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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電子連接器的設計主要方向為端子的插入力、拔出力、保持力等機械結構。為了達
至機械結構的要求，通常會在端子的外型、折彎角度、材料厚度、寬度進行設計變更。
但高頻電子連接器不僅於扮演銜接的零件而已，還必須能快速且大量的傳遞數位訊號，其設
計除符合機械結構之需求外，還必須滿足高頻之電性要求。
本研究將運用高頻電磁模擬與 Abaqus 有限元素結構分析軟體進行電子連接器結構與高頻電
磁耦合分析及最佳化設計，交叉模擬探討電子連接器端子機械結構與高頻電磁特性之間的敏
感性，及如何在限定的尺寸架構下設計出最佳化的高頻電子連接器。
關鍵字：連接器、高頻電磁耦合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electronic connector design is focused on the pin insertion force, pull-out force
and retention force etc. mechanical structural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echanical
structural requirements, it is usually to undertake design changes on the pin's exterior, bend angle,
material thickness, width etc.
Regarding the high-frequency electronic connectors, they are not only to serve as the connecting
parts but also to deliver a large amount of digital signals quickly. Therefore, the design of
high-frequency electronic connector needs to comply with both the mechanical structural
requirements and the high frequency of electrical requirements.
This study will use the high-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simulation and the Abaqus FEA structural
analysis to undertake structural and electromagnetic coupled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for high
frequency connectors. In addition, the cross simulation will b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sensitivity
between mechanical structure and high-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to design and optimize
high-frequency electronic connectors under the size limitation.
Keywords: Connector, High-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Analysis

一、緒論
一般電子連接器技術主要著重於端子
的機械結構設計，隨著科技的發展，數位訊
號的傳遞邁向高速、高頻化，但實際上數位
訊號會經由電子連接器的傳遞有所損耗，如
何使損耗降至最低，使數位訊號具最佳的完
整性傳遞，是高頻電子連接器開發的重要課

題之一。高頻電子連接器的產品開發是項困
難且艱鉅的技術門檻，機械結構設計與高頻
電磁電性分析是兩門不同的專業領域，如何
在工程設計上取得最佳平衡點是項挑戰。因
此藉由本研究所衍生之技術，希望 可縮短業
界在開發高頻電子連接器的時程，及提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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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高頻訊號完整性分析與設計相關領域之
競爭力並與世界技術接軌。

的高頻阻抗變動幅度之設計，並使電子連接
器仍具備機械結構性能。

二、基礎理論

三、研究方法與內容

無負載的傳輸線(圖1)由柯希荷夫電壓
(KVL) 及 電 流 定 律 (KCL) 可 得 特 性 阻 抗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本研究便用Abaqus有限元素結構分析
及高頻電磁模擬分析兩套電腦輔助分析軟
體，求得高頻電子連接器最佳化產品設計，
並經由本研究可驗證分析數據與實驗量測
之間差異，建立適切的分析方法及高頻產品
設計魚骨圖(圖3)，並依據分析結果狀況設
計變更產品模型，達最佳高頻電子連接器設
計。

(1)
(2)
其中γ=複傳播常數(complex propagation
constant) 、 α= 衰 減 常 數 (attenuation
constant)、β=相位常數(phase constant)、R=
電阻(Ω/m)、L=電感(H/m)、G=電導(S/m)、
C=電容(F/m)。
在無損傳輸線接上終端 負載(圖2)，傳
輸線上的總電壓與總電流可寫成入射波與
反射波的和，負載上的總電壓與總電流的關
係為：

(3)
其中 =負載阻抗、V(0)=負載總電壓、
=
I(0)=負載總電流、 =入射電壓波、
反射電壓波。
反射電壓波振幅與入射電壓波振幅的
比 值 ， 稱 為 反 射 係 數 Γ(reflection
coefficient)：

(4)

3.1. 模擬產品說明
本 案研 究的產 品規 格架 構如 (圖 4)所
示，運用電腦輔助分析軟體分析高頻電子連
接器訊號端子(圖5)之機械結構插入力及拔
出力與高頻電磁模擬分析。本研究之高頻電
子連接器產品為慶良電子協助提供研究。
3.2. Abaqus有限元素分析
應用Abaqus有限元素結構分析軟體，模
擬分析此產品連接器端子受PCB板卡插入
及拔出狀況，求得 端子受PCB板卡干涉而變
形之應力分布及最大應力值、力量位移圖，
並可得知最大插入力、拔出力之值。
模型的簡化與剪裁：
如何用最短的分析時間得到最正確的
分析結果，與如何裁切出主要的分析模型及
模型的簡化有絕對的關係，把非重要性的模
型特徵拿除，可直接減少網格數，減少運算
時間。

(a)

邊界條件與負載：
設定與實際狀況相符之邊界條件限
制；固定端子的尾端，將實際尺寸PCB板卡
插入。(圖6)

(b)
當傳輸線的負載沒有完全匹配時，負載
端無法接收到從信號源送出的全部功率。訊
號傳遞時損失的部分稱為反射損失(Return
Loss，RL)，其定義為：RL=−20 log |Γ| (dB)。
若負載與傳輸線匹配 = ，反射係數則為
零。
由以上基本傳輸線理論可知阻抗對於訊號
傳遞的重要性，當高頻訊號經由電子連接器
傳遞，無法達到阻抗匹配，訊號將會有所損
耗。因此本研究目的於如何降低電子連接器

分析結果：
由PCB板卡插入端子時，最大應力為
682.8 MPa(圖7)，並由力量位移圖可得一對
端子最大插入力為0.762 N (圖8)。此高頻電
子連接器總共有85對端子，故本產品的最大
插入力為0.762 N乘以85等於64.77 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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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 板 卡 拔 出 端 子 時 ， 最 大 應 力 為
712.2 MPa (圖9)，由力量位移圖可得一組端
子最大拔出力為0.296 N(圖10)。同理，可得
本產品的分析結果最大拔出力為0.296 N乘
以85等於25.16 N。(表1)

3.3. 高頻電磁模擬分析
應用電磁模擬軟體分析本案研究的產
品在高頻率下的表現。阻抗分析結果呈現W
形趨勢狀況(圖11)，意指此連接器產品有兩
個低點阻抗及一個高點阻抗值，最大阻抗分
析數據為108.78Ω，最小阻抗分析數據為
87.64Ω。

四、實驗量測方法與結果
經Abaqus有限元素結構分析與高頻電
磁模擬兩套電腦輔助模擬軟體分析後，慶良
電子協助本案研究進行實驗量測。使用插拔
試驗機量測產品端子機械結構的插拔力，並
量測出力量位移圖(圖12)，及截取最大插入
力及最大拔出力數據(表2)，得實測最大插
入力平均值為59.1 N、最大拔出力平均值為
22.26 N。
高頻電磁阻抗量測使用時域反射儀
TDR量測，量測高頻電磁阻抗最大值為
108.78 Ω、最小值為88.56Ω(圖13)。

五、結論與未來展望
藉由本研究建立高頻電磁模擬與機械
結構的分析方法，並經實驗量測驗證分析數
據是否為合理(表3)(圖14)。在完整的分析方
法架構下，設計出最佳化高頻電子連接器
(圖15)。應用模擬不同的參數，並判讀分析
數據，提供產品工程師或從事工程設計之人
員更容易設計出最佳化產品。經由高頻電磁
模擬分析，可看出電子連接器傳遞數位訊號
時的電磁場分佈(圖16)，得以了解端子外型
結構與電磁場是有密切的關聯性，因此在設
計高頻電子連接器端子結構時，必須加入高
頻電磁效應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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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表格
表1 Abaqus分析數據 (單對端子)
最大應力
最大力量
PCB 板卡插入
682.8 MPa
0.762 N
PCB 板卡拔出
712.2 MPa
0.296 N
表2 實測最大插拔出力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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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數據與實測比對表
最大插入力
最大拔出力
阻抗最大值
阻抗最小值

分析數據
64.77 N
25.16 N
108.78 Ω
87.64 Ω

實測數據
59.09 N
22.26 N
110.05 Ω
88.56 Ω

誤差百分比
8.77 %
11.53 %
1.15 %
1.04 %

八、圖片
圖5 實際端子

圖1 無負載之傳輸線電路

圖6 邊界條件設定
圖2 有載無損傳輸線電路

圖3 高頻電磁模擬技術魚骨圖
圖7 PCB板卡插入子之應力分布

圖4 高頻電子連接器(慶良電子)
圖8 PCB板卡插入端子之力量位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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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高頻特性阻抗實測與分析比較
圖9 PCB板卡拔出端子之應力分布

圖10 PCB板卡拔出端子之力量位移圖

圖11 高頻電磁模擬阻抗分析結果
圖15 高頻連接器設計概念流程圖

圖12 實測端子插拔力之力量位移圖

圖16 高頻電磁模擬分析之電磁場分布圖

圖13 實測高頻特性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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