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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型设计理念连接器技术特征

及其在抑制电磁干扰中的应用
Based on the new design concept of connector 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suppression of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鲁思慧

摘  要：本文将对新型连接器的通用设计理念及连接器特点分类作说明，并以抑制电磁干扰的图形显示连接器在4K2K图

形中的应用与5G连接器解决方案的设计和技术二大案例为重点研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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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general design concept of the new connector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nnector characteristics are describ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raphic display connector to 

suppress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in 4K2K graphics and the design, skills and technology of 

5G connector solutions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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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创新、智能化设备改造的进

程与 5G 网络及连接设备的部署发展，从而对连接器结构

要求也逐益提高，尤其是要具有独特的抑制电磁干扰功能

也成为设计工程师与制造厂商迫切需解决的痛点问题。值

此本文将对新型连接器的通用设计理念及连接器特点分类

作说明，并仅以抑制电磁干扰的图形显示连接器在 4K2K

图形中的应用与 5G 连接器解决方案的设计和技术二大案

例为重点研讨分析。

1  新型连接器的通用设计理念及其连接器产品

技术特征

* 新型连接器的通用设计理念   新型连接器产品系列

包括一系列采用多种连接方式的通用设计理念的连接器。

对于需要适用于各种电子设备的 PCB 模块产品来说，采

用具有通用设计理念的连接器意味着可以选择多种连接方

式。随着 PCB 模块可选的连接方式的增加，目标的设备

市场也将扩大。为此建议使用支持更多连接方法可选的通

用设计型连接器，特别是在开发高度通用的模块时更为重

要。从而广泛应用了 i-Fit® 技术，它是极细同轴线射频连

接器系列中使用的一种特有的无焊料端子技术。无焊料的

生产过程有助于稳定射频跳线线束的电气特性。当今高效

连接极细同轴线电缆和提供稳定质量的连接器已问世，它

是用于数字信号差分传输的极细同轴连接器。

* 连接器的锁扣功能应用（见图 1 所示）   随着电子设

备向高性能和小型化发展，个人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

机等便携式消费设备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熟知的东西，

我们走到哪里都带着它们。然而，我们携带便携设备的次

数越频繁，它们意外掉落的风险就越大。因此，用于移动

设备的内部的电缆和连接器应具有抗冲击、抗振动性能。

具有锁扣功能的连接器可增强嵌合保持力，防止连接中断。

连接器有各种类型的上锁方法。

图 1  所示为新型连接器的锁扣功能应用示意

* 连接器的插拔方式

连接器种类繁多，因此在开发新设备时，需要寻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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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适合的连接器。下面介绍用于电子设备内部连接的

小型连接器的不同插拔方式的新型连接器案例及相关特征。

例一、超小型有源光学模块 

如 LIGHTPASS ™ 系列，通过将光电转换置于更靠

近处理器的位置，LIGHTPASS ™ 系列可以缩短系统板上

的铜迹长度，减少电子传输损耗。在数据中心设备中，使

用可插拔光模块实现外部高速信号连接非常常见。

例二、“互联汽车” 和小型射频连接器

如 MHF® I LK 小型射频连接器公座采用新型专利技

术与特有的机械锁扣设计，与市场上常见的同类小型射频

连接器相比，公座保持力大大提升。这种解决方案被许多

用户广泛采用，特别是在需要抗振动和抗冲击的应用中。

汽车应用就是一个例子。

例三、穿越转轴组件

如 CABLINE® 连接器。近年来，设备制造商越来越关

注更小巧的设计，这就需要更多创新的想法来将组件安装在

这些极小的空间里。如 CABLINE® 系列不仅能够传输高速

信号，还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转轴组件进行连接。

由此上述新型连接器的通用设计理念及其连接器产品

呈现为解决二大痛点提供了技术支撑。从研讨问题的思路

清晰角度出发，有必要先对通用性显示器的电磁干扰及应

对作介绍。

2  通用性显示器电磁干扰 -显示器画面抖动闪

烁产生的挑战

* 电源变压器离显示器和机箱太近   电源变压器工作

时会造成较大的电磁干扰，从而造成屏幕抖动。把电源变

压器放在远离机箱和显示器的地方，可以让问题迎刃而解。

* 劣质电源或电源设备已经老化   许多杂牌电脑电源

所使用的元件做工、用料均很差，易造成电脑的电路不畅

或供电能力跟不上，当系统繁忙时，显示器尤其会出现屏

幕抖动的现象。电脑的电源设备开始老化时，也容易造成

相同的问题。

* 音箱放得离显示器太近  音箱的磁场效应会干扰显示

器的正常工作，使显示器产生屏幕抖动和串色等磁干扰现象。

* 病毒作怪  有些计算机病毒会扰乱屏幕显示，比如 ：

字符倒置、屏幕抖动、图形翻转显示等。网上随处可见的

屏幕抖动脚本，就足以让你在中招之后头大如牛。

* 显示卡接触不良   重插显示卡后，故障可得到排除。

* 电脑主机的 ATX 电源质量欠佳，辐射量大，造成电

磁辐射外泄，受电源磁场的影响，干扰了显示器的正常显示。

面对上述显示器画面抖动闪烁产生的挑战可从显示器

本身的技术与工艺以及配置等举措得以应对解决。例如，

当然可以将电脑主机移到相对远的位置，或是换一条带磁

环的 VGA 连线。连线的二头，有带二个包的，那就是磁

环，它的作用是可以有效地减少磁场干扰。类似这样的连线，

带磁环的，一定比不带的好。

然而对于如今呈现的 4K2K 图形显示器而言，由此有

效的抑制其电磁干扰，即防止 4K2K 图形显示闪烁已成为

之痛点。面对这挑战而图形显示连接器及新技术应用才是

有效的举措。值此将以 4K2K 图形显示连接器应用为例作

重点研讨。

3  抑制电磁干扰的图形显示连接器在 4K2K 图

形中的应用

3.1  先述 yquist（奈奎斯特）频率辐射电磁干扰的

引发

图 形 显 示 连 接 器 的 外 露 焊 接 尾 线 传 输 速 率 为 

5.4Gbps，并以 2.7GHz 的 Nyquist（奈奎斯特）频率辐

射电磁干扰，这会干扰许多无线载波频率频带，因此必须

有屏蔽。由于显示图形连接器中已加入整合式焊接尾线屏

蔽功能的设计(见图2附有整合式屏蔽的图形显示连接器)，

装置解决方案不再需要采取辅助的加值动作 ( 即在图形显

示连接器上黏贴导电胶带或加装额外金属封盖 )。

图 2  附有整合式屏蔽的图形显示连接器 

需 说 明 ： 什 么 是 奈 奎 斯 特 频 率（Nyquist 

frequency）？它是离散信号系统采样频率的一半，因哈

里·奈奎斯特或奈奎斯特－香农采样定理得名。而“奈奎

斯特定律”描述的是有限带宽，无噪声信道的最大数据传

输速率与信道带宽的关系 : R=2·B(bps) 其中 R 为最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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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输速率，单位为 (bps)，B 为带宽，单位为 (Hz)。对于

二进制数据，若带宽 B=3000Hz，则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为

6000bps。

3.2  图形显示连接器与新技术在 4K2K 图形中的应用

由图 2 可知，该新型显示图形连接器中已加入整合式

焊接尾线屏蔽功能的设计，由此它的加入为何能有效的防

止 4K2K 图形显示闪烁呐？具体解析有三分别如下 :

其一、终端平衡接地

高速图形显示连接器中，差分驱动同轴线终端是一个

内部法拉第笼包覆的结线区域。特制的同轴线连接器线端

组件有外露金属遮罩，以及焊接至顶部及底部的加工成形

接地排，并将同轴线之间的空隙完全填满焊锡 ( 如图 3 所

示塑胶本体内的实心接地排 ) 以建立稳固的接地排构造。

如此一来，当有人牵引缆线芯时，还可以消除连接器插头

外壳与中心导体连结的机械应力。

而不平衡的端接方式可能会产生大量的差模至共模转

换 (Scd21- 杂讯 - 称为横向转换传输损耗 ) 和电磁干扰。

其 Scd21 是输入的差分信号通过共模滤波器 / 扼流圈被

转换成共模信号的成分。需指出共模信号是作用于差分放

大器或仪表放大器同相输入的同一信号。例如，一对平衡

噪声电压引入两个平衡端子。共模干扰是信号对地面的电

位差。它主要是由电力线引起的共态电压（在同一方向）

叠加、地电位差、信号线上的电磁辐射所形成。图 5 所示

为共模差模信号示意。

图 3  为塑胶本体内的实心接地排示意图

而接地弹片在每组差分驱动同轴线对之间提供遮蔽。

提供最短的高速信号接地路径。接地弹片提供具有允许范

围内高速差分驱动 , 如图 4 平衡的屏蔽接地路径的蓝色箭

头所示。所需之平衡端接的差分驱动同轴传输线路。

图 4  为平衡的屏蔽接地路径

图 5  为共模差模信号示意

其二、屏蔽端接应用

同轴电缆线加工于线端塑胶本体完成后，接着将外部金

属壳装配在同轴线端接区域上，见图 6（a）所示。然后将此

铁壳焊接至连接器线端顶部及底部的接地排，见图 6（b）所示。

接地弹片提供具有允许范围内所需之平衡端接的髙速

差分驱动同轴传输线路。

图 6（a）  线端铁壳用于屏蔽焊接端子区域

图 6（b）  铁壳焊接至接地排 — 顶部和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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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接地路径是透过连接器的铁壳来传递，借由同轴

电缆线的屏蔽连结至接地排再连结至线端铁壳。线（公）

端铁壳和板（母）端铁壳相互接合 ( 如图 7（a） 所示成对

互连的接地结构 )，采取的是沿着板（母）端底部端子 ( 如

图  7（b） 所示板（母）端底部的接地端子 ) 到接地的最短

路径。缩短接地路径可获致良好的高速讯号传送效能。

干扰关切问题已获解决。

其三、关于图形显示连接器的阻抗连续性问题 

图形显示连接器的优良接地结构可让 eDP HBR2 

5.4Gbps 差分讯号在通过连接器时只会有极少量阻抗不连

续性（其 eDP 为 displayport 内部数字接口 )。5.4Gbps 

速率通常等同于 Tr=64ps(20%-80%) 的上升时间，但由

于 USB 对 10Gbps 速率使用 Tr=40p(20%-80%)，因此

效能分析使用的是 Tr=40ps(20%-80%)。在 10Gbps 下

通过连接器的平均阻抗不连续性为 ~Δ10.2ohms（Δ 为变

化量）。此结果显示连接器会有良好的反射损失 ( 低反射 )

和良好的串扰 ( 高隔离 ) 效能。阻抗路径变化 ( 不连续性 )

大的传输频道会显示不良的反射损失和串扰。差模至共模

转换的情况也预期会变得更糟。

由上分析可知图形显示连接器在 4K2K 图形中的应用

是有效的抑制其电磁干扰的重要举措。

4  关于 5G 连接器解决方案的设计、技巧和技

术

5G 网络及其连接设备的部署将对当前的连接器结构

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大批量制造业，连接器技术的投资

必须在性能、尺寸和成本之间取得平衡，才能在市场上蓬

勃发展。

对于千兆赫兹的应用，隔离内部和外部电磁干扰源

（EMI）的需求对于 5G 应用来说是一个独特的挑战。以

5G 手机为例。它包含多个子系统（GPS、Wi-Fi、蜂窝

sub-6GHz 和 mmWave 5G），这些子系统需要协同工作，

以最大限度地将天线失感问题降至最低，并确保整个子系

统的互操作性。5G 手机的毫米波子系统设计用于有效的

毫米波辐射，还必须位于敏感 CPU 核心和无源天线附近。

这会导致电磁兼容性（EMC）的问题。有许多解决方案可

以缓解这些问题。然而，这些解决方案往往是 CNC 加工

的解决方案，具有更大且更重的高度屏蔽的同轴结构。供

消费者使用的 5G 设备需要在性能、尺寸和成本之间谨慎

的保持平衡。5G 设备必须突破小型化的限制，同时产生

最大性能，以支持这些下一代设备。这一趋势没有减缓的

迹象，正如 EMC 的问题并没有表现出变会得简单的迹象

一样。

微带和带状线极细同轴线连接器与电缆接地和线束管

理解决方案相结合，代表了一系列渐进式 EMI 解决方案。

图 7（a）  成对互连的接地结构

图 7（b）  板（母）端底部的接地端子

其屏蔽盖 / 屏蔽条与焊接尾线之间的间隙被视为是可

能发生短路的区域。此设计 ( 确保提供至少 1.7mm 的绝

对净空区 ) 使用 CST 微波工作室执行电场强度分析，可比

较图形连接器在使用与不使用焊接尾线屏蔽两种情况下的

辐射电场强度结果。

速 率 是 指 以「Nyquist 频 率 」 而 言 的 频 率。 其

HBR( 高比特率 )2 5.4Gbps Nyquist 即 2.7GHz，这与

某些 LTE 载波频段的频率相同。在很接近 LTE 无线电 /

天线 ~2.7GHz 载波讯号的位置时，图形显示连接器的无

屏蔽焊接尾线会发出 ~2.7GHz Nyquist 频率的辐射。连

接器焊接尾线 Nyquist 频率辐射与 LTE 无线电 / 天线载

波频率 ~2.7GHz 之间的干扰会导致通讯连结失效。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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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部件体积小、带屏蔽功能且价格低廉，在成功的产品

工程师的系统 EMI 合规战略中起着关键作用。

工程设计的行业标准程序为 ：实现性能目标，只有在

达到性能目标后，才能优化元器件尺寸和成本约束之间的

平衡。然而，随着频率持续的不可避免地上升，电磁干扰

抑制与隔离在项目开始时成为一项关键的“首要考虑”要素。

幸运的是，有渐进式的有效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将

EMI 系统排放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第一种元器件选择是一种低成本、微带版的板到线解

决方案。它为 PCB 微带结构提供基本的极细同轴线连接。

某些射频设计可以接受微带性能，并且在 PCB 上只占用 2

层金属层，从而降低 PCB 成本和厚度。然而，对于更高

的频率，它可能无法充分抑制 EMI 辐射以通过合规性。

在微带传输线不足以满足 EMI 性能要求的情况下，可

能需要采用 3 层带状线传输结构。在这些情况下，低背、

高性能的 RF 带状线连接器是解决方案。

在高性能环境中，必须采用额外的 EMI 对策，添加

SMT 接地夹（见图 8 EMI 模拟案例 ：带额外的 SMT 接

地夹的 RF 微带连接器）会有所帮助。这是一个很好的低

成本工具，可以极大地抑制 EMI 发射，从而最大限度地减

少 PCB 布局重新设计的工作量。随着 SMT 接地夹的增加，

EMI 辐射局限于发射点周围的区域，并沿微带线长度显著

降低。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这不会产生完全屏蔽，但它

不需要额外的接地层和新电路板旋转的相关成本。

接地夹的带状线传输线和 RF 带状线连接器提供最高程度

的 EMI 抑制（见图 9）作说明。对于要求最高级别 EMI

屏蔽抑制性能的极端敏感系统，SMT 接地夹的添加，进一

步增强了射频屏蔽带状线至极细同轴线连接器的性能（见

图 9），除 SMT 接地夹外，带状线射频可锁定连接器可实

现最高水平的 EMI 缓解。

图 8  EMI 模拟案例 ：带额外的 SMT 接地夹的 RF 微带连接器

还可通过对比，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添加 SMT 电缆接

地夹后屏蔽效能的相关改进。

我们使用了三维电磁模拟对具有包括图 9 在内的四种

情况的屏蔽性能进行了更仔细的检查。

应该说 5G 连接器解决方案的设计、技巧和技术的应

用案例很多，除上述图 8 之外，值此仅再以带额外 SMT

5  结论

（1）上述基于新型设计理念连接器技术特征及其

应用案例，当今已有不少国内外厂商问世，其典型的除

I-PEX 公司产的连接器系列外还有泰科电子公司（TE 

connectivity）等等。   

（2）新型设计理念提供各种连接器，也是汽车行业的

理想选择。下面是一些典型汽车应用的示例，如 IGBT、

PCU 和 BMS/CMU。其 IGBT 是功率半导体器件中的一

种晶体管，主要用作驱动电机的逆变电路中开关的半导体

开关。它是使用独特的 IGBT 模块无焊料 press fit 端子

ISFIT®，可以消除传统的焊接工艺。此外，ISFIT 有助于

将损坏电路板的风险降至最低，并通过使用比传统针眼式

端子更低的插入力来提高装配可操作性 ；其 PCU 是用于

接收来自车辆的信号并指挥 IGBT 模块进行功率控制 ；其

CMU 用于测量和监控蓄电池状态。锂离子电池需要严格

控制 – 该系统 / 装置将在任何异常状态下关闭电力传输。

（3）随着 5G 设备的兴起，我们看到了连接器技术的

性能压力不断增加。而冲压连接器解决方案的地位已经成

为 5G 带来的挑战 ：性能、空间和成本。这项技术的发展

将激发 5G 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出现的新解决方案。

图 9  为带额外 SMT 接地夹的带状线传输线和 RF 带状线

连接器提供最高程度的 EMI 抑制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