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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注意事项”正确填写本表各栏  此框内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填写 

○5 专利代理机构案卷号 II17-1686P ○1 国家申请号 

○6 国际申请号 PCT/EP2016/058511  

○7 国际申请日 2016-04-18 ○2 递交日 

○8 优先权日 2015-06-09  

○9 国际公布号 WO2016/198189 ○3 费减审批 

○10 国际公布日 2016-12-15  

○11 国际公布语言 英语 ○4 挂号号码 

○12 发明名称 线缆连接器 

○13 发明人 

发明人 1 A·伦德布林 不公布姓名 

发明人 2       不公布姓名 

○14 第一发明人 国籍 瑞典
居民身份证件号码 
      

 

○15  
 

 

申 

 

 

请 

 

 

人 

申

请

人 

(1) 

姓名或名称：A·伦德布林 用户代码      申请人类型 个人  
居民身份证件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请求费减且已完成费减资格备案 
电子邮箱      

国籍或注册国家（地区） 瑞典  

经常居所地或营业所所在地 

瑞典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县  

详细地址  瑞典斯德哥尔摩 

邮政编码      电话      

申 
请 
人 
(2) 

姓名或名称：      用户代码      申请人类型  
居民身份证件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请求费减且已完成费减资格备案 

国籍或注册国家（地区）
 

经常居所地或营业所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县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16  

联 

系 

人 

姓    名      电话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县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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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代表人 为非第一署名申请人时声明             特声明第    署名申请人为代表人 

○18  

专 

利 

代 

理 

机 

构 

声明已经与申请人签订了专利代理委托书且本表中的信息与委托书中相应信息一致 

名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机构代码11323 

代 

理 

人 

(1) 

姓    名付建军 
代 

理 

人 

(2) 

姓    名权鲜枝 

执业证号1132300966.1 执业证号1132306929.4 

电    话86-010-88096573 电    话86-010-88096573 

○19 提前处理 

自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的期限尚未届满，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11 条提前处

理和审查本国际申请。 

本国际申请尚未国际公布，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指定局要求国际局传送国际申请文件副本。
*自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的期限尚未届满，申请人不要求提前处理本国际申请，请取消上述默认选项。 

○20 提前公布 根据专利法第 34 条的规定，请求早日公布该专利申请。 

○21 审查基础文本声明 

  以原始国际申请文件中的译文为审查基础      

  以下列申请文件为审查基础 

说明书 

第1-13页，按原始国际申请文件的中文译文 

第     页，按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PCT 第二章）附件的中文译文 

第     页，按专利合作条约第 28/41 条提出的修改 

权利要求 

第     项，按原始国际申请文件的中文译文 

第     项，按专利合作条约第 19 条修改的中文译文 

第     项，按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PCT 第二章）附件的中文译文 

第1-16项，按专利合作条约第 28/41 条提出的修改 

附图 

第1-12页，按原始国际申请文件的中文译文 

第     页，按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PCT 第二章）附件的中文译文 

第     页，按专利合作条约第 28/41 条提出的修改 

核苷酸和/

或氨基酸序列

表 

第     页，按原始国际申请文件 

第     页，按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PCT 第二章）附件 

第     页，按专利合作条约第 28/41 条提出的修改 

○22  
 

要 

求 

优 

先 

权 

声 

明 

序号 原受理机构名称 
在先申请日 在先申请号 

○23 关于遗传

资源的说明 

本国际申

请涉及的发

明创造是依

赖于遗传资

源完成的 

1 瑞典 2015-06-09 1550769-2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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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4 关于援引加入的说明 

本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含有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提交的中文译文中未包含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

本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含有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提交的中文译文中包含下列援引加入项目或部

分，请求修改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 

    说明书     第     页，国际阶段提交援引加入的时间为     ； 

权利要求   第     项，国际阶段提交援引加入的时间为     ； 

附图       第     页，国际阶段提交援引加入的时间为     。 

○25 生物材料样品保藏 

本国际申请涉及的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已在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13条之2.4规定的期限

内以下列形式作出记载： 

保藏编号 保藏日期 保藏单位代码 
说明书译文第 页 行

或 PCT/RO/134 表 
是否存活 

     

○26 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声明 

已在中国政府主办或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并在提出国际申请时作出过声明。 

已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并在提出国际申请时作出过声明。 

○27 复查请求 

申请人于    年  月  日收到下列通知： 

      受理局拒绝给予国际申请日         国际局按专利合作条约第 12 条（3）作出认定 

受理局宣布申请被认为撤回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 25 条特此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复查请求，并且 

已请求国际局将档案中有关文件传送国家知识产权局； 

已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03 条的规定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 

○28 申请文件清单 

1.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声明（PCT） 共3页 

2.说明书摘要 共0页 

3.摘要附图 共0页 

4.权利要求书 共0页 

5.说明书 共0页 

6.说明书附图 共0页 

 

权利要求的项数 17 项 

○29附加文件清单 

1.实质审查请求书 共1页 

2.专利代理委托书（中英文） 共3页 

3.修改对照页 共0页 

4.按照条约第28或41条修改的声明或说明 共

0页 

5.按照条约第28或41条修改的权利要求书 共

0页 

 

证明文件备案编号      

○30 申请人或专利代理机构签章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31 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意见 

 

2017年12月08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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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注意事项”正确填写本表各栏 本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填写 

①  

专 

利 

申 

请 

申请号 PCT/EP2016/058511 
递交日 

发明创造名称 线缆连接器 

申请号条码 

申请人（*应当填写第一署名申请人）A·伦德布林 

挂号条码 

② 请求内容：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的规定，请求对上述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申请人声明，放弃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规定的主动修改的权利。 

③附件清单 

 

④备注 

该申请为 PCT 国际申请，实质审查费不予减免 

该申请为 PCT 国际申请，已由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瑞典专利局作出国际检索报告，实质
审查费减免 20% 

该申请为 PCT 国际申请，已由中国作出国际检索报告及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实质审查费减免
100% 

       

⑤申请人或专利代理机构签字或者盖章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⑥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理意见 

 

      

2017年12月08日     年  月  日

 



专 利 代 理 委 托 书 （ 中 英 文 ）  

100021 
2016.4 
 

1

请按照“注意事项”正确填写本表各栏  

专
利
申
请 

国家申请号/国际申请号：PCT/EP2016/058511 

发明创造名称：线缆连接器 

委
托
人 

序号 中文姓名或名称 英文姓名或名称 

1 A·伦德布林 LUNDBRING, Anders 

   

   

   

   

被
委
托
专
利
代
理
机
构 

代理机构代码 11323 

代理机构名称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代理人 1 付建军 

代理人 2 权鲜枝 

委托事项： 

 根据专利法第 19 条的规定，委托上述专利代理机构代为办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

专利以及在专利权有效期内的全部专利事宜。 

声明： 

   填写的专利代理委托信息与专利代理委托书（中英文）扫描文件是一致的。 

 
 
 
 
 
 
 
 
 
 



专 利 代 理 委 托 书 （ 中 英 文 ）  

100021 
2016.4 
 

1

【此处插入专利代理委托书扫描文件】 
 
 
 【图片描述】  专利代理委托书 



专 利 代 理 委 托 书 （ 中 英 文 ）  

100021 
2016.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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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摘  要 

提供一种凸形线缆连接器（1），用于可逆地连接计算机网络线

缆（7）以与第二部件至少形成一个电连接或一个光学连接，所述凸

形线缆连接器（1）包括凸形构件（3），所述凸形构件（3）装有电

连接到一个电接触表面（13）和网络线缆（7）的至少一个电导线（14），5 

或者所述凸形构件（3）装有连接到光学连接表面（22）和网络线缆

（7）的至少一个光纤（17），所述凸形构件（3）与前方向相关联，

前方向平行于所述凸形构件（3）的纵向轴线并且从所述线缆（7）

指向所述凸形构件（3）的前端（11），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个

电接触表面（13）或至少一个光学连接表面（22）布置在所述凸形10 

构件（3）的表面上，并且所述凸形构件（3）具有用于连接拉绳的

孔（4）。还提供一种凹形连接器、适配器、线缆和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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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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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凸形线缆连接器（1），用于可逆地连接计算机网络线缆

（ 7），以与第二部件至少形成一个电连接或一个光学连接，所述凸

形线缆连接器（ 1）包括凸形构件（ 3），该凸形构件（ 3）装有至少

一个电导线（14），所述至少一个电导线（14）电连接到一个电接触5 

表面（13）和所述网络线缆（7），或者所述凸形构件（3）装有至少

一个光纤（17），所述至少一个光纤（17）连接到光学连接表面（22）

和所述网络线缆（7），所述凸形构件（3）与前方向相关联，所述前

方向平行于所述凸形构件（3）的纵向轴线并且从所述网络线缆（7）

指向所述凸形构件（ 3）的前端（ 11），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接触表10 

面（13）或至少一个光学连接表面（22）布置在所述凸形构件（3）

的表面上，并且所述凸形构件（3）具有用于连接拉绳的孔（4）。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其中所述凸形

构件（3）具有至少一个腰部（10）。  

3．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其中至少一个15 

电接触表面（13）或至少一个光学连接表面（22）位于所述腰部（10）

的前方，使得电导线（14）或光纤（17）穿过所述腰部（10）。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其

中所述连接是光学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其20 

中所述连接是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 2和 5或权利要求 3和 5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其中接触表面（13）位于所述至少一个腰部（10）。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其中所述连

接器（1）具有多个接触表面（13）并且接触表面（13）位于所述孔25 

（4）中。  

8．根据权利要求5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其

中沿着所述凸形构件（3）的纵向轴线分布有多个电接触表面（13）。 

9．根据权利要求 8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其中所述凸形

构件（3）具有圆形轮廓，并且其中接触表面（13）具有围绕所述凸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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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构件（3）的环的形状。  

10．根据权利要求 1至 3或 5至 9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 1），包括装有至少一个电导线（ 14）的凸形构件（ 3），所述至少

一个电导线（ 14）电连接到一个电接触表面（ 13）和所述网络线缆

（7），所述凸形构件（3）还装有连接到光学连接表面（22）和所述5 

网络线缆（ 7）的至少一个光纤（ 17），其中所述电接触表面（ 13）

和所述光学连接表面（22）布置在所述凸形构件（3）的表面上。  

11．一种适配器（200），包括凹形连接器（50），所述凹形连接

器（ 50）用于可逆地连接根据权利要求 1至 3或 5至 9中任一项所述的

凸形线缆连接器（1）以形成电连接，所述凹形连接器（50）包括壳10 

体（51）和收纳部（52），所述收纳部（52）用于收纳所述凸形线缆

连接器（1）的所述凸形构件（3），其中所述连接是电连接，并且其

中所述适配器（200）包括凸形模块式连接器（201），使得所述凸形

线缆连接器（1）连接到所述凹形连接器（50）时，在所述凸形线缆

连接器（1）和所述凸形模块式连接器（201）之间形成电连接。  15 

12．一种适配器（400），包括凹形连接器（50），所述凹形连接

器（ 50）用于可逆地连接根据权利要求 1至 3或 5至 9中任一项所述的

凸形线缆连接器（1）以形成电连接，所述凹形连接器（50）包括壳

体（51）和收纳部（52），所述收纳部（52）用于收纳所述凸形线缆

连接器（ 1）的所述凸形构件（ 3），并且其中所述适配器（ 400）包20 

括凹形模块式连接器（401），使得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1）连接到

所述凹形连接器（50）时，在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1）和所述凹形

模块式连接器（401）之间形成电连接。  

13．根据权利要求 11或权利要求 12所述的适配器，其中所述模

块式连接器（201，401）是8p8C连接器。  25 

14．一种适配器（ 300），包括两个电连接或光学连接的凹形连

接器（ 50a， 50b），它们用于可逆地连接根据权利要求 1至 10中任一

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以形成电连接或光学连接或者组合

式电连接或光学连接，所述凹形连接器（ 50）每个包括壳体（ 51）

和收纳部（52），所述收纳部（52）用于收纳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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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凸形构件（3），其中所述凸形连接器（1）可与所述凹形线缆连接

器（50a，50b）中的任何一个形成连接。  

15．一种计算机网络光缆或电缆（ 7），其每端具有根据权利要

求1至10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  

16．一种套件，包括根据权利要求 15所述的计算机网络光缆或5 

电缆和根据权利要求11或13所述的两个适配器（200）。  

17．一种套件，包括根据权利要求 14所述的计算机网络光缆或

电缆和根据权利要求12或13所述的两个适配器（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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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线缆连接器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涉及一种线缆连接器，其用于计算机网络线缆或其他类5 

型线缆，并且便于这些线缆的安装。该连接器具有用于连接拉绳的

孔。  

 

背景技术  

[2] 计算机网络线缆，例如以太网（Ethernet）网络线缆，是用于提10 

供本地线缆接入计算机网络服务的标准设备。当安装网络线缆时，

安装者经常遇到拉动线缆穿过孔或管道的问题，例如墙壁中的孔。

这可以通过使用装配到线缆上的拉绳拉动线缆来完成。网络线缆的

端部通常具有模块式电连接器，并且有时使用模块式连接器作为阻

挡物将拉绳拴到线缆上。  15 

[3] 经常使用的一种模块式连接器通常被称为RJ45连接器，更正确

的术语是8P8C连接器。8P8C连接器是体积大的并且是方形的，当如

上所述被拉动时，例如在拐角处容易卡住。因此很难拉动它穿过孔

和管道。  

[4] GB2470584提供一种用于牵引光缆的装置，该装置包括具有孔的20 

覆盖端部单元，该孔用于装配拉绳。覆盖端部单元的缺点是，在使

用之前必须被拧到位，之后被拆下，这很麻烦（GB2470584的第4页

第16-19行）。  

[5] DE202006004223也提供一种具有用于装配拉绳的孔的端部件。

该端部件被拧到位并且覆盖线缆的凹形连接器。  25 

[6] 这些解决方案的缺点包括，它们包含在安装过程中被装配和拆

下的零件，这花费时间。第二个缺点是它们被拧到位，这也是耗时

的。  

[7] 作为选择，可以将不带连接器的线缆安装在建筑物中，安装之

后再装配连接器。然后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拉绳装配到线缆，例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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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拉绳拴到线缆上。然而，这可能难以将拉绳可靠地装配到线

缆上。有时使用胶带来改善装配。然而，这个过程是耗时的，并且

装配是不可靠的。现场管件连接器（ fitting connector on-site）也有

如下缺点，将导线连接到错误插座上的风险增加。  

 5 

发明内容  

[8]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上面讨论的问题中的至少一些问题。  

[9] 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凸形线缆连接器，用于可逆地连接

计算机网络线缆，以与第二部件至少形成一个电连接或一个光学连

接，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包括凸形构件，该凸形构件装有至少一个10 

电导线，所述至少一个电导线电连接到一个电接触表面和所述网络

线缆，或者所述凸形构件装有至少一个光纤，所述至少一个光纤连

接到光学连接表面和所述网络线缆，所述凸形构件与前方向相关联，

所述前方向平行于所述凸形构件的纵向轴线并且从所述网络线缆指

向所述凸形构件的前端，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个电接触表面或15 

至少一个光学连接表面布置在所述凸形构件的表面上，并且所述凸

形构件具有用于连接拉绳的孔。  

[10] 该连接器的一个优点是孔集成在连接器中。因此，不需要将额

外的零件装配到连接器上以获得用于装配拉绳的孔。也没有活动零

件，这是一个优点。  20 

[11] 另外一个优点是，线缆容易安装并且容易拉动穿过孔，线缆可

以具有预先装配的连接器，这可以节省安装时间。这还降低了连接

器安装过程中出现错误的风险。  

[12] 该凸形连接器不会卡住，并且容易拉动穿过孔或管道。  

[13] 在一个可供选择的实施例中，所述凸形构件装有电连接到一个25 

电接触表面的至少一个电导线和连接到光学连接表面的至少一个光

纤。具有这种凸形构件的连接器能够形成电连接和光学连接。  

[14] 所述凸形构件可以具有至少一个腰部。所述腰部可用于可逆地

将所述凸形构件装配到凹形部件。  

[15] 在所述腰部的前方可以定位有至少一个电接触表面或至少一个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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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连接表面，使得电导线或光纤穿过所述腰部。这具有如下优点：

该导线或光纤加强了腰部，否则该腰部可能是凸形构件的薄弱点。  

[16]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用于形成光学连接。这

时该线缆连接器包括至少一个光纤。  

[17]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用于形成电连接。这时5 

该线缆连接器包括至少一个电导线。在优选实施例中，存在多个接

触表面，每个接触表面连接到一个电导线。接触表面和导线的数量

优选为至少两个，更优选为至少四个，最优选为至少八个。大多数

计算机网络线缆具有八个导线。  

[18] 当所述线缆连接器用于电连接并且所述线缆连接器具有多个接10 

触表面时，接触表面可以布置在腰部或孔中。这具有以下优点：当

存在若干个电接触表面时，所述凸形构件可以被制造得更小。当存

在多个接触表面时，它们可以沿着所述凸形构件的纵向轴线分布。

所述凸形构件可以具有圆形轮廓，并且所述接触表面可以具有围绕

所述凸形构件的环的形状。  15 

[19]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具有电连接和光学连接。

由此提供一种包括凸形构件的凸形线缆连接器，所述凸形构件装有

电连接到一个电接触表面和网络线缆的至少一个电导线，所述凸形

构件还装有连接到光学连接表面和网络线缆的至少一个光纤，其中

所述电接触表面和所述光学连接表面布置在所述凸形构件的表面20 

上。  

[20]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凹形连接器，其用于可逆地连接根

据本发明的凸形线缆连接器以形成电连接或光学连接，所述凹形连

接器包括壳体和收纳部，用于收纳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的凸形构件。

还提供一种设备，该设备包括根据本发明的凹形连接器，特别是计25 

算机网络连接。该设备可以是计算设备或网络设备，例如服务器、

路由器或PC。  

[21] 所述凹形连接器可以具有用于锁销的孔，该锁销还插入到所述

凸形构件的孔中。这种锁销能够将所述凸形连接器锁定在所述凹形

连接器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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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提供一种适配器，其包括根据本发明的凹形

连接器，其中所述连接是电连接，并且其中所述适配器包括凸形模

块式连接器，使得当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连接到所述凹形连接器时

在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和所述凸形模块式连接器之间形成电连接。

所述模块式连接器可以是 8p8C连接器。所述适配器可用于将具有根5 

据本发明的凸形连接器的网络线缆连接到具有凹形模块式连接器的

设备，例如计算机。  

[23] 本发明的第四方面提供一种适配器，其包括根据本发明的凹形

连接器，其中所述连接是电连接，并且其中所述适配器包括凹形模

块式连接器，使得当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连接到所述凹形连接器时10 

在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和所述凹形模块式连接器之间形成电连接。

所述模块式连接器可以是 8p8C连接器。所述适配器可用于将具有根

据本发明的凸形连接器的网络线缆与常规网络线缆连接。  

[24] 本发明的第五方面提供一种适配器，其包括根据本发明的两个

电连接的凹形连接器，其中所述凸形电连接器可以与所述凹形线缆15 

连接器中的任一个形成连接。该适配器可用于连接具有根据本发明

的凸形连接器的两个线缆。  

[25] 本发明的第六方面提供一种计算机网络电缆或光缆，其每端具

有根据本发明的凸形线缆连接器。这种线缆在安装于建筑物中时是

有用的。该网络线缆是电缆时，其长度可以为 20cm至 100m，更优20 

选为 20cm至 100cm。该网络线缆是光缆时，可以为 20cm至 1000m。 

[26] 本发明的第七方面提供一种套件，其包括根据本发明的计算机

网络电缆或光缆以及如上所述的具有凸形模块式连接器的两个适配

器或具有凹形模块式连接器的两个适配器。  

 25 

附图说明  

[27] 图1示意性示出凸形连接器。  

[28] 图2是图1的凸形连接器的示意性横截面，其与图1相比，沿着纵

向轴线旋转了90°。  

[29] 图 3示意性示出由凸形连接器和凹形连接器形成的电连接的横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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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  

[30] 图4示出凸形电连接器。  

[31] 图5是示出凸形构件的一个示例的轮廓的示意性截面图。  

[32] 图6示意性示出凸形电连接器。  

[33] 图7是图6的凸形连接器的示意性横截面，其相对于图6，沿着纵5 

向轴线旋转了90°。  

[34] 图8是凸形构件的一个示例的轮廓的示意性截面图。  

[35] 图9示出凸形连接器。  

[36] 图10至图13是适配器的示例。  

[37] 图 14示意性示出形成光学连接的凸形连接器和凹形连接器的截10 

面图。  

[38] 图15和图16示出光学连接器。  

[39] 图17a至图17c示出凸形电缆连接器。  

[40] 图18示出凸形电缆连接器。  

[41] 图 19 示出凸形电连接器和光学连接器的组合体。  15 

 

具体实施方式  

[42] 参照图1、图2和图3，凸形线缆连接器1具有带有用于连接拉绳5

的孔 4的凸形构件 3，并且构造成与凹形线缆连接器 50耦合以形成电

连接或光学连接。凸形构件3构造成容纳在凹形线缆连接器50的收纳20 

部52中。  

[43] 光学连接是光纤线缆中使用的光纤之间的连接，优选用于传输

数字光信号。  

[44] 连接器 1、 50具有作为平行于凸形构件 3的轴线的纵向轴线。凸

形连接器1的前向方向（或前方向）是与纵向轴线平行的方向，并且25 

从线缆 7指向凸形构件 3的前端 11。在图 1至图 3中用箭头示出了前方

向。凸形构件3的轮廓是当在垂直于纸面的纵向轴线上观看凸形构件

时凸形构件 3的横截面的形状。作为示例，图 17c示出轮廓的示例，

并且该截面沿着图17b中的线A-A'。  

[45] 线缆装配部6可用于将线缆连接器1、50永久地连接到线缆7。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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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7和线缆装配部6不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  

[46] 孔 4适于收纳拉绳 5，拉绳 5可以例如是金属线。孔 4可以为至少

2mm宽，更优选为至少3mm宽。拉绳5可以通过系成活扣或绑扎来固

定。图9示出装配有拉绳5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  

[47] 拉绳5用于拉动线缆7穿过孔或管道，例如，要安装线缆7的建筑5 

物的墙壁中的孔。  

[48] 孔 4的墙壁的前侧 12可以优选具有圆形的形状以收纳拉绳 5，如

图2和图17b中所示。  

[49] 如图 1所示，孔 4可以具有长形或椭圆形的形状，以便收纳扁平

的拉绳。通常使用金属线作为拉绳5。当金属线被切断时，其可能变10 

得略微扁平。孔4的长形或椭圆形的形状使其适合于收纳金属线的这

种端部。  

[50] 可选地，孔 4可用于将凸形构件 3锁定在收纳部 52中。当连接是

光学连接时，这是特别有利的。这时将凸形构件3正确地定位在凹形

连接器50的收纳部52中是特别重要的。  15 

[51] 凸形线缆连接器 1的轮廓优选不大于线缆 7的轮廓，使得凸形连

接器1的轮廓可以容纳在线缆7的轮廓内，即线缆7的直径内。小的轮

廓使得可以更容易地拉动凸形线缆连接器1穿过孔，并且可以将线缆

安装在门框和这种空间的后面。当凸形连接器1的轮廓为圆形并且凸

形连接器1打算用于计算机网络线缆时，凸形连接器的直径优选小于20 

8mm，更优选小于7mm，进一步优选小于6.5mm，最优选小于6mm。

这还具有如下优点：如果需要的话，容易向后拉动线缆7。  

[52] 线缆连接器 1 的凸形构件 3 的长度优选小于 25mm，更优选小于

20mm。这使得更容易拉动凸形线缆连接器 1 穿过弯曲的孔和管道。 

[53] 凸形构件4的前端11可以是子弹形状的。这具有如下优点：拉动25 

凸形连接器1穿过孔和管道时尽可能不卡住。  

[54] 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将凸形构件 3可逆地装配到凹形连接器 50

的收纳部 52，例如凸形构件 3和收纳部 52之间的压合。凸形构件 3可

以具有腰部10（图4），用于将凸形构件3装配到收纳部52中。这时收

纳部 52优选具有安装到腰部 10的弹簧加载构件 19。图 14中示出一个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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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55] 在优选实施例中，线缆7是计算机网络线缆，如网络电缆或光缆

7，优选是网络电缆。网络线缆 7可以是以太网网络电缆。现在计算

机网络线缆常用于数字摄像机。  

[56] 优选地，凸形连接器 1，特别是凸形构件 3，具有圆柱形轮廓，5 

如图4和图17a至图17c，特别是图17c中所示。这具有如下优点：尽可

能不卡住，并且可以从任何角度将凸形构件3插入到凹形线缆连接器

50的收纳部52中而不需要转动凸形构件3。  

[57] 图3示意性示出作为电连接器的凸形连接器1。图3中的电连接器

1具有四个电接触表面13。在连接器1内部，电导线14从线缆7的导线10 

延伸到每个电接触表面13。凹形连接器50具有用于接触凸形构件3的

接触表面 13的电接触表面 15和用于连接下游例如连接到设备或另一

线缆的导线16。连接器1具有至少一个导线14和相应数量的接触表面

13，凹形连接器 50优选具有相应数量的导线 16和接触表面 15。大多

数计算机网络线缆具有至少四个导线，现今的标准是八个导线。因15 

此，凸形构件3优选具有至少四个导线14，更优选具有至少六个导线

14，最优选具有至少八个导线 14以及相应数量的接触表面 13。凹形

连接器50优选具有相应数量的导线16和接触表面15。  

[58] 每个电接触表面 13连接到凸形线缆连接器 1内部的一个电导线

14。每个导线 14用于连接到线缆 7中的导线。线缆 7中的每个导线用20 

于连接到凸形线缆连接器1中的导线14。  

[59] 特别是当凸形连接器1由聚合物材料制成时，凸形连接器中的电

导线 14可以用作凸形连接器 1的加强件，用于保护凸形连接器 1免于

弯曲损坏。由于腰部10可能是凸形构件3的薄弱点，所以腰部10位于

有导线 14的位置是有利的。当有至少四个导线 14，优选至少六个导25 

线14，并且最优选至少八个导线14时，该加强效果最佳。  

[60] 凸形连接器1中的电导线14通过本领域已知的方法，例如通过卷

边，连接到线缆7中的导线。  

[61] 接触表面 13 和 15 可以具有任何合适的形式，并且可以布置成

任何合适的几何形状。当存在多个接触表面 13 时，它们被布置为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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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它们彼此电隔离。优选地，它们之间具有非导电材料。这同样适

用于凹形连接器 50 中的接触表面 15。  

[62] 图 4示出用于计算机网络电缆 7的凸形连接器 1。凸形连接器 1的

轮廓是圆形的，并且凸形构件3的轮廓也是圆形的。接触表面13呈围

绕凸形构件 3的环的形状，所述环沿着凸形构件 3的纵向轴线分布。5 

在接触表面 13之间是凸形构件的由非导电材料制成的环形部分。如

图3所示，凹形构件50的收纳部52适于收纳这种类型的凸形连接器1，

并且具有沿着收纳部52的纵向轴线布置的接触表面15。图4中的接触

表面13的数量是八个，但是根据线缆7的类型，可以有任何合适数量

的接触表面13。  10 

[63] 凸形构件 3可以朝前端 11逐渐变细。当凸形连接器 1是具有圆环

形状的接触表面 13的电连接器时，所述环可以因此具有朝向前端 11

越来越小的直径。这具有使错误连接的风险最小化的优点。在线缆7

中的一些导线用于为设备供电的情况下，这可能是特别重要的。当

拉动连接器1时，这种形状也可以使卡住的可能性最小化。  15 

[64] 用于电连接的凸形构件 3也可以具有图 15和图 16中所示的D形轮

廓，这在下面讨论。这时接触表面13可以具有沿着凸形构件3的纵向

轴线分布的圆形段的形状。图18中示出该凸形电缆连接器的示例。  

[65] 如上所述，导线 14和腰部 10优选布置成使得导线 14在作为凸形

构件 3的最薄弱点的腰部 10处加强凸形构件 3。因此，接触表面 13优20 

选布置腰部10的前方（即，朝向前端11），使得尽可能多的导线14必

须穿过腰部 10。穿过腰部 10的导线 14的数量优选为至少一个，更优

选为至少两个，更优选为至少三个，更优选为至少四个，更优选为

至少五个，更优选为至少六个，更优选为至少七个，最优选为至少

八个。相应数量的接触表面 13位于腰部 10的前方，即腰部 10和前端25 

11之间。优选地，如图17c所示，导线14在腰部10处均匀地间隔开。  

[66] 接触表面13也可以定位在腰部10处。当存在多个接触表面13时，

接触表面也可以位于孔 4中。这具有可以使凸形构件 3更短的优点。

这时凹形连接器 50优选具有弹簧加载的接触表面 15，用于与腰部 10

或孔 4相互作用。该接触表面 15可以例如像图 14中的构件 19那样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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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67] 图 17a至图 17c示出连接器 1 的一个实施例，其具有围绕凸形构

件 3 的圆环形状的接触表面 13，其中所述环是沿着凸形构件 3 的纵

向轴线分布的。在接触表面 13 之间是凸形构件的由非导电材料制成

的环形部分。除了一个接触表面 13 之外，所有的接触表面 13 都布5 

置在腰部 10 的前方，使得大多数导线 14 必须穿过腰部 10。一个环

形接触表面 13 可以位于腰部 10 处，这时用于该特定接触的导线 14

不一定穿过腰部 10。如图 17c所示，导线 14 可以在凸形构件 3 中布

置成圆形图案，图 17c是图 17b中的A-A'处的截面图，因此图 17c示

出凸形构件 3 的轮廓。如图 17c所示，导线 14 优选沿着凸形构件的10 

圆周均匀地间隔开。在图 17b中，一个接触表面 13'布置在孔 4 中，

然而这不是必需的。  

[68] 图 5至图 7中的凸形构件 3具有梯形轮廓和九个接触表面 13。图 5

示意性示出凸形构件3的横截面（轮廓）和沿着图6至图7中的线B-B'

的接触表面13的位置。接触表面13沿着凸形构件3的圆周而不是如图15 

4所示沿着纵向轴线间隔开。图5至图7的连接器的收纳部52中的接触

表面 15的布置适合于此。图 6示意性示出连接器 1的梯形的一个边的

外部。图7示意性示出连接器1的内部。在图7中示出了一个导线14，

但是九个接触表面 13中的每一个当然都具有一个导线 14。该梯形形

状具有以下优点：只允许凸形连接器1在一个方位插入到凹形连接器20 

50中，这确保了凸形连接器1的正确接触表面13连接到凹形连接器50

的相应接触表面15。  

[69] 图8示意性示出凸形构件3的轮廓的一个实施例。在此凸形构件3

具有矩形轮廓。接触表面 13沿着凸形构件 3的圆周间隔开，与图 5大

致相同。  25 

[70] 凹形连接器50适于可逆地装配到凸形连接器1。凹形连接器50具

有壳体51，壳体51包括收纳部52，用于收纳凸形线缆连接器1的凸形

构件3。  

[71] 图 3示出可以怎样布置凹形连接器 50来收纳凸形构件 3以形成电

连接。凹形连接器 50的接触表面 15被布置在收纳部 52中，使得当凸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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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构件3被插入到收纳部52中时，接触表面13与接触表面15电接触。 

[72] 在凸形构件3插入时凹形连接器50可以适于改变形态。例如，当

凸形构件 3插入到收纳部 52中时，收纳部 52可以卡紧凸形构件 3。凸

形构件 3可以具有用于在凹形连接器 50中引起这种形态改变的相互

作用表面。  5 

[73] 凹形连接器50可以具有锁定构件，当凸形构件3插入到收纳部52

中时，该锁定构件插入到凸形构件 3的孔 4中。接触表面 15可以布置

在锁定部件上，以与孔4中的接触表面13'形成电接触。  

[74] 凹形连接器50可以具有孔301a、301b，用于将锁销引导到凸形构

件3的孔4中。由于凸形构件3的锁定，孔301a、301b可以与凸形构件10 

3的孔 4对准。可以手动将锁销插入到凹形连接器 50的孔 301a、 301b

中。然后锁销将凸形构件3锁定在凹形连接器50中。  

[75] 可以将凹形连接器 50 集成在用于连接具有凸形连接器 1 的线缆

7 的设备中，例如，线缆、PC、膝上型计算机、网卡或服务器。  

[76] 另外，凹形连接器 50可以集成在适配器中。该适配器可以用于15 

电连接、光学连接或者电连接和光学连接的组合。图 10a至图 10b示

出适配器200，适配器200用于将作为电连接器的凸形连接器1连接到

具有凹形模块式连接器的设备。适配器200包括凹形线缆连接器50和

凸形模块式连接器201。适配器200允许将具有凸形连接器1的计算机

网络线缆7连接到凹形模块式连接器，例如8P8C凹形连接器。凸形模20 

块式连接器201可以是凸形8P8C连接器。8P8C凸形连接器经常用于以

太网网络线缆，而8P8C凹形连接器经常用于例如PC、服务器和路由

器。因此，这种适配器 200可用于将具有凸形连接器 1的计算机网络

线缆7连接到标准8P8C凹形连接器。图10b示出具有凸形连接器1的线

缆 7如何连接到具有集成的凸形模块式连接器 201（其可以是凸形25 

8P8C连接器）的适配器 200。适配器 200包括确保正确引出的内部导

线。  

[77] 图 11示出适配器 400，适配器 400用于将具有作为电连接器的凸

形连接器 1的线缆 7连接到具有凸形模块式连接器的设备，在本情况

下为网络线缆 402。适配器 400包括凹形连接器 50和凹形模块式连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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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401。凹形模块式连接器 401可以是凹形 8P8C连接器。适配器 400

允许将具有凸形连接器 1的计算机网络线缆 7连接到凸形模块式连接

器，例如 8P8C凸形连接器。适配器 400方便用于将网络线缆 7装配到

常规的网络线缆402。适配器400包括确保正确引出的内部导线。  

[78] 图 12和图 13中示出可供选择的适配器 300。适配器 300可以用于5 

连接两个线缆7a和7b，线缆7a和7b中的每一个的每一端具有相同类型

的凸形连接器 1。适配器 300包括集成到一个外壳 51中的两个凹形线

缆连接器50a和50b。凹形连接器50a和50b二者优选适于收纳相同设计

的凸形连接器 1，使得某个凸形连接器 1可以插入到 50a或 50b中并由

此形成连接。适配器300包括确保正确引出的内部导线。  10 

[79] 适配器 300可以具有至少一个孔 301a、 301b，用于将凸形构件 3

固定在收纳部52中。可以手动将锁销302a、302b插入到孔301a、301b

中，以将凸形构件3固定在凹形构件50中。可以有两个孔301a和301b，

用于将凸形构件 3固定在凹形连接器 50a和 50b的每一个中。两个孔

301a和301b可以沿着平行于适配器300的纵向方向的线布置。两个锁15 

销302a和302b可以布置在一起，以形成可以装配到适配器300的夹具

303，如图12和图13中所示。通过将锁销302a和302b插入孔301a和301b

中，两个线缆7a和7b被牢固地但可逆地装配并且彼此电连接。  

[80] 图10a、图10b、图11、图12和图13中所示的适配器也可以被布置

用于光学连接或电连接和光学连接的组合。图 10a、图 10b和图 11的20 

适配器这时不具有模块式连接器。  

[81] 图 14 示出当连接是光学连接时凸形连接器 1 和凹形连接器 50

可以被如何布置。在这种情况下，凸形构件 3 包括至少一个光纤 17，

当凸形构件 3 被收纳到收纳部 52 中时，光纤 17 沿着表面A与凹形连

接器 50 的光纤 18 光学接触。光纤 17 和 18 用虚线示出。光纤的数25 

量可以是 1、2、3、4 或更多个。当有两个光纤时，它们可以被布置

在孔 4 的两侧。凸形构件 3 的轮廓可以具有任何合适的形状，例如

上面参照图 4 至图 8 描述的那些形状。凹形连接器 50 可以具有弹簧

加载构件 19，用于与凸形连接器 1 的腰部 10 相互作用。腰部 10 位

于前端 11 和光学连接的后方，使得光纤 17 加强腰部 10，如参照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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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A-17C所述。收纳部 52 的内表面可以设置有柔软的光密封层，用

于防止光泄漏。  

[82] 图 15和图 16示出具有两个光纤 17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的不同视

图。在图14中的A处形成光学连接的光纤17的横截面是可见的。光纤

17的横截面形成光学连接表面22，光纤17在此处抵达凸形构件3的表5 

面。图14、图15和图16中的凸形构件3具有前端11，该前端11具有平

坦部分，而不是子弹形状。这是因为A处的光学连接需要平坦的表面。

然而，凸形构件3的前端11在表面21处是逐渐变细的，以便在拉动时

防止卡住。当存在多于一个光纤 17时，平坦表面 20成为正确连接的

关键。  10 

[83] 图19示出连接器1，它是电连接器和光学连接器的组合体。凸形

构件3在前端11具有两个光学连接表面22，在平坦表面20上具有一个

电接触表面13，在凸形构件3的相对侧具有一个电接触表面13。这种

组合式光学连接器1具有电导线14和光纤18。电导线14和电接触表面

13优选用于给设备供电，而光纤 18和光学连接表面 22可以用于传输15 

数据信号。这种连接器可以例如用于数字监控摄像机。  

[84] 导线13和光纤17优选布置在凸形构件3的内部，然而光学连接表

面22可以形成光纤17的一部分。  

[85] 凸形构件3最好不要有任何突出部分。电接触表面13或光学连接

表面 22优选布置在凸形构件 3的表面 23上。然而，注意，可以在孔 420 

中布置一个或多个接触表面。接触表面13的外表面优选与凸形构件3

的表面 23平齐。这具有在使用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卡住和诸如灰尘之

类的污染物聚集的优点。如果凸形构件3在使用过程中布满灰尘，则

很容易通过擦拭除去灰尘。  

[86] 凸形连接器 1可以由一个凸形构件 3和一个或多个导线 13构成，25 

或者由一个凸形构件3和一个或多个光纤17构成。  

[87] 适配器 200、 300和 400可以被布置成用于光学连接而不是电连

接。  

[88] 本发明还可以应用于网络线缆之外的其他类型的线缆，例如电

力线缆（如110V或230V电力线缆）或警报线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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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凸形连接器 1和凹形连接器 50以及适配器 200和 300可以由任何

合适的材料制成。当连接是电连接时，凸形线缆连接器1和壳体51优

选由非导电材料制成，如非导电聚合物材料。然而，接触表面 13、

15和导线14、16由导电材料制成，如导电金属。  

[90] 图3至图13和图17示出电连接器和适配器，图14至图16示出光学5 

连接器。然而，应当注意，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组合各个实施例

中公开的各种特征。  

[91] 凸形线缆连接器1用于光缆时，可以不带光纤进行销售。这时它

具有空的空间，用户可以将光纤置于其中。  

[92] 虽然已经参照特定的示例性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但是一般而10 

言本描述仅旨在阐释本发明的概念，而不应被视为限制本发明的范

围。本发明总的由权利要求限定。  



II17-1686P 

 1

说  明  书  附  图 
 

 

 

图1 

 

 

 

图2 



II17-1686P 

 2

 

 

 

图3 



II17-1686P 

 3

 

 

 

 

图4 



II17-1686P 

 4

 

图5 

 

图6 

 

图7 



II17-1686P 

 5

 

 

 

图8 

 

 

 

图9 



II17-1686P 

 6

 

 

 

图10a 

 

 

 

图10b 



II17-1686P 

 7

 

 

 

图11 



II17-1686P 

 8

 

 

 

图12 

 

 

 

图13 



II17-1686P 

 9

 

 

 

图14 



II17-1686P 

 10

 

 

图15 

 

 

 

图16 



II17-1686P 

 11

 

 

 



II17-1686P 

 12

 

 

 

图18 

 

 

 

图19 

 
 



 
 
 

II17-168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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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修改详见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第 28 条（或第 41 条）修改对照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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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凸形线缆连接器（1），用于连接线缆（7），以与第二部

件形成至少两个电连接或一个光学连接，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1）

包括凸形构件（ 3），该凸形构件（ 3）装有至少两个电导线（ 14），

每个电导线（14）电连接到一个电接触表面（13）和所述线缆（7），5 

或者所述凸形构件（ 3）装有至少一个光纤（ 17），所述至少一个光

纤（ 17）连接到光学连接表面（ 22）和所述线缆（ 7），所述凸形构

件（ 3）与前方向相关联，所述前方向平行于所述凸形构件（ 3）的

纵向轴线并且从所述线缆（7）指向所述凸形构件（3）的前端（11），

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接触表面（13）或至少一个光学连接表面（22）10 

布置在所述凸形构件（ 3）的表面上，并且所述凸形构件（ 3）具有

用于连接拉绳的孔（4）。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其中所述凸形

构件（3）具有至少一个腰部（10）。  

3．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其中至少一个15 

电接触表面（13）或至少一个光学连接表面（22）位于所述腰部（10）

的前方，使得电导线（14）或光纤（17）穿过所述腰部（10）。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其

中所述连接是光学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其20 

中所述连接是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 2和 5或权利要求 3和 5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其中接触表面（13）位于所述至少一个腰部（10）。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其中沿着所

述凸形构件（3）的纵向轴线分布有多个电接触表面（13）。  25 

8．根据权利要求 7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其中所述凸形

构件（3）具有圆形轮廓，并且其中接触表面（13）具有围绕所述凸

形构件（3）的环的形状。  

9．根据权利要求 1至 3或 5至 8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 1），包括装有至少两个电导线（ 14）的凸形构件（ 3），每个电导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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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14）电连接到一个电接触表面（ 13）和所述线缆（ 7），所述凸

形构件（ 3）还装有连接到光学连接表面（ 22）和所述线缆（ 7）的

至少一个光纤（17），其中所述电接触表面（13）和所述光学连接表

面（22）布置在所述凸形构件（3）的表面上。  

10．根据权利要求 1至 9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其中5 

所述线缆是计算机网络线缆。  

11．一种组件，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

和适配器（ 200），所述适配器（ 200）包括凹形连接器（ 50），所述

凹形连接器（ 50）用于可逆地连接根据权利要求 10所述的凸形线缆

连接器（1）以形成电连接，所述凹形连接器（50）包括壳体（51）10 

和收纳部（52），所述收纳部（52）用于收纳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1）

的所述凸形构件（ 3），其中所述连接是电连接，并且其中所述适配

器（200）包括凸形模块式连接器（201），使得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

（1）连接到所述凹形连接器（50）时，在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1）

和所述凸形模块式连接器（201）之间形成电连接。  15 

12．一种组件，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

和适配器（ 400），所述适配器（ 400）包括凹形连接器（ 50），所述

凹形连接器（ 50）用于可逆地连接根据权利要求 10所述的凸形线缆

连接器（1）以形成电连接，所述凹形连接器（50）包括壳体（51）

和收纳部（52），所述收纳部（52）用于收纳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1）20 

的所述凸形构件（3），并且其中所述适配器（400）包括凹形模块式

连接器（401），使得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1）连接到所述凹形连接

器（50）时，在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1）和所述凹形模块式连接器

（401）之间形成电连接。  

13．根据权利要求 11或权利要求 12所述的组件，其中所述模块25 

式连接器（201，401）是8p8C连接器。  

14．一种组件，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

和适配器（300），所述适配器（300）包括两个电连接或光学连接的

凹形连接器（50a，50b），它们用于可逆地连接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

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以形成电连接或光学连接或者组合式电连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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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光学连接，所述凹形连接器（ 50）每个包括壳体（ 51）和收纳

部（ 52），所述收纳部（ 52）用于收纳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 1）的

凸形构件（3），其中所述凸形连接器（1）可与所述凹形线缆连接器

（50a，50b）中的任何一个形成连接。  

15．一种计算机网络光缆或电缆（ 7），其每端具有根据权利要5 

求10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  

16．根据权利要求 1至 10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的用

途，用于将线缆安装在孔或管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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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凸形线缆连接器（1），用于可逆地连接计算机网络线缆

（ 7），以与第二部件至少形成至少两一个电连接或一个光学连接，

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 1）包括凸形构件（ 3），该凸形构件（ 3）装

有至少一两个电导线（14），每个所述至少一个电导线（14）电连接5 

到一个电接触表面（ 13）和所述网络线缆（ 7），或者所述凸形构件

（ 3）装有至少一个光纤（ 17），所述至少一个光纤（ 17）连接到光

学连接表面（22）和所述网络线缆（7），所述凸形构件（3）与前方

向相关联，所述前方向平行于所述凸形构件（3）的纵向轴线并且从

所述网络线缆（7）指向所述凸形构件（3）的前端（11），其特征在10 

于，所述电接触表面（ 13）或至少一个光学连接表面（ 22）布置在

所述凸形构件（ 3）的表面上，并且所述凸形构件（ 3）具有用于连

接拉绳的孔（4）。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其中所述凸形

构件（3）具有至少一个腰部（10）。  15 

3．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其中至少一个

电接触表面（13）或至少一个光学连接表面（22）位于所述腰部（10）

的前方，使得电导线（14）或光纤（17）穿过所述腰部（10）。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其

中所述连接是光学连接。  20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其

中所述连接是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 2和 5或权利要求 3和 5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其中接触表面（13）位于所述至少一个腰部（10）。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其中所述连25 

接器（1）具有多个接触表面（13）并且接触表面（13）位于所述孔

（4）中。  

78．根据权利要求5或6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

其中沿着所述凸形构件（3）的纵向轴线分布有多个电接触表面（13）。 

89．根据权利要求 78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其中所述凸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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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构件（3）具有圆形轮廓，并且其中接触表面（13）具有围绕所述

凸形构件（3）的环的形状。  

910．根据权利要求 1至 3或 5至 89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

器（ 1），包括装有至少一两个电导线（ 14）的凸形构件（ 3），每个

所述至少一个电导线（ 14）电连接到一个电接触表面（ 13）和所述5 

网络线缆（7），所述凸形构件（3）还装有连接到光学连接表面（22）

和所述网络线缆（ 7）的至少一个光纤（ 17），其中所述电接触表面

（13）和所述光学连接表面（22）布置在所述凸形构件（3）的表面

上。  

10．根据权利要求 1至 9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其中10 

所述线缆是计算机网络线缆。  

11．一种组件，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

和适配器（ 200），所述适配器（ 200）包括凹形连接器（ 50），所述

凹形连接器（ 50）用于可逆地连接根据权利要求 101至 3或 5至 9中任

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以形成电连接，所述凹形连接器（50）15 

包括壳体（51）和收纳部（52），所述收纳部（52）用于收纳所述凸

形线缆连接器（1）的所述凸形构件（3），其中所述连接是电连接，

并且其中所述适配器（200）包括凸形模块式连接器（201），使得所

述凸形线缆连接器（1）连接到所述凹形连接器（50）时，在所述凸

形线缆连接器（ 1）和所述凸形模块式连接器（ 201）之间形成电连20 

接。  

12．一种组件，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

和适配器（ 400），所述适配器（ 400）包括凹形连接器（ 50），所述

凹形连接器（ 50）用于可逆地连接根据权利要求 101至 3或 5至 9中任

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以形成电连接，所述凹形连接器（50）25 

包括壳体（51）和收纳部（52），所述收纳部（52）用于收纳所述凸

形线缆连接器（1）的所述凸形构件（3），并且其中所述适配器（400）

包括凹形模块式连接器（401），使得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1）连接

到所述凹形连接器（50）时，在所述凸形线缆连接器（1）和所述凹

形模块式连接器（401）之间形成电连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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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根据权利要求 11或权利要求 12所述的适配器组件，其中所

述模块式连接器（201，401）是8p8C连接器。  

14．一种组件，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

和适配器（300），所述适配器（300）包括两个电连接或光学连接的

凹形连接器（ 50a， 50b），它们用于可逆地连接根据权利要求 1至 105 

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 1），以形成电连接或光学连接或

者组合式电连接或光学连接，所述凹形连接器（ 50）每个包括壳体

（51）和收纳部（52），所述收纳部（52）用于收纳所述凸形线缆连

接器（ 1）的凸形构件（ 3），其中所述凸形连接器（ 1）可与所述凹

形线缆连接器（50a，50b）中的任何一个形成连接。  10 

15．一种计算机网络光缆或电缆（ 7），其每端具有根据权利要

求1至10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1）。  

16．一种套件，包括根据权利要求 15所述的计算机网络光缆或

电缆和根据权利要求11或13所述的两个适配器（200）。  

17．一种套件，包括根据权利要求 14所述的计算机网络光缆或15 

电缆和根据权利要求12或13所述的两个适配器（400）。  

16．根据权利要求 1至 10中任一项所述的凸形线缆连接器的用

途，用于将线缆安装在孔或管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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