槽12以及该主机板连接端口31而被供应至该主机板。

[0043] 参照图3A，其是显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电脑系统的方块示意图。本发明实施例

的电脑系统C’包括一电源电路板1、一电源供应器2以及一主机板3。电源电路板1包括一电

源供应器连接槽11、一主机板连接槽12以及一电力线路13，该电力线路13耦接该电源供应

器连接槽11以及该主机板连接槽12。电源供应器2包括一电源供应器连接器21，其中，该电

源供应器连接器21插入连接该电源供应器连接槽11，该电源供应器2适于连接一外部电源

(未显示)。主机板3包括一主机板连接端口31，其中，该主机板连接端口31连接该主机板连

接槽12。

[0044] 同第一实施例，应用本发明实施例的电脑系统C’，由于以电源电路板1上的电力线

路13取代现有的电源线，因此，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该电源供应器与该主机板之间并未以

电源线相连接。因此，可简化电脑系统的内部线路，整理组装方便，并且可避免电源线与风

扇发生干涉。

[0045] 参照图3B，其是显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电脑系统的立体结构示意图，在一实施

例中，该电脑系统C’还包括一机壳4，其中，该电源电路板1、该电源供应器2以及该主机板3

均位于该机壳4之内。

[0046] 参照图3B，在一实施例中，该机壳4包括一内表面41以及一电源供应器支撑件42，

该电源供应器支撑件42设于该内表面41之上，该电源供应器支撑件42抵接支撑该电源供应

器2。在此实施例中，该电源供应器支撑件42是以锁固的方式设于该内表面41之上。然而，上

述公开并未限制本发明，该电源供应器支撑件42亦可能以卡合或是焊接等方式设于该内表

面41之上。

[0047] 同第一实施例中，在此实施例中，该电源供应器连接器21为公头，该电源供应器连

接槽11为母头，该电源供应器连接器21插入连接该电源供应器连接槽11而完成连接，然而

上述公开并未限制本发明。

[0048] 参照图3A、图3B，在此实施例中，该电源电路板1还包括一装置连接槽14以及一信

号线路15，该电力线路13耦接该电源供应器连接槽11以及该装置连接槽14，该信号线路15

耦接该装置连接槽14以及该主机板连接槽12。在此实施例中，该电脑系统C’还包括一可插

拔装置5，该可插拔装置5包括一装置连接器(未显示)，该可插拔装置通过该装置连接器插

入结合该装置连接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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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在一实施例中，该可插拔装置5为光盘驱动器或硬盘。然而上述公开并未限制本发

明，该可插拔装置5亦可以为其他装置，例如通过USB接口连接的存取装置或是手机等等。该

主机板连接端口31可包括电源供应连接端口、序列先进技术附件(SATA)连接端口、通用序

列总线(USB)连接端口等等。该装置连接槽14可包括序列先进技术附件(SATA)连接槽、通用

序列总线(USB)连接槽等等。

[0050] 在此实施例中，该电源供应器2提供的电力经过该电源供应器连接槽11、该电力线

路13、该主机板连接槽12以及该主机板连接端口31而被供应至该主机板3。同时，该电源供

应器2提供的电力亦经过该电源供应器连接槽11、该电力线路13、该装置连接槽14而被供应

至该可插拔装置5。该信号线路15耦接该装置连接槽14以及该主机板连接槽12以进行信号

传输。因此，该可插拔装置5毋须通过排线连接该主机板3。

[0051] 参照图3A、图3B，在此实施例中，该可插拔装置5插入该装置连接槽14时的插入方

向垂直于该电源电路板1。在此实施例中，该机壳4包括一侧壁43，该侧壁43面向该电源电路

板1，该侧壁43上形成有一取放口44，该可插拔装置5至少部分位于该取放口44之内。该可插

拔装置5可通过该取放口44从该壳体4外进行插拔。

[0052] 在本发明中，为清楚显示发明重点，因此实施例中未显示壳体通风口、风扇或其他

电脑内部零件，上述公开并未限制本发明。

[0053] 虽然本发明已以具体的较佳实施例公开如上，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本

领域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仍可作些许的变动与润饰，因此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当视后附的权利要求书所界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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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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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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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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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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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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