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进互连解决方案 
连接器产品概览

MOL Connector Product Overview_A4_V15-final-ZH_02.indd   1 2015/4/7   20:36:52

www.zhenkunhang.com



3

连接器概览 ..........................................................................................................................................6 

线对板..............................................................................................................................................10 
线对板超小型 ..............................................................................................................................................................10
线对板信号 .................................................................................................................................................................12
线对板电源 .................................................................................................................................................................14
线对板带状电缆/集线端子 .............................................................................................................................................15 
线对板存储 .................................................................................................................................................................15 

线对线..............................................................................................................................................16 
线对线电源. ................................................................................................................................................................16
线对线信号. ................................................................................................................................................................17 

板对板..............................................................................................................................................18 
板对板高速 .................................................................................................................................................................18 
板对板超小型 ..............................................................................................................................................................19 
板对板电源.. ...............................................................................................................................................................20 
板对板信号. ................................................................................................................................................................21 
板对板存储. ................................................................................................................................................................22

最大 5A 电源. ....................................................................................................................................22 

最大 20A 电源. ..................................................................................................................................23 

21A 及以上电源. ................................................................................................................................24 

I/O 连接器 ........................................................................................................................................26 
消费品/个人电脑 I/O 连接器.. ........................................................................................................................................26
网络/电信 I/O 连接器 ...................................................................................................................................................27
移动产品 I/O 连接器. ...................................................................................................................................................28
工业产品 I/O 连接器 ....................................................................................................................................................29

背板 ................................................................................................................................................30 
高速背板连接器 ...........................................................................................................................................................30
线缆组件背板连接器 ....................................................................................................................................................31

FFC/FPC .........................................................................................................................................32 

模块化插座 ........................................................................................................................................36 

无焊端子 ...........................................................................................................................................37 

端子块..............................................................................................................................................38 

射频产品 ...........................................................................................................................................39 

密封连接器. .......................................................................................................................................40 

内存模块插座 .....................................................................................................................................42 

内存卡插座 ........................................................................................................................................43 

标准天线. ..........................................................................................................................................44 

固态照明 ...........................................................................................................................................45 

开关产品 ...........................................................................................................................................46 

定制解决方案/应用工具 ..........................................................................................................................47 

目录

MOL Connector Product Overview_A4_V15-final-ZH_02.indd   3 2015/4/7   20:36:56

www.zhenkunhang.com



4

MOLEX 解决方案
始终引领潮流

Molex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创新性互连解
决方案的供应商。为了满足世界各地的客
户需求，我们开发出了业界规模最大的产
品组合，其中包含超过 10 万种连接器、
接口解决方案、应用工具，以及更多。

MOL Connector Product Overview_A4_V15-final-ZH_02.indd   4 2015/4/7   20:36:56

www.zhenkunhang.com



5

连接器产品概览
先进互连产品

Molex 的创新性产品组合始终在不断壮大。我们每年所设计并

制造出的解决方案都为众多市场设立新标准并推动着创新 – 从

电信和计算机网络，到运输与消费品，直至医疗与照明。我们

致力于不断探索，并对客户的需求提前进行预测。

通过深入研究实现创新

通过顶尖的产品设计中心，Molex 对研究与开发做出了严肃的

承诺。我们全部产品的设计都可满足下一代应用的需求，并且

基于对行业趋势的深入理解。在 Molex，我们使用最新的系统

和技术，其中包括先进的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以及预测性工程

工具。这些都构成了我们在当今便致力于实现明日技术所做努

力的一部分。

对可持续性的有力承诺

我们相信，全球环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

也是我们为什么不仅仅严格遵守所有环境法规、并且坚持采用

环保并且安全的业务实践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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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对板连接器

Micro-Fit 3.0™电源产品

Mini-Fit®电源产品

SL™（可堆叠线性）模块式连接器

KK®电源和信号连接器

MLX™电源连接器

连接器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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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Fit Sr.™电源产品

夹层产品

EXTreme Power™产品

SlimStack™产品

电源产品

消费品 I/O 产品

连接器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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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板板对板产品

正交背板产品

模块化插座和插头

背板线对板产品

FFC/FPC 产品

射频产品

连接器 
概览

MOL Connector Product Overview_A4_V15-final-ZH_02.indd   8 2015/4/7   20:37:21

www.zhenkunhang.com



9

内存卡产品

高速 I/O 连接器

QSFP+ 互连解决方案

DDR3 和 DDR4 DIMM 插座

iPass+™ HD互连

zQSFP+™ 互连解决方案

连接器 
概览

MOL Connector Product Overview_A4_V15-final-ZH_02.indd   9 2015/4/7   20:37:30

www.zhenkunhang.com



10

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柔性高性能超小型IDT同轴连接器采用双线夹接地法，可同时

提供电气与机械接地方式。与手工焊接相比，该方法实现的端

接效果更为可靠，并且在 1-3MHz 频率下的传输 (dB) 损耗可

降低达 60%。 0.40mm 不可用 30-50 • 消费品

Pico-Clasp™是一种紧凑的线对板系统，提供单排与双排版

本。本产品具有摩擦锁以及（内部和外部）正向闭锁功能，满

足各种应用需求。其他功能特点包括插拔导轨、焊接片，并且

与一些竞品版本在尺寸上兼容。 1.00mm 1.0A    
2-15

20-50
• 消费品

Pico-EZmate™连接器采取紧凑的低外形设计，可理想地用于

微型致密包装的线对板应用。闭锁功能以及插座外壳和插头之

间的竖向配对功能在紧密空间内可以实现牢固与方便的定位。

1.20mm 1.5A 2-6
• 运输

• 消费品

• 移动设备

PanelMate™在Molex的全笼罩式线对板系统中具有最薄的

外形。该系列采用SMT接头，具有坚固的焊接片和引导焊料的

SMT填锡焊尾设计，可实现牢固的印刷电路板及保持其效果。

外壳中包含摩擦锁，能够牢牢固定住配对位置，而外壳锁定装

置则可以保证端子插接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1.25mm 1.0A

2-30
12-14
15-20

• 运输

• 消费品

• 医疗

• 移动设备

PicoBlade™提供线对板和线对线版本，采取单排设计，同时

具有 SMT 和通孔接头。与 2.00mm 的典型线对板系统相比，

可以节约大约 40% 的印刷电路板空间，并提供相同的电流安

培数。可以提供（半）自动和手动工具来支持压接线束组件。 1.25mm 1.0A 2-15

• 运输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Mini Mi II™是一种紧凑的多线束系统，提供线对板和线对线选

项。本产品提供定制长度和电线配置、单排/双排，以及SMT/
通孔样式。其他特点包括经 APQP 认证、内部正向闭锁可以固

定插接，以及可以实现高性价比端接的 IDT 外壳。 1.25mm 1.0A 2-40
• 运输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CLIK-Mate™线对板连接器设计用于需要较高针数连接器的应

用，在更小的空间内可以容纳更多的信号线路。音叉式的端子

设计只需要较低的插入力，并确保牢固的配对接触效果。增强

金属焊片可以牢牢固定在印刷电路板上，并可确保焊缝的应变

释放效果。注意：* 单排  双排。

1.25mm 

1.50mm 

2.00mm

1.0A 

2.0A 

3.0A

2-15

2-15*
16-34

4-15

• 消费品

Duo-Clasp™双排 SMT 连接器采用牢固的正向闭锁系统，具

有出色的插拔保持效果，其镀金层可以提高耐久性。在拉动电

线的情况下，双重锁定设计可防止外壳从印刷电路板连接器处

脱出，确保极高的信号触点性能。适用于大批量的贴片生产。 1.25mm 1.0A 20-40 • 消费品

微型IDT同轴连接器

PicoBlade™

Pico-Clasp™

Mini Mi II™

Pico-EZmate™

CLIK-Mate™

PanelMate™

Duo-Clasp™

线对板 
超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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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Pico-Spox™系统中包含压接端子、插座外壳和印刷电路板接

头。盒式端子通过两个面向内侧的凹面与排针引脚发生接触，

确保极高的可靠性。立式和直角接头可以提高设计的灵活性。

摩擦锁和防误插功能能够确保牢固的保持效果以及正确的接插

方向。
1.50mm 3.0A 2-15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医疗

Pico-Lock™ 1.50mm针距线对板系统的插拔高度仅为 2.00mm， 
具有每个触点高达 3.0A 的载流能力。侧面正向闭锁和顶部摩

擦锁功能可实现牢固的插拔效果。通过采用较宽并且极为牢固

的配件线卡，可以提高电路板的保持力。接头和外壳采用防误

插设计以防止错误插拔。
1.50mm 3.0A

4, 6, 7, 8 
和 10

• 汽车

• 消费品

• 固态照明

• 工业

• 电信

Flexi-Mate™连接器系统为照明行业提供全系列的共面线对

板、板对板和终端电阻选项。主要功能包括双触点端子设计，

可保证牢固的电气触点效果，以及节省空间的侧面正向闭锁功

能。导轨功能有助于插拔操作并对端子提供保护。 3.70mm 2.0A 2 • 消费品

Pico-Spox™

Pico-Lock™

Flexi-Mate™

线对板 
超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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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对板 
信号

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illi-Grid™产品族与传统的 2.54mm 针距连接器相比，可以

节约多达 40% 的印刷电路板空间。适用于线对板、板对板和 
IDT 缆对板连接。有关功能包括早期引入（长过渡）端子、中

心防误插键和锁片，以及 SMT 和通孔接头。 2.00mm 2.0A 4 -50

• 汽车

• 消费品

• 网络

• 电信

iGrid™线对板双排系统配备防缠绕内部闭锁功能，可节约空间

并保持牢固的配对效果，所采取的坚固、紧凑的设计可以承受恶

劣和高振动的操作环境。其中包含压接端子、插座外壳和全笼罩

的印刷电路板接头，完全采取直线与直角配置。 2.00mm 2.0A 10-40

• 汽车

• 消费品

• 工业

• 医疗

• 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

DuraClik™连接器通过采用直角和立式配置选项，符合各种空

间约束的要求并满足线束安装的需求。有关功能包括较宽的焊

片、正向内部闭锁功能和可听见的插拔声音、尺寸兼容，耐灰

尘和损坏的触点设计，以及供贴片的开放区域。 2.00mm 3.0A 2-12
• 汽车

• 商用车

• 工业自动化

MicroClasp™线对板系统中包含独特的内部正向闭锁功能，可

以保护插锁、提供牢固的保持力，并实现可听见的配对“咔哒”

声效。端子设计只需较低的插入力和拔出力。单排和双排压接插

座和印刷电路板插头在 SMT 和通孔配置中提供。 2.00mm 3.0A 2-40
• 消费品

• 工业

• 医疗

MicroBlade™系统配备可靠的盒式端子，可提供牢固的电气

接触效果，可选的 IDT 插座，以及全笼罩的接头，同时具有直

线、直角和底装版本。功能特点包括可节约空间的低外形的插

拔高度、带外壳窗口、使用简便的摩擦锁，以及防止误配对的

防误插选项。
2.00mm 2.0A 2-15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Micro-Lock™连接器具有较宽的配对插锁，并提供双点正向闭

锁功能，确保配对保持效果。该系统可以通过最佳的方式将针脚

保护、低外形和低插入力结合到一起，实现简便的插拔操作。“

无故障”的插拔设计可以保护外壳端子和排针引脚免受损坏。 2.00mm 3.0A 4-15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Sherlock™产品族中包含立式和直角接头、压接外壳，以及可靠

的盒式端子。主要功能包括正向插接锁定装置，可以承受极高的

震动，并且仅在激活后方可允许拔出。较低的插拔高度可以节约

空间，而防误插侧壁则可防止配对错误，并提供插拔导向功能。 2.00mm 2.0A 2-20
• 汽车

• 消费品

Micro-Latch™连接器采用摩擦锁机构，闭锁插座外壳上的突出

部分可以滑动到接头壁的开口中，为电路提供极为耐久的插拔功

能，并提供保护。通孔版本同时为直角接头和表面安装兼容的立

式接头提供。防误插功能有助于防止错误配对。 2.00mm 2.0A 2-15
• 汽车

• 消费品

Milli-Grid™

MicroBlade™

iGrid™

Micro-Lock™

DuraClik™

Sherlock™

Micro-Clasp™

Micro-L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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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对板 
信号

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多用途的线对板和线对线系统，其中包含端子、压接外壳，以及

全笼罩的直线和直角接头，同时提供托盘与径向卷带包装方式。

有关功能包括四点触点设计，具有极高的电气稳定性，导向壁和

拉片便于插拔操作，而防钩触点则可保证线束组件的安全性。 2.50mm 3.0A 2-15
• 消费品

• 工业

SPOX   BMI™（Blind-Mate接口）连接器是一种低外形的双排线

对线和线对板解决方案。自对中功能和仅有11.00mm的插拔堆

叠距离可供在水平和竖直方向上安全使用。多针数可提高设计的

灵活性，并且同时为电源与信号应用提供解决方案。 2.54mm 3.0A 6-16
• 网络

• 电信

SPOX™产品族的特色产品Mini-SPOX™中提供压接外壳和 IDT
外壳、线对线以及线对板选项，而Macro-SPOX™则包含非笼

罩和部分笼罩接头，以及板对板选项。这种“弹簧箱”形端子

具有多个触点，可确保出色的信号完整性。 2.50- 
5.08mm

3.0-7.0A 2-16

• 运输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第3代的C-Grid III™系统具有独一无二的设计特点，提供 3 种
各不相同的镀层选项，而这一端接技术支持离散布线和带状线

缆连接器，支持与Molex  QF-50产品线的内部插拔，并且与 
DIN41651、HE-13/14 标准连接器系统完全兼容。 2.54mm 3.0A 2-130

• 运输

• 消费品

SL™（可堆叠线性）产品是一种模块化的单排线对线和线对板

系统，其中包含压合（合规引脚）、通孔和 SMT 印刷电路板

端接功能。提供闭锁立式/直角接头、离散布线、FFC和IDT 压
接外壳。SL™可与相同针距的CGrid®和KK®产品族相互配对，

实现极高的设计灵活性并提供众多的配置选项。
2.54mm 3.0A 2-25

• 运输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网络

多功能的单排线对板和板对板压接触点系统。立式接头和直角印

刷电路板接头可选择配置防误插功能和摩擦锁。直角顶装和底装

印刷电路板连接器可与标准接头配对使用，便于板对板的配置。
2.50mm/ 
2.54mm

4.0A 2-28

• 运输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网络

Wire-to-Board

Connectors

Product Name                  Description Pitch
Current
Rating

Circuits 
Size

Applications

2.50mm 3.0A 2-15

10.0mm
(0.393”)

30.0A
(Power
Blade)

2

10.0mm
(0.393”)

30.0A
(Power
Blade)

1

10.0mm
(0.393”)

30.0A
(Power
Blade)

1

10.0mm
(0.393”)

30.0A
(Power
Blade)

3

10.0mm
(0.393”)

30.0A
(Power
Blade)

3

10.0mm
(0.393”)

30.0A
(Power
Blade)

3

10.0mm
(0.393”)

30.0A
(Power
Blade)

3

Versatile wire-to-board and wire-to-wire system

including terminals, crimp housings and fully

shrouded straight and right-angle headers available

in tray and radial tape packaging. Features include:

four-point contact design for electrical reliability;

guide walls and pull tabs for easy mating/unmating;

anti-fishhooking contact for safe harness assembly.
Mini-Lock

Product

Image

Duplicate

Spox BMI

Product

Image

Duplicate

Spox

Product

Image

Duplicate

C-Grid III

Product

Image

Duplicate

SL

Product

Image

Minctor endisqu aesequos sandanim lat ant qui vel

magnam qulaccus, solorep, blablablubbblubb,

tatemolorum rem, Aceaque, veni, vidi, vici, endisqu

aesequos sandanim lat ant qui vel magnam

qulaccus, lat ant qui vel magnam Aceaque, veni, vidi,

vici, endisqu aesequos sandanim lat ant qui vel

magnam qulaccus,
XYZ product name

product name

Product

Image

Minctor endisqu aesequos sandanim lat ant qui vel

magnam qulaccus, solorep, blablablubbblubb,

tatemolorum rem, Aceaque, veni, vidi, vici, endisqu

aesequos sandanim lat ant qui vel magnam

qulaccus, lat ant qui vel magnam Aceaque, veni, vidi,

vici, endisqu aesequos sandanim lat ant qui vel

magnam qulaccus,
XYZ product name

product name

Product

Image

Minctor endisqu aesequos sandanim lat ant qui vel

magnam qulaccus, solorep, blablablubbblubb,

tatemolorum rem, Aceaque, veni, vidi, vici, endisqu

aesequos sandanim lat ant qui vel magnam

qulaccus, lat ant qui vel magnam Aceaque, veni, vidi,

vici, endisqu aesequos sandanim lat ant qui vel

magnam qulaccus,
XYZ product name

product name

Product

Image

Note: do not

change font size 

in this template

Consumer

Industrial

Mini-Lock™

SPOX BMI™

C-Grid III™

SLSL™模块化 
连接器

KK®

SP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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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ini-Fit Sr.™电源连接器提供紧凑的线对线和线对板高电流系

统，能够处理每触点高达 50.0A 的电流。这种单排和双排系

统已通过 UL、CSA 和 TUV 认证。有关功能包括单排产品上

提供的整体成型 TPA，以及所有电路数都提供的正向闭锁和防

误插外壳。
10.00mm 50.0A 2 – 14

• 商用车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网络

Molex 供应全系列的 RAST IDT 连接器与接头。RAST 5 在 
10.0A 或 16.0A 版本中可实现间接插拔。RAST 2.5 可实现直

接和间接插拔，而 RAST Power 在 6.0A 和 10.0A 版本中也

可提供直接或间接插拔。提供多种防误插和编码选项作为标准

配置，并且所有产品都符合灼热丝标准要求。

2.50mm 
5.00mm

4.0A         
16.0A

1 - 20
• 家用电器

• 消费品

• 汽车

KK® 396在与 MarKK 端子一起使用时可承受每触点 13.0A 的电

流，这一线对板和板对板系统可理想用于多种应用。RPC（回流

焊接工艺尖锐那个）接头还可在立式与直角摩擦锁版本中提供。

此外，提供符合 UL 94V-0 以及灼热丝标准要求的版本。 3.96mm
Up to 
13.0A

2-24

• 汽车

• 消费品

• 工业

• 医疗

工业标准的 0.093 英寸插针插座电源连接器适用于线对线和线

对板的配置。端子可在插头或插座外壳中使用，进而提高设计的

灵活性。此外提供印刷电路板接头。功能特点包括面板安装和自

由悬挂外壳，具有正向闭锁和全绝缘触点功能。 5.03mm 17.0A 1-15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网络

Mini-Fit®产品族设计用于在电流更高/密度更高的应用中为线对

线、线对板和板对板配置提供更高的设计灵活性。有关功能包括

全绝缘端子、正向闭锁功能、较低的接触力，以及防误插外壳和

插座。提供符合灼热丝标准要求版本以及无卤版本。
4.20mm 13.0A 2 - 24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医疗
• 汽车
• 商用车
• 军事/航天
• 电信
• 替代能源

MLX™系列可以与行业标准产品互换、互配和相互安装。这样，

在与现有的线束、连接器或者印刷电路板接头配对时，具有更高

的灵活性。外壳针对公端和母端端子而设计。此外，外壳完全采

用防误插设计，具有正向闭锁功能。 6.35mm 13.5A 1-15
• 商用车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网络

Micro-Fit™产品族是一种线对线、线对板和板对板连接器系

统，采用单排和双排配置。有关功能包括盲插 (BMI)、顺应针 
(CPI) 以及降低插入力 (RMF) 选项。印刷电路板安装的接头可

在直线和直角型、SMT型以及通孔型中提供，并且提供无卤与

灼热丝标准的材料。
3.00mm 5.0A 2-24

• 替代能源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医疗

• 军事/航天

• 电信

Mega-Fit电源连接器采用每条电路 23.0A 的顶尖电流密度，

端子可以提供六个独立的触点，几乎在任何行业与应用中都可

实现长期的可靠性。提供线对板配置以及立式和直角接头，此

外提供符合 UL94V-0 和灼热丝标准的外壳。 5.70mm 23.0A 2-12

• 消费品

• 家用电器

• 商用车

• 工业

• 电信

Mini-Fit Sr.™ 

Mini-Fit® 产品

RAST连接器

MLX™

KK® 396

Micro-Fit™ 
产品

Mega-Fit

标准 0.093 英寸

线对板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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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对板带状电缆/ 
集线端子

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iPass™互连系统所提供的连接器与线缆组件对于从 1.5 Gbps 
到 10.0 Gbps 的应用在速度上可以灵活的兼容。线缆组件具有

紧密的扭曲校正和低串扰功能，可实现 100 Ohm 的差分阻抗，

提供多种标准/定制的线缆长度。
0.75mm   
0.80mm   
1.27mm

不可用 多种

• 数据/通信

• 网络

• 电信

Molex 的 SATA 互连解决方案产品族不断增长，引领趋势，其

中包含直线和直角版本的闭锁线缆插座，适用于并行 ATA 到串

行 ATA 的转换、采用直角和立式版本向下兼容的闭锁印刷电路

板插头，以及可实现有效存储的组合式外部 SATA 和 USB 插座。 多种 不可用 多种

• 消费品

• 网络

• 存储

具有低插入力的 3.0 版微型 SATA 合规互连产品通过质量无与

伦比的 1.80 英寸固态硬盘、移动计算与消费性应用，提供 6 
Gbps 的高速数据传输性能。有关功能包括 FMLB、导柱和导

轨套筒、摩擦锁、焊片，以及耐高温热塑性外壳。
1.27mm 
1.32mm 
5.08mm

1.5A 交流或
直流

14, 16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该连接器也称为 SAS 背板连接器，与串行 ATA 具有相同的形状

系数，此外还为 SAT 专门添加了用于键控的“缓冲”。有关功

能包括点对点拓扑结构、与串行 ATA 的磁盘/背板的互操作性、

热插拔、盲插连接、3.0 Gbps 的传输速率，以及紧凑的布线和

多插座选项。

0.80mm, 
1.27mm

不可用 多种

• 数据/通信

• 网络

• 电信

串行连接  SCSI  使用点对点架构，可与市场上流行的PCI Express
以及其他高速架构结合使用，例如串行ATA 等。Molex 提供多种

连接器产品，从 SAS 多路线缆组件直至 SAS 立式和直角内部多

路连接器。 多种 不可用 多种
• 消费品

• 网络

iPass™

串行连接 
SCSI – SFF 8484

串行 ATA

微型 SATA

串行连接 
SCSI – SFF 8482

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多用途的 Picoflex® 插座和接头的 8 个系列包含标准版本和闭锁

版本的反向足迹 SMT 接头，可以实现最高的设计灵活性。对于

印刷电路板以及母端连接器和接头之间的连接，Picoflex 具有出

色的防误插设计。镀层选项包括镀锡和闪金色的钯镍合金镀层。 1.27mm 1.2A 4-26

• 替代能源

• 汽车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Lite-Trap™是一种低外形 (4.20mm) 的 SMT 线对板连接器，

可理想用于照明行业。剥线插入到连接器中，并推动以打开“

捕捉”电线的门式端子。如要拔出，则向下推动外壳顶部的按

钮式推杆，使电线脱下。本连接器还采用紧凑的工业标准印刷

电路板布局样式。
4.0mm 9.0A 1 和 2

• 固态照明

• 消费品

• 工业

Picoflex®

线对板 
存储

Lite-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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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IP67 防护级别的MX150L™系统提供线对线、线对面板以及线

对板配置，对于从低电平信号到高功率在内的应用可以实现极高

的设计灵活性。主要功能包括预装配连接器外壳、整体式 TPA 
和配对连接器上的双路金属密封、密封面板安装插头，以及久

经考验的刀片型端子。

5.84mm, 
7.62mm

高达 18.0A 
和 40.0A

2-16
• 商用车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

Versablade™ 线对线连接系统中包含宽平片状端子 (1.78mm)、
多重配置的模块化外壳，以及端子位置保证插片，在多种应用中

都可提供模块化功能与极高的设计灵活性。其他功能包括正向

闭锁与 TPA 二级闭锁、单排系统，以及弹簧样式的安装吊耳。 各种 4.0A -15.0A 1-9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

MLX™ 系列可以与行业标准产品互换、互配和相互安装。这样，

在与现有的线束、连接器或者印刷电路板接头配对时，具有更高

的灵活性。外壳针对公端和母端端子而设计。此外，外壳完全采

用防误插设计，具有正向闭锁功能。 6.35mm 13.5A 1 - 15
• 商用车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网络

Mini-Fit®产品族设计用于电流/密度更高的应用，为线对线、线

对板和板对板配置提供所需的更高的设计灵活性。有关功能包括

全绝缘端子、正向闭锁功能、低啮合力，以及防误插设计的外壳

和插座。提供符合灼热丝标准和无卤材料版本。
4.20mm 13.0A 2 - 24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医疗
• 汽车
• 商用车
• 军事/航天
• 电信
• 替代能源

工业标准的 0.093 英寸插针插座电源连接器适用于线对线和线

对板的配置。端子可在插头或插座外壳中使用，进而提高设计的

灵活性。此外提供印刷电路板接头。功能特点包括面板安装和自

由悬挂外壳，具有正向闭锁和全绝缘触点功能。 5.03mm 17.0A 1-15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网络

工业标准的 0.062 英寸插针插座线对线连接器系统为需要高达 
5.0A 电流处理能力的应用提供强大经济的解决方案。外壳可以

使用公端和母端端子，并采用防误插技术以避免发生误配对。

3.68mm 5.0A 1-36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网络

业界最小针距的线对线连接器系统，结合 2.60mm 直径电线

使用时适用于 300 V 信号与电源应用。该系统采用正向闭锁设

计，可实现安全牢固的插拔效果，并提供全笼罩触点和可选的 
TPA 保持环。 3.30mm 4.0A 2-6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

Beau™插针插座刀片型连接器与空心销连接器相比具有出色的

耐久性，可供重复插拔而不发生任何损坏。热塑性底壳具有更高

的介电强度和安全性，而均一的浮动触点则可确保最大程度的表

面啮合、较低的接触电阻，并且便于插拔。 6.35mm 10.0A 2-24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

MX150L™

标准 0.093 英寸

Versablade™

标准 0.062 英寸

MLX™

3.30mm 惯性锁

Mini-Fit® 产品

Beau™ 
电源连接器

线对线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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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icro-Fit™产品族是一种线对线、线对板和板对板连接器系

统，采用单排和双排配置。有关功能包括盲插 (BMI)、顺应针 
(CPI) 以及降低插入力 (RMF) 选项。印刷电路板安装的接头可

在直线和直角型、SMT 型以及通孔型中提供，并且提供无卤与

灼热丝标准的材料。
3.00mm 5.0A 2-24

• 替代能源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医疗

• 军事/航天

• 电信
Micro-Fit™ 
Products

线对线 
电源

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SPOX™ 产品族的特色产品 Mini-SPOX™ 中提供压接外壳和 
IDT 外壳、线对线以及线对板选项，而 Macro-SPOX™ 则包

含非笼罩和部分笼罩接头，以及板对板选项。这种“弹簧箱”

形端子具有多个触点，可确保出色的信号完整性。 2.50- 
5.08mm

3.0-7.0A 2-16

• 运输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SPOX BMI™（Blind-Mate 接口）连接器是一种低外形的双

排线对线和线对板解决方案。自对中功能和仅有 11.00mm 的
插拔堆叠距离可供在水平和竖直方向上安全使用。多针数可提

高设计的灵活性，并且同时为电源与信号应用提供解决方案。 2.54mm 3.0A 6-16
• 网络

• 电信

Mizu-P25™线对线连接器系统符合 IP67 认证。该产品族中包

含额定电压达 125 V 和 250 V 的系统。由于尺寸极小，两种

系统都可理想用于密闭空间内的线对线应用。其他功能包括正向

闭锁、防误插设计，以及适用于高振动应用的专用端子设计。 2.50mm 3.0/4.0A 2-4
• 运输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

SL™（可堆叠线性）产品是一种模块化的单排线对线和线对板系

统，其中包含压合（合规引脚）、通孔和 SMT 印刷电路板端接

功能。提供闭锁立式/直角接头、离散布线、FFC 和 IDT 压接外

壳。SL™ 可与相同针距的 CGrid® 和 KK® 产品族相互配对，实

现极高的设计灵活性并提供众多的配置选项。
2.54mm 3.0A 2-25

• 运输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网络

SPOX™

SPOX BMI™

Mizu-P25™

SL™模块化 
连接器

线对线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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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速度 密度 方向 应用

Impact™ 背板连接器系统采用传统、共面和夹层配置，可以提

供高达 25 Gbps 的数据速率，以及每英寸高达 80 个差分对的

出色的信号密度。可以实现极低的串扰和极高的信号带宽，同时

在系统中的每个差分对之间使信道性能变动降至最低。 25 Gbps
80 个差分对/
平方英寸

传统

共面

夹层

• 数据通信

• 电信

• 军事/航天

GBX I-Trac™ 提供标准背板、正交中面、高电流功率模块、反

向以及共面配置，具有极高的设计灵活性，无需对平台重新设计

即可实现未来的系统性能升级。通过 12.5 Gbps 或更高的数据

速率可以支持下一代应用。 12.5 Gpbs
69 个差分对/
平方英寸

传统

共面

反向

正交

• 网络

• 电信

Z-PACK TinMan采用压合的柔性单块系统，可以端对端堆叠以

满足客户对针数的要求。该系统具有集成的屏蔽功能、极高的差

分对密度、85 Ohm 的阻抗，并且与 100 Ohm 背板系统相比串

扰和插入损耗也更低。

*Z-PACK 和 Z-PACK TinMan 是 Tyco Electronics 的商标

12.5 Gbps
66 个差分对/
平方英寸

传统

夹层

• 数据通信

• 医疗

• 网络

• 电信

GbX® 背板连接器可以实现极高的密度以及高达 10 Gbps 的速

度，并可定制配置。子卡插座中的分叉接触射线通过与每个排针

引脚的 2 个触点可以进一步提高可靠性。

 GbX®是 Amphenol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10 Gbps
69 个差分对/
平方英寸

传统

共面

正交

• 数据通信

• 医疗

• 网络

• 电信

超高密度公制连接器通过间隙信号和各柱之间的接地屏蔽可以

实现高速信号的完整性。标准的 VHDM®* 连接器支持 3.125 
Gbps 的数据速率，而串扰则低于 5%。H 系列则支持高达 6.25 
Gbps 的速率。

*VHDM是 Amphenol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高达 
6.25 Gbps

100 个差分对/
平方英寸

传统

共面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军事/航天

• 网络

• 电信

MicroTCA是一种低成本、高灵活性的可扩展解决方案，支持

高达 10.0 Gbps 的数据速率，适用于多种低频至中频的电信

应用。这种压合的立式边缘卡连接器在 0.75mm 的针距上可

提供 170 个触点，可使 AdvancedMC (AMC) 卡直接插入到

背板上。
10Gbps 1.5A 170 条电路

• 医疗

• 仪表

• 电信

Impact™

MicroTCA

VHDM®

GbX I-Trac™

Z-PACK TinMan*

GbX® 

板对板 
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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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olex 的SlimStack™板对板连接器产品族堆叠高度从 0.70mm 
至 20.00mm。所有版本皆采用镀金处理，在多次插拔操作后

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其他功能特点包括高耐久性的梁上叶片触

点、可产生高强度填锡的 SMT 焊尾，以及可以提高配对保持力

的摩擦闭锁功能。

0.40/0.50 
0.635/ 

1.00mm 
0.4/0.5A 6-140

• 运输

• 消费品

标准化的 PCI 夹层卡连接器采用全笼罩的叶片式设计，可使插

头触点损坏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插座触点所需插拔力极低，可降

低印刷电路板的应力。触点电镀镀层可以提高长期可靠性。LCP 
外壳可实现 SMT 回流焊接工艺。 1.00mm 1.0A 64-256

• 消费品

• 网络

• 电信

Molex 的压缩连接器具有极高的设计灵活性，减少了组件数并

可实现出色的可制造性。其产品系列包含高于 0.60mm 板厚的

部件，以及 0.70mm 的小尺寸触点针距。制造工艺中采用的耐

高温材料可使部件在红外再流焊中进行处理。 0.7mm - 
4.5mm

1.5-7.0A 2-10
• 运输

• 消费品

• 移动设备

Flexi-Mate™连接器系统为照明行业提供全系列的共面线对板、

板对板和终端电阻选项。主要功能包括双触点端子设计，可保证

牢固的电气触点效果，以及节省空间的侧面正向闭锁功能。导轨

功能有助于插拔操作并对端子提供保护。 3.70mm 2.0A 2 • 消费品

MicroTCA是一种低成本、高灵活性的可扩展解决方案，支持

高达 10.0 Gbps 的数据速率，适用于多种低频至中频的电信

应用。这种压合的立式边缘卡连接器在 0.75mm 的针距上可

提供 170 个触点，可使 AdvancedMC (AMC) 卡直接插入到

背板上。
0.75mm 1.5A 170

• 医疗

• 仪表

• 电信

MicroTCA

SlimStack™

PMC

压缩接头

Flexi-Mate™

板对板 
超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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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EXTreme PowerMass™ 是一种高电流的板对板模块化连接器

系统，可针对交直流电源要求提供特定于用户的互连解决方案。

该系统每英寸密度可达 350.0A，同时，由于平面间的电阻极

低，可以将发热保持在最低水平。 各种

150.0A, 
80.0A, 
40.0A

多种功率和

信号

• 网络

• 电信

EXTreme Ten60Power™ 配置简便，可满足特殊的设计要求

而无需工装成本！该系统是一种模块化的高电流电源与信号连

接器系统，采用共面与直角的板对板方向配置。较低的外形

（10.0mm 高度）有助于增强电源系统内的系统气流。 各种  60.0A 多种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电信

EXTreme ZPower™ 是一种高电流的刚性板对板和线对板夹层

式互连产品，设计用于将电源负载从一个印刷电路板传输到另一

个。该连接器压合到印刷电路的基板上。然后将印刷电路顶板通

过螺丝固定在 EXTreme ZPower 连接器顶部，构成高压接口。 10.30mm  30.0A 1
• 工业自动化

• 电源

• 电信

EXTreme PowerEdge™是一种一体的立式卡片边缘型连接器，

与金手指印刷电路板一起使用，或者作为电源和配电应用的总线

互连产品。仅提供电源用连接器、信号用连接器和电源/信号组

合连接器，并可针对交流和直流电源系统而配置。 各种 40.0A 多种 
• 网络

• 电信

EXTreme PowerDock™ 互连产品中包含用于盲插的导销、用

于机械连接到印刷电路板的安装吊耳选项，以及采用多种长度与

压合焊尾的电源叶片和信号插针。由于可以定制配置，该产品族

可用于直接替换多种现有应用。 各种
40.0A 
3.0A

多种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电信

EXTreme LPHPower™连接器是一种混合式高电流电源与信

号连接器系统，电源叶片与印刷电路板平行设计。本产品高度

极低，仅为 7.50mm，所提供的系统气流更大，而与额定电流

相同的传统式连接器相比，可以节约多达 53% 的空间。提供直

角、共面或立式配置。
各种

35.0A 
3.0A 

多种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电信

EXTreme PowerPlus™系列符合服务器系统架构 (SSI) 开放式

规范要求。有关功能包括凹入式信号针和顺序配对 (LMFB)，可

实现电源单元在公端侧的热插拔，以及导轨套筒（接头）或导轨

柱（插座）和全笼罩接头。 各种
30.0A 
1.0A

多种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电信

Mini-Fit®产品族设计用于在电流更高/密度更高的应用中为线对

线、线对板和板对板配置提供更高的设计灵活性。有关功能包括

全绝缘端子、正向闭锁功能、较低的接触力，以及防误插外壳和

插座。提供符合灼热丝标准要求版本以及无卤版本。
4.20mm 13.0A 2 - 24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医疗
• 汽车
• 商用车
• 军事/航天
• 电信
• 替代能源

EXTreme 
PowerMass™

EXTreme 
PowerDock™

EXTreme  
Ten60Power™

EXTreme 
LPHPower™

EXTreme 
ZPower™

EXTreme 
PowerPlus™

EXTreme 
PowerEdge™

Mini-Fit® 产品

板对板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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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illi-Grid™ 产品族与传统的 2.54mm 针距连接器相比，可以

节约多达 40% 的印刷电路板空间。适用于线对板、板对板和 
IDT 缆对板连接。有关功能包括早期引入（长过渡）端子、中

心防误插键和锁片，以及 SMT 和通孔接头。 2.00mm 2.0A 4 -50

• 汽车

• 消费品

• 网络

• 电信

多功能的单排线对板和板对板压接触点系统。立式接头和直角印

刷电路板接头可选择配置防误插功能和摩擦锁。直角顶装和底装

印刷电路板连接器可与标准接头配对使用，便于板对板的配置。

2.54mm 5.0A 2-36

• 运输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网络

第 3 代的C-Grid III™系统具有独一无二的设计特点，提供 3 种
各不相同的镀层选项，而这一端接技术支持离散布线和带状线

缆连接器，支持与 Molex QF-50 产品线的内部插拔，并且与 
DIN41651、HE-13/14 标准连接器系统完全兼容。 2.54mm 3.0A 2-130

• 运输

• 消费品

SL™（可堆叠线性）产品是一种模块化的单排线对线和线对板系

统，其中包含压合（合规引脚）、通孔和 SMT 印刷电路板端接

功能。提供闭锁立式/直角接头、离散布线、FFC 和 IDT 压接外

壳。SL™ 可与相同针距的 CGrid® 和 KK® 产品族相互配对，实

现极高的设计灵活性并提供众多的配置选项。
2.54mm 3.0A 2-25

• 运输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网络

Milli-Grid™

KK® 254

C-Grid III™

SL™模块化 
连接器

板对板 
电源

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KK® 396在与 MarKK™端子一起使用时可承受每触点 13.0A 的电

流，这一线对板和板对板系统可理想用于多种应用。RPC（回流

焊接工艺尖锐那个）接头还可在立式与直角摩擦锁版本中提供。

此外，提供符合 UL 94V-0 以及灼热丝标准要求的版本。 3.96mm 高达 13.0A 2-24

• 汽车

• 消费品

• 工业

• 医疗
KK® 396

板对板 
信号

MOL Connector Product Overview_A4_V15-final-ZH_02.indd   21 2015/4/7   20:38:15

www.zhenkunhang.com



22

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olex 的 SATA 互连解决方案产品族不断增长，引领趋势，其

中包含直线和直角版本的闭锁线缆插座，适用于并行 ATA 到串

行 ATA 的转换、采用直角和立式版本向下兼容的闭锁印刷电路板

插头，以及可实现有效存储的组合式外部 SATA 和 USB 插座。 多种 不可用 多种

• 消费品

• 网络

• 存储

具有低插入力的 3.0 版微型 SATA 合规互连产品通过质量无与

伦比的 1.80 英寸固态硬盘、移动计算与消费性应用，提供 6 
Gbps 的高速数据传输性能。有关功能包括 FMLB、导柱和导

轨套筒、摩擦锁、焊片，以及耐高温热塑性外壳。
1.27mm   
1.32mm   
5.08mm

1.5A 交流或

直流
14, 16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Molex 多功能低成本的EBBI™ 50D系列是一种非屏蔽的高密

度叶片型连接器，提供立式、直角、盲插和 SMT 配置。外壳通

过 UL 94V-0 标准认证，IDT 插座可与标准的 0.062 英寸卡片

边缘型印刷电路板配对，端子则在插拔区域采用不低于30μ“

的金镀层。
1.27mm 1.0A 30 - 130

• 数据通信

• 电信

串行 ATA

微型 SATA

EBBI™ 50D

板对板 
存储

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icro-Fit™产品族是一种线对线、线对板和板对板连接器系

统，采用单排和双排配置。有关功能包括盲插 (BMI)、顺应针 
(CPI) 以及降低插入力 (RMF) 选项。印刷电路板安装的接头可

在直线和直角型、SMT 型以及通孔型中提供，并且提供无卤与

灼热丝标准的材料。
3.00mm 5.0A 2-24

• 替代能源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医疗

• 军事/航天

• 电信

多功能的单排线对板和板对板压接触点系统。立式接头和直角印

刷电路板接头可选择配置防误插功能和摩擦锁。直角顶装和底装

印刷电路板连接器可与标准接头配对使用，便于板对板的配置。

2.54mm 5.0A 2-36

• 运输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网络

工业标准的 0.062 英寸插针插座线对线连接器系统为需要高达 
5.0A 电流处理能力的应用提供强大经济的解决方案。外壳可以

使用公端和母端端子，并采用防误插技术以避免发生误配对。

3.68mm 5.0A 1-36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网络

Micro-Fit™ 3.0

KK 245®

标准 0.062 英寸

高达 5A 电流的 
电源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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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ini-Fit® 产品族设计用于在电流更高/密度更高的应用中为线对

线、线对板和板对板配置提供更高的设计灵活性。有关功能包括

全绝缘端子、正向闭锁功能、较低的接触力，以及防误插外壳和

插座。提供符合灼热丝标准要求版本以及无卤版本。
4.20mm 13.0A 2 - 24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医疗
• 汽车
• 商用车
• 军事/航天
• 电信
• 替代能源

MLX™系列可以与行业标准产品互换、互配和相互安装。这样，

在与现有的线束、连接器或者印刷电路板接头配对时，具有更高

的灵活性。外壳针对公端和母端端子而设计。此外，外壳完全采

用防误插设计，具有正向闭锁功能。 6.35mm 13.5A 1 - 15
• 商用车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网络

工业标准的 0.093 英寸插针插座电源连接器适用于线对线和线

对板的配置。端子可在插头或插座外壳中使用，进而提高设计的

灵活性。此外提供印刷电路板接头。功能特点包括面板安装和自

由悬挂外壳，具有正向闭锁和全绝缘触点功能。 5.03mm 17.0A 1-15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网络

RAST 5 IDT和压接连接器是极为可靠的电源连接器，满足所有

行业标准与测试要求。有关功能包括符合灼热丝标准要求、插入

力较低、颜色编码的防误插设计、多重键控和闭锁配置，此外在

镀锡和镀银版本中还提供立式与直角接头。 5.00mm
10.0A, 
16.0A

1 - 8 • 消费品

Sabre™ 是一种高电流的线对线和线对板连接器产品族，具有内

置的 TPA 功能，可预防端子退出。提供压接端子，适用于多种线

规和绝缘厚度，并且端子完全绝缘。该系统通过 UL 认可、CSA 
认证，以及 TUV 的许可。 7.50mm 18.0A 2 - 8

• 替代能源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军事/航天

• 网络

• 电信

KK® 396在与 MarKK™端子一起使用时可承受每触点 13.0A 的电

流，这一线对板和板对板系统可理想用于多种应用。RPC（回流

焊接工艺尖锐那个）接头还可在立式与直角摩擦锁版本中提供。

此外，提供符合 UL 94V-0 以及灼热丝标准要求的版本。 3.96mm 高达 13.0A 2-24

• 汽车

• 消费品

• 工业

• 医疗

Mini-Fit® 产品

MLX™

标准 0.093 英寸

RAST 5

Sabre™

KK™ 396

高达 20A 电流的 
电源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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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为 21A 以上的 
电源连接器

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EXTreme PowerMass™ 是一种高电流的板对板模块化连接器

系统，可针对交直流电源要求提供特定于用户的互连解决方案。

该系统每英寸密度可达 350.0A，同时，由于平面间的电阻极

低，可以将发热保持在最低水平。 各种

150.0A, 
80.0A, 
40.0A

多种

功率和信号

• 网络

• 电信

EXTreme Ten60Power™ 配置简便，可满足特殊的设计要求

而无需工装成本！该系统是一种模块化的高电流电源与信号连

接器系统，采用共面与直角的板对板方向配置。较低的外形

（10.0mm 高度）有助于增强电源系统内的系统气流。 各种  60.0A 多种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电信

EXTreme ZPower™ 是一种高电流的刚性板对板和线对板夹层

式互连产品，设计用于将电源负载从一个印刷电路板传输到另一

个。该连接器压合到印刷电路的基板上。然后将印刷电路顶板通

过螺丝固定在 EXTreme ZPower 连接器顶部，构成高压接口。 10.30mm  30.0A 1
• 工业自动化

• 电源

• 电信

EXTreme PowerEdge™是一种一体的立式卡片边缘型连接器，

与金手指印刷电路板一起使用，或者作为电源和配电应用的总线

互连产品。仅提供电源用连接器、信号用连接器和电源/信号组

合连接器，并可针对交流和直流电源系统而配置。 各种 40.0A 多种 
• 网络

• 电信

EXTreme PowerDock™ 互连产品中包含用于盲插的导销、用

于机械连接到印刷电路板的安装吊耳选项，以及采用多种长度与

压合焊尾的电源叶片和信号插针。由于可以定制配置，该产品族

可用于直接替换多种现有应用。 各种
40.0A 
3.0A

多种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电信

EXTreme LPHPower™连接器是一种混合式高电流电源与信

号连接器系统，电源叶片与印刷电路板平行设计。本产品高度

极低，仅为 7.50mm，所提供的系统气流更大，而与额定电流

相同的传统式连接器相比，可以节约多达 53% 的空间。提供直

角、共面或立式配置。
各种

35.0A 
3.0A 

多种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电信

EXTreme PowerPlus™系列符合服务器系统架构 (SSI) 开放式

规范要求。有关功能包括凹入式信号针和顺序配对 (LMFB)，可

实现电源单元在公端侧的热插拔，以及导轨套筒（接头）或导轨

柱（插座）和全笼罩接头。 各种
30.0A 
1.0A

多种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电信

Molex 结构紧凑的EXTreme Guardian™电源连接器系统在顶

级服务器和大功率应用中可以超出对高电流和可靠性的要求，可

以提供 EMI/RFI 屏蔽、二次成型与离散式布线选项，实现极高的

设计灵活性。这种线对板系统还采用“先插后断”的触点配置。 11.00mm 80.0A 2 和 3

• 汽车

• 消费品

• 电信

• 数据通信

EXTreme 
PowerPlus™

EXTreme 
LPHPower™

EXTreme 
PowerMass™

EXTreme  
Ten60Power™

EXTreme 
ZPower™

EXTreme 
PowerEdge™

EXTreme 
PowerDock™

EXtrem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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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为 21A 以上的 
电源连接器

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ini-Fit Sr.™电源连接器提供紧凑的线对线和线对板高电流系

统，能够处理每触点高达 50.0A 的电流。这种单排和双排系

统已通过 UL、CSA 和 TUV 认证。有关功能包括单排产品上

提供的整体成型 TPA，以及所有电路数都提供的正向闭锁和防

误插外壳。
10.00mm 50.0A 2-14

• 商用车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网络

Mega-Fit电源连接器采用每条电路 23.0A 的顶尖电流密度，

端子可以提供六个独立的触点，几乎在任何行业与应用中都可

实现长期的可靠性。提供线对板配置以及立式和直角接头，此

外提供符合 UL94V-0 和灼热丝标准的外壳。 5.70mm 23.0A 2-12

• 消费品

• 家用电器

• 商用车

• 工业

• 电信

Sabre™ 是一种高电流的线对线和线对板连接器产品族，具有内

置的 TPA 功能，可预防端子退出。提供压接端子，适用于多种线

规和绝缘厚度，并且端子完全绝缘。该系统通过 UL 认可、CSA 
认证，以及 TUV 的许可。 7.50mm 18.0A 2-8

• 替代能源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军事/航天

• 网络

• 电信

Mini-Fit Sr.™ 

Mega-Fit

Sa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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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工业标准 USB 连接器与电缆组件在众多行业中可为电源和数

据交换提供连接功能，而无需使用个人电脑主机。提供标准、

小型与微型版本。
2.00mm 
2.50mm

1.5A 5
• 消费品

• 医疗

• 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

DisplayPort解决方案中包含具有防误插 D 形插拔接头和印刷

电路板保持功能的 SMT 外部插座。插座可以安装在设备侧面，

而二次成型插头则连接到显示设备上。电缆组件同时提供闭锁

和非闭锁版本。

*DisplayPort 是视频电子标准协会 (VESA) 的商标

0.50mm 0.5A 20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 (HDMI*) 连接器采用紧凑易用的全屏蔽设

计。5 Gbps 的单电缆带宽可以承载无压缩的音频和视频信号。

其他功能包括使 HDMI 向下兼容 DVI 电缆、安装法兰，以及三

角形信号布局。

*HDMI、HDMI 标志以及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是 HDMI Licensing 
LL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0.40mm 
0.50mm

0.8A 19 • 消费品

19 针互连产品采用不锈钢外壳，尺寸仅为当前小型连接器的一

半，具有 HDMI 1.4 规范的所有优点。提供全 SMT、通孔壳片

以及 SMT 和通孔组合式壳片版本；插座具有摩擦锁和端子夹紧

功能。提供电缆组件。

*HDMI、HDMI 标志以及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是 HDMI Licensing 
LL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0.40mm 0.8A 19
• 汽车

• 消费品

• 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

IEEE 1394（在苹果公司称为“火线”，在索尼称为“i.Link”）

是一种标准 I/O 接口，通过高带宽功能可以确保所承载视频与音

频的质量。这种使用简便的对等连接系统采用键控设计，经电气

测试完全集成，可在不关闭电源的情况下检测出插入的新节点。 0.80mm 
2.00mm

1.5A 4, 6, 9

• 汽车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医疗

Molex 的 MicroCross DVI 系统为主机和显示设备提供高带宽视

频接口。结构牢固的 LFH (Low Force Helix) 触点设计可提供两

个接触点，实现最佳的信号完整性，并可降低插入力，确保极高

的可靠性。提供全系列的连接器、电缆与适配器。 不可用 3.0A 29 • 消费品

USB 产品

IEEE 1394

DisplayPort*

MicroCross DVI

HDMI*

微型 HDMI*

消费品/个人电脑 
I/O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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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iPass™互连系统所提供的连接器与线缆组件对于从 1.5 Gbps 
到 10 Gbps 的应用在速度上可以灵活的兼容。线缆组件具有紧

密的扭曲校正和低串扰功能，可实现 100 Ohm 的差分阻抗，

提供多种标准/定制的线缆长度。
0.75mm   
0.80mm   
1.27mm

不可用 多种

• 数据/通信

• 网络

• 电信

iPass+™ HD也称为 mini-SAS，通过排除中面连接，可以改进

系统气流与信号完整性。这种低外形的系统满足 SAS-3 的下一

代速度与密度要求，其信号可使用有源铜缆和光缆模块。iPass+ 
HD连接器可以与当前的所有 miniSAS HD 线缆组件配对使用。 0.75mm 不可用

36, 62, 
72, 144

• 数据/通信

• 网络

• 电信

iPass+™产品族中最新加入的本产品可供使用可插拔的铜缆/
光缆选项，为最终用户提高系统级别硬件的灵活性。以一体式

压合连接器和外壳组件的形式提供，采用单独配置和堆叠式双

端口配置。由Infiniband* CXP 12x QDR和 IEEE 802.3ba 标
准采用。

*InfiniBand Trade Association 的商标

0.80mm 不可用 84, 168
• 网络

• 电信

四重小形状系数可插拔 Plus (QSFP+)互连系统设计用于各种高

密度应用。QSFP+ 连接器、外壳与线缆组件（铜缆和光缆）以

及回路构成高度集成系统的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利用空间、电源

和端口密度，适用于高密度应用。 0.80mm 不可用 不可用

• 汽车

• 网络

• 电信

专利的Low Force Helix (LFH)公端插针接口结合分裂波束插

座触点，具有极低的插入力，而 2 触点设计则可实现极高的可

靠性。该系统可使用不同的电线尺寸，提供立式与直角接头版

本。此外还提供用于对接应用的选装硬件。

1.27mm 
（矩阵 50）、 

1.90mm 
（矩阵 75）

1.0A

60-200
（矩阵 50）； 

96-130
（矩阵 75）

• 数据/通信

• 医疗

• 网络

• 电信

TDP®连接器具有屏蔽的双排线缆对板接口，可实现中档速度 
（高达 5 Gbps）和 100 Ohm 的受控阻抗。提供带全屏蔽插头

和线缆套件的全屏蔽立式（通孔）和直角 (SMT) 插座。该系列

还提供二次成型的线缆组件。 1.27mm 1.5A
18, 28, 38, 

48, 72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Ultra+™超高密度线缆互连系统采用“梁上叶片”形式的触

点，减小了尺寸（比 SCSI-3 小 27%），提高了鲁棒性，并

且改进了电气性能并增加了密度。出色的叶片形/带状触点符

合 EIA、ANSI/SFF-8441 和 SPI-4 规范要求，确保与各种合

规产品的配对性能。
0.80mm 不可用 68, 136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网络

• 电信

Molex 提供多种样式与配置的插座，包括直角、顶装和底装、

通孔和 SMT、屏蔽与非屏蔽版本等，并采用镀金或高耐久性钯

镍合金镀层。此外还提供集成磁铁的模块化插座，可配备 LED 
指示灯，支持以太网供电 (PoE)。 各种 各种 各种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网络

iPass™

LFH

IPass+™ HD

TDP® 

（Triad™差分对）

IPass+™ 
高速信道 (HSC)

Ultra+™ VHDCI

QSFP+

模块化插头 – 插座

网络/电信  
I/O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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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olex 已开发七个系列的微型 USB“B”型与“AB”型插座，

包括顶部安装、底部安装和中部安装版本，并推出新的“A”
系列 USB，适用于微型 USB 的“B”系列线缆组件。这些连

接器在连接器外壳中提供引入功能，可将插座盲插到插头中。 0.65mm
1.0（信号）、 
1.8（电源）

5
• 消费品

• 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

USB OTG 的主要特点在于紧凑和轻量级的设计（约为标准 
USB-B 连接器尺寸的 1/8），完全屏蔽，与 USB 2.0 规范完

全符合，提供良好的锁定与键控功能，并具有 5 针设计，以及

超过 5 千次插拔的超高耐久性，通过 UL 认证。提供线缆组件。 0.80mm 1.0A 5
• 消费品

• 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

迷你 DisplayPort* 尺寸为标准 DisplayPort 连接器的 50%，

可以快速无缝的将纯信号连接到外部显示设备，实现即插即用，

同时支持 VGA、DVI 和双链路 DVI 连接。

*DisplayPort 是视频电子标准协会 (VESA) 的商标
0.60mm 0.5A 20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19 针互连产品采用不锈钢外壳，尺寸仅为当前小型连接器的一

半，具有 HDMI 1.4 规范的所有优点。提供全 SMT、通孔壳片

以及 SMT 和通孔组合式壳片版本；插座具有摩擦锁和端子夹紧

功能。提供电缆组件。

*HDMI、HDMI 标志以及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是 HDMI
Licensing LL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0.40mm 0.8A 19
• 汽车

• 消费品

• 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

HandyLink™ USB 2.0兼容产品族中包含直角 SMT 插座、电

线以及印刷电路板版本的插头，垂直和平行安装的槽型连接器，

用于对接应用以及一系列线缆组件。HandyLink 线对板解决方

案和板对板对接解决方案符合 RoHS 规范要求。 0.80mm 1.5 – 3.0A 16

• 航天和国防

• 汽车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医疗

• 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

微型 USB

HandyLink™

USB OTG 
(便携式)

迷你 DisplayPort*

微型 HDMI*

移动产品  
I/O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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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olex 的CRC™矩形 I/O 连接器系统为小型工业机器人和工厂

自动化设备提供紧凑的解决方案。该系统中包含面板安装版本

和线对线版本，仅需工业标准重型连接器所占空间的 1/15。

各种 7.0, 15.0A
12, 20,  

30, 50 (信号);  
4, 15 (电源) 

• 航天和国防

• 汽车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电信

Molex 的 HMC™ 重型矩形连接器产品线采用独一无二的新型

设计，与传统的重型连接器相比，更加易用，适用于机器人以

及其他工业应用。多模块的型式可供平滑互换外壳，并可通过

不同的端子嵌件实现混合配置。
不可用

6.0, 10.0, 
12.0A

12, 36, 40, 
48, 52, 72

• 工业自动化

尺寸紧凑的 Mini-HMC™ 产品族具有与 Molex 标准HMC™连

接器相同的特色功能，例如一键式闭锁以及配备与 Molex 的 
CRC™ 连接器之类相同无焊压接端子的互换外壳。其他功能包

括编织线夹，可以增强 ESD 屏蔽，并提供硬质盖。 3.00mm 7.0A 10, 40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高密度的商用 Micro-D 屏蔽超小型连接器密度为标准 D-sub 连
接器的 4 倍。商用版本提供直角（单排和堆叠）和立式配置，

以及采用单端和双端商用 Micro-D 的线缆组件，可连接至标准 
D-Sub 连接器。 1.27mm 1.0A 各种

• 航天和国防

• 商用车

• 数据/通信

• 工业通用

• 医疗

圆形机器人 
连接器- CRC™

重型矩形连接器 - 
HMC™ 连接器

Mini-HMC™

商用 Micro-D 

工业产品  
I/O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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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速度 密度 方向 应用

Impact™ 背板连接器系统采用传统、共面和夹层配置，可以提

供高达 25 Gbps 的数据速率，以及每英寸高达 80 个差分对的

出色的信号密度。可以实现极低的串扰和极高的信号带宽，同时

在系统中的每个差分对之间使信道性能变动降至最低。 25 Gbps
80 个差分对/ 
平方英寸

传统

共面

夹层

• 数据通信

• 电信

• 军事/航天

GBX I-Trac™ 提供标准背板、正交中面、高电流功率模块、反

向以及共面配置，具有极高的设计灵活性，无需对平台重新设计

即可实现未来的系统性能升级。通过 12.5 Gbps 或更高的数据

速率可以支持下一代应用。 12.5 Gpbs
69 个差分对/ 
平方英寸

传统

共面

反向

正交

• 网络

• 电信

Z-PACK TinMan采用压合的柔性单块系统，可以端对端堆叠以

满足客户对针数的要求。该系统具有集成的屏蔽功能、极高的差

分对密度、85 Ohm 的阻抗，并且与 100 Ohm 背板系统相比

串扰和插入损耗也更低。

*Z-PACK 和 Z-PACK TinMan 是 Tyco Electronics 的商标

12.5 Gbps
66 个差分对/ 
平方英寸

传统

夹层

• 数据通信

• 医疗

• 网络

• 电信

GbX® 背板连接器可以实现极高的密度以及高达 10 Gbps 的速

度，并可定制配置。子卡插座中的分叉接触射线通过与每个排针

引脚的 2 个触点可以进一步提高可靠性。

 GbX®是 Amphenol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10 Gbps

69 个差分对/ 
平方英寸

传统

共面

正交

• 数据通信

• 医疗

• 网络

• 电信

超高密度公制连接器通过间隙信号和各柱之间的接地屏蔽可以

实现高速信号的完整性。标准的 VHDM®* 连接器支持 3.125 
Gbps 的数据速率，而串扰则低于 5%。H 系列则支持高达 6.25 
Gbps 的速率。

*VHDM是 Amphenol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高达 6.25 
Gbps

100 个差分对/
平方英寸

传统

共面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 军事/航天

• 网络

• 电信

高密度公制(HDM®*)连接器系统适用于需要极高互连密度和高

速信号完整性的应用。子卡模块与金属刚性组件相结合，可使

极高电路数的组件作为一个连接器进行操作。此外还提供电源、

引导与编码功能模块。

*HDM 是 Amphenol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不可用
30 个触点/ 

厘米
直角
立式

• 网络

MicroTCA™是一种低成本、高灵活性的可扩展解决方案，支

持高达 10.0 Gbps 的数据速率，适用于多种低频至中频的电

信应用。这种压合的立式边缘卡连接器在 0.75mm 的针距上

可提供 170 个触点，可使 AdvancedMC (AMC) 卡直接插入

到背板上。
10Gbps 不可用 卡片边缘

• 医疗

• 仪表

• 电信

Impact™

VHDM®*

GBX I-Trac™

HDM®*

Z-PACK TinMan*

GbX® 

高速背板 
连接器

Micro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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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速度 密度 电路数量 应用

GbX® 线缆组件针对当前的背板线缆产品改进了功能，采用阻

抗配对并具有较低的对间串扰，以及对内和对间扭曲控制和一

系列高频线缆设计，满足客户对损耗预算的特定要求。适用于

现有/新一代的 XAUI 和InfiniBand*系统。

*InfiniBand是 InfiniBand Trade Association 的商标

6 Gbps
55 个差分对/

英寸
联系 Molex • 网络

VHDM-HSD™* 连接器中包含独立的晶圆阵列，其中结合了

信号针以及带线屏蔽。该屏蔽层可使信号针 100% 用于信号

传输。其设计可容纳多晶圆和定制底壳解决方案。此外还提供

内部测试设备。

*VHDM-HSD 是 Amphenol Corporation 的商标

3-5 Gbps
100 个实信号/ 

英寸
联系 Molex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电信

为包括背板至背板和机柜至机柜 I/O 信号传输在内的应用提供高

速差分对或单模解决方案。Molex 的先进制造能力包含计算机控

制的激光电线编制、热电阻焊接、超声波焊接，以及嵌入成型。

1.5 Gbps 联系 Molex 联系 Molex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电信

超高密度公制 (VHDM*) 系统中包含独立的晶圆阵列，其中结合

了信号针以及带线屏蔽。该屏蔽层可使信号针 100% 用于信号

传输。可使用微型同轴、微型绞线对以及微型双芯电缆构造。

*VHDM 是 Amphenol Corporation 的商标
2.5 Gbps

100 个实信
号/英寸

联系 Molex
• 数据/通信

• 网络

• 电信

Impact™线缆组件在优化的差分对阵列中使用低阻抗、本地化

的接地回路路径。差分对采用屏蔽和绝缘设计，由接地结构紧密

耦合并环绕，从而可降低串扰并提高带宽的整体性能，而系统之

间的性能变化可降至最低程度。 25 Gbps
80 个差分对/

英寸
联系 Molex

• 数据/通信

• 电信

Milli-Z™线缆的设计满足受控阻抗和传播速率的应用要求，有

助于降低串扰。线缆与单排、四排、五排和六排载波系统兼容，

适用于工业标准的背板连接器。本产品还可与单排和双排印刷电

路板接头配对使用。 800 MHz 联系 Molex 联系 Molex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电信

GbX®线缆组件

Impact™ 线缆组件

VHDM-HSD™ 
线缆组件*

Milli-Z™ 线缆

公制硬线缆组件

VHDM* 
线缆组件

线缆组件 
背板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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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mm) 系列 连接器 收发器

(桥架)
触点 
镀层

尾端 
镀层

高度 
(mm)

深度
(mm)

FPC 厚度
(mm)

线缆
类型

触点
位置

执行
机构类型

电压
(V)

电流
(A)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高) 注释

Molex 的 FFC/FPC 连接器产品线可理想

用于紧密包装的应用，提供从 0.20mm 到 
1.00mm 针距的多种针距选项，其功能针对

任何市场上的应用可满足对空间与用途的各

种需求。

Molex 的 FFC/FPC 连接器提供推入式和翻转

式执行机构，采用预装配的护盖来保证 FFC/
FPC 和连接器端子之间的连接效果。Molex 继
续致力于开发尺寸更小、密度更高的版本，满

足电子设备制造商对进一步缩小尺寸的需求。

其他功能特点包括 Molex 独一无二的 
BackFlip™ 执行机构设计，即使在紧密包装

应用中也可便于线缆的插入和抽取。提供顶

部、底部和双重触点版本。

通孔版本提供立式和直角配置，并提供 ZIF 和
非 ZIF 版本。各种针距选项包括 1.00mm 至 
2.54mm 尺寸。电路数量为 1 到 50。

0.20 503419 -0xx8 -0xx0 金 金 0.9 2.8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40°C +85°C 带接片 FPC

0.25
502078

-xx18 -xx10
金 金 1.0  2.7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20°C +85°C

低卤

-xx68 -xx60 执行机构较长

503320 -xx68 -xx60 金 金  1.65  2.98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3 -40°C +85°C

0.30

502250
-xx20 -xx91

金 金

0.9  4.19 0.2 FPC 双重 后翻 50 0.2 -25°C +85°C
带凹槽 FPC

-xx21 -xx92 低卤

503566 -xx08 -xx00 0.95 2.8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40°C +85°C 带接片 FPC

502598 -xx11 -xx91 1.15 3.8 0.2 FPC 双重 后翻 50 0.2 -40°C +85°C

503425 -xx11 -xx91 1.2 4.6 0.2 FPC 双重 后翻 50 0.2 -40°C +85°C 带凹槽 FPC

501912 -xx10 -xx90  1.8  3.8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20°C +85°C

0.50
RA0.50
RA0.50

RA

501461
-xx09 -xx01 金 金

0.8 3.2 0.12 FPC 底部 后翻 50 0.3 -40°C +85°C
带凹槽 FPC

-xx08 -xx02 金 金 增加执行机构锁 F，仅 8 电路

503480 -xx09 -xx00 金 金 1.0 4.0 0.3 FFC/FPC 双重 后翻 50 0.5 -40°C +85°C

51281
-xx30 -xx92 锡铋 锡铋

1.2 4.05 0.3 FFC/FPC 双重 非 ZIF 50 0.5 -20°C +85°C
-xx40 -xx94 金 金

54548
-xx19 -xx33 锡铋 锡铋

1.2 3.85 0.3 FFC/FPC 底部 上拉 50 0.5 -2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4550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1.2 3.85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03366 -xx19 -xx11 金 金 2.0 5.6 0.3 FFC/FPC 底部 前翻 50 0.5 -20°C +85°C 带接片 FPC

52435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2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4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2437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2 0.3 FFC/FPC 底部 上拉 50 0.5 -4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2745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0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59 -xx97 金 金

52746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0 0.3 FFC/FPC 底部 上拉 50 0.5 -20°C +85°C
-xx39 -xx71 金 金

54104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6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29 -xx31 金 金

54132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6 0.3 FFC/FPC 底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68 -xx62 金 金

502790 -xx11 -xx91 金 金 2.5 5.3 0.3 FPC 底部 前翻 50 0.5 -20°C +85°C 带接片 FPC，2 触点

502611 -xx29 -xx21 金 金 3.9 7.9 0.3 FPC 底部 前翻 100 0.3 -10°C +100°C 带接片 FPC

501864

-xx21 -xx80
锡铋 锡铋

4.85 8.0 0.3 FFC/FPC 底部 Jacket 50 0.3 -40°C +85°C

护套：501783，
护盖：501784

-xx51 -xx81

-xx11 -xx90

金 金-xx31 -xx91 屏蔽 FFC

-xx41 -xx92 密封处理

FFC/FPC 
连接器

FFC/FPC 连接器
核心微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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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mm) 系列 连接器 收发器

(桥架)
触点
镀层

尾端
镀层

高度
(mm)

深度
(mm)

FPC 厚度
(mm)

线缆 
类型

触点 
位置

执行 
机构类型

电压
(V)

电流
(A)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高)   注释

Molex 的 FFC/FPC 连接器产品线可理想

用于紧密包装的应用，提供从 0.20mm 到
1.00mm 针距的多种针距选项，其功能针对

任何市场上的应用可满足对空间与用途的各

种需求。

Molex 的 FFC/FPC 连接器提供推入式和翻转

式执行机构，采用预装配的护盖来保证 FFC/
FPC 和连接器端子之间的连接效果。Molex 继
续致力于开发尺寸更小、密度更高的版本，满

足电子设备制造商对进一步缩小尺寸的需求。

其他功能特点包括 Molex 独一无二的

BackFlip™ 执行机构设计，即使在紧密包装

应用中也可便于线缆的插入和抽取。提供顶

部、底部和双重触点版本。

通孔版本提供立式和直角配置，并提供 ZIF 和
非 ZIF 版本。各种针距选项包括 1.00mm 至
2.54mm 尺寸。电路数量为 1 到 50。

0.20 503419  -0xx8  -0xx0 金 金 0.9 2.8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40°C +85°C 带接片 FPC

0.25
502078

 -xx18  -xx10
金 金 1.0  2.7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20°C +85°C

低卤

 -xx68  -xx60 执行机构较长

503320  -xx68  -xx60 金 金  1.65  2.98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3 -40°C +85°C

0.30

502250
 -xx20  -xx91

金 金

0.9  4.19 0.2 FPC 双重 后翻 50 0.2 -25°C +85°C
带凹槽 FPC

 -xx21  -xx92 低卤

503566 -xx08  -xx00 0.95 2.8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40°C +85°C 带接片 FPC

502598  -xx11  -xx91 1.15 3.8 0.2 FPC 双重 后翻 50 0.2 -40°C +85°C

503425  -xx11  -xx91 1.2 4.6 0.2 FPC 双重 后翻 50 0.2 -40°C +85°C 带凹槽 FPC

501912  -xx10  -xx90  1.8  3.8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20°C +85°C

0.50
RA0.50
RA0.50

RA

501461
 -xx09  -xx01 金 金

0.8 3.2 0.12 FPC 底部 后翻 50 0.3 -40°C +85°C
带凹槽 FPC

-xx08  -xx02 金 金 增加执行机构锁 F，仅 8 电路

503480  -xx09  -xx00 金 金 1.0 4.0 0.3 FFC/FPC 双重 后翻 50 0.5 -40°C +85°C

51281
 -xx30  -xx92 锡铋 锡铋

1.2 4.05 0.3 FFC/FPC 双重 非 ZIF 50 0.5 -20°C +85°C
 -xx40  -xx94 金 金

54548
 -xx19  -xx33 锡铋 锡铋

1.2 3.85 0.3 FFC/FPC 底部 上拉 50 0.5 -2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4550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1.2 3.85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03366  -xx19  -xx11 金 金 2.0 5.6 0.3 FFC/FPC 底部 前翻 50 0.5 -20°C +85°C 带接片 FPC

52435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2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4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2437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2 0.3 FFC/FPC 底部 上拉 50 0.5 -4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2745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0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59  -xx97 金 金

52746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0 0.3 FFC/FPC 底部 上拉 50 0.5 -20°C +85°C
 -xx39  -xx71 金 金

54104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6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29  -xx31 金 金

54132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6 0.3 FFC/FPC 底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68  -xx62 金 金

502790 -xx11 -xx91 金 金 2.5 5.3 0.3 FPC 底部 前翻 50 0.5 -20°C +85°C 带接片 FPC，2 触点

502611  -xx29  -xx21 金 金 3.9 7.9 0.3 FPC 底部 前翻 100 0.3 -10°C +100°C 带接片 FPC

501864

-xx21 -xx80
锡铋 锡铋

4.85 8.0 0.3 FFC/FPC 底部 Jacket 50 0.3 -40°C +85°C

护套：501783，
护盖：501784

-xx51 -xx81

-xx11 -xx90

金 金-xx31 -xx91 屏蔽 FFC

-xx41 -xx92 密封处理

FFC/FPC连接器
核心微型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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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距 
(mm) 系列 连接器 收发器

(桥架)
触点 
镀层

尾端 
镀层

高度
(mm)

深度
(mm)

FPC 厚度
(mm)

线缆
类型

触点
位置

执行
机构类型

电压
(V)

电流
(A)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高) 注释

0.20 503419 -0xx8 -0xx0 金 金 0.9 2.8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40°C +85°C 带接片 FPC

0.25
502078

-xx18 -xx10
金 金 1.0  2.7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20°C +85°C

低卤

-xx68 -xx60 执行机构较长

503320 -xx68 -xx60 金 金  1.65  2.98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3 -40°C +85°C

0.30

502250
-xx20 -xx91

金 金

0.9  4.19 0.2 FPC 双重 后翻 50 0.2 -25°C +85°C
带凹槽 FPC

-xx21 -xx92 低卤

503566 -xx08 -xx00 0.95 2.8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40°C +85°C 带接片 FPC

502598 -xx11 -xx91 1.15 3.8 0.2 FPC 双重 后翻 50 0.2 -40°C +85°C

503425 -xx11 -xx91 1.2 4.6 0.2 FPC 双重 后翻 50 0.2 -40°C +85°C 带凹槽 FPC

501912 -xx10 -xx90  1.8  3.8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20°C +85°C

0.50
RA0.50
RA0.50

RA

501461
-xx09 -xx01 金 金

0.8 3.2 0.12 FPC 底部 后翻 50 0.3 -40°C +85°C
带凹槽 FPC

-xx08 -xx02 金 金 增加执行机构锁 F，仅 8 电路

503480 -xx09 -xx00 金 金 1.0 4.0 0.3 FFC/FPC 双重 后翻 50 0.5 -40°C +85°C

51281
-xx30 -xx92 锡铋 锡铋

1.2 4.05 0.3 FFC/FPC 双重 非 ZIF 50 0.5 -20°C +85°C
-xx40 -xx94 金 金

54548
-xx19 -xx33 锡铋 锡铋

1.2 3.85 0.3 FFC/FPC 底部 上拉 50 0.5 -2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4550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1.2 3.85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03366 -xx19 -xx11 金 金 2.0 5.6 0.3 FFC/FPC 底部 前翻 50 0.5 -20°C +85°C 带接片 FPC

52435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2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4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2437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2 0.3 FFC/FPC 底部 上拉 50 0.5 -4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2745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0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59 -xx97 金 金

52746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0 0.3 FFC/FPC 底部 上拉 50 0.5 -20°C +85°C
-xx39 -xx71 金 金

54104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6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29 -xx31 金 金

54132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6 0.3 FFC/FPC 底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68 -xx62 金 金

502790 -xx11 -xx91 金 金 2.5 5.3 0.3 FPC 底部 前翻 50 0.5 -20°C +85°C 带接片 FPC，2 触点

502611 -xx29 -xx21 金 金 3.9 7.9 0.3 FPC 底部 前翻 100 0.3 -10°C +100°C 带接片 FPC

501864

-xx21 -xx80
锡铋 锡铋

4.85 8.0 0.3 FFC/FPC 底部 护套 50 0.3 -40°C +85°C

护套：501783，
护盖：501784

-xx51 -xx81

-xx11 -xx90

金 金-xx31 -xx91 屏蔽 FFC

-xx41 -xx92 密封处理

FFC/FPC 连接器
核心微型产品

MOL Connector Product Overview_A4_V15-final-ZH_02.indd   34 2015/4/7   20:38:44

www.zhenkunhang.com



35

针距
(mm) 系列 连接器 收发器

(桥架)
触点
镀层

尾端
镀层

高度
(mm)

深度
(mm)

FPC 厚度
(mm)

线缆 
类型

触点 
位置

执行 
机构类型

电压
(V)

电流
(A)

温度
(最低)

温度
(最高)   注释

0.20 503419  -0xx8  -0xx0 金 金 0.9 2.8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40°C +85°C 带接片 FPC

0.25
502078

 -xx18  -xx10
金 金 1.0  2.7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20°C +85°C

低卤

 -xx68  -xx60 执行机构较长

503320  -xx68  -xx60 金 金  1.65  2.98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3 -40°C +85°C

0.30

502250
 -xx20  -xx91

金 金

0.9  4.19 0.2 FPC 双重 后翻 50 0.2 -25°C +85°C
带凹槽 FPC

 -xx21  -xx92 低卤

503566 -xx08  -xx00 0.95 2.8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40°C +85°C 带接片 FPC

502598  -xx11  -xx91 1.15 3.8 0.2 FPC 双重 后翻 50 0.2 -40°C +85°C

503425  -xx11  -xx91 1.2 4.6 0.2 FPC 双重 后翻 50 0.2 -40°C +85°C 带凹槽 FPC

501912  -xx10  -xx90  1.8  3.85 0.2 FPC 底部 前翻 50 0.2 -20°C +85°C

0.50
RA0.50
RA0.50

RA

501461
 -xx09  -xx01 金 金

0.8 3.2 0.12 FPC 底部 后翻 50 0.3 -40°C +85°C
带凹槽 FPC

-xx08  -xx02 金 金 增加执行机构锁 F，仅 8 电路

503480  -xx09  -xx00 金 金 1.0 4.0 0.3 FFC/FPC 双重 后翻 50 0.5 -40°C +85°C

51281
 -xx30  -xx92 锡铋 锡铋

1.2 4.05 0.3 FFC/FPC 双重 非 ZIF 50 0.5 -20°C +85°C
 -xx40  -xx94 金 金

54548
 -xx19  -xx33 锡铋 锡铋

1.2 3.85 0.3 FFC/FPC 底部 上拉 50 0.5 -2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4550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1.2 3.85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03366  -xx19  -xx11 金 金 2.0 5.6 0.3 FFC/FPC 底部 前翻 50 0.5 -20°C +85°C 带接片 FPC

52435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2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4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2437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2 0.3 FFC/FPC 底部 上拉 50 0.5 -40°C +85°C
 -xx29  -xx71 金 金

52745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0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59  -xx97 金 金

52746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0 0.3 FFC/FPC 底部 上拉 50 0.5 -20°C +85°C
 -xx39  -xx71 金 金

54104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6 0.3 FFC/FPC 顶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29  -xx31 金 金

54132
 -xx22  -xx33 锡银铋 锡银铋

2.0 5.6 0.3 FFC/FPC 底部 推拉 50 0.5 -20°C +85°C
 -xx68  -xx62 金 金

502790 -xx11 -xx91 金 金 2.5 5.3 0.3 FPC 底部 前翻 50 0.5 -20°C +85°C 带接片 FPC，2 触点

502611  -xx29  -xx21 金 金 3.9 7.9 0.3 FPC 底部 前翻 100 0.3 -10°C +100°C 带接片 FPC

501864

-xx21 -xx80
锡铋 锡铋

4.85 8.0 0.3 FFC/FPC 底部 护套 50 0.3 -40°C +85°C

护套：501783，
护盖：501784

-xx51 -xx81

-xx11 -xx90

金 金-xx31 -xx91 屏蔽 FFC

-xx41 -xx92 密封处理

FFC/FPC 连接器
核心微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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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 描述 端口数 类别
电路数/ 
触点数

应用

通孔安装或 SMT 安装版本中可选择使用屏蔽。此外提供选装的

集成式 LED 或光导管。安装选项包括板内或板外配件线卡。此

外体统反向型和 RJ11 禁止功能型。提供标准版本和低外形版

本，以及金镀层和钯镍/闪金镀层。
1, 2, 3, 4, 
5, 6, 8, 
12, 16

3, 5, 5e, 6

4/2, 4/4, 
6/2, 6/4, 
6/6, 8/2, 
8/4, 8/6, 
8/8, 8/10

• 电信

• 网络

• 医疗

• 消费品

• 数据/计算

通孔安装或 SMT 安装版本中可选择使用屏蔽，并提供平面板或

凸缘面板选项。低外形（12.70mm 高度）版本和带 SMT 焊片

的型号可提高电路板的保持力。

此外可提供单端口底装型，适用于空间受约束的应用。提供镀

金或钯镍/闪金镀层。
1 3, 5

4/2, 4/4, 
6/2, 6/4, 
6/6, 8/2, 
8/4, 8/6, 
8/8, 8/10

• 电信

• 网络

• 医疗

• 消费品

• 数据/计算

磁性模块化插座提供单端口和多端口版本，通过减少所需的组件

数，可以简化客户的电路板布局。所有部件都满足 IEEE 802.3 
标准要求，从而与以太网 10/100/1000 标准兼容。可提供集成 
LED 的版本，此外还可提供 13.45mm 的低高度外形版本。 1, 8, 12

Gigabit 
Magnetics

8/8

• 电信

• 网络

• 医疗

• 消费品

• 数据/计算

Molex 提供一系列集成式插座，或 ICM，为实施 PoE 和 PoE 
Plus (PoE+) 的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即插即用解决方案。ICM 提
供单端口（1 对 1）、8 端口（2 对 4）和 12 端口（2 对 6）配

置，以及 LED 选项，具有支持 PoE+ 电源设备 (PSE) 的能力。 1, 8, 12
PSE - 
PoE+

8/8

• 电信

• 网络

• 医疗

• 消费品

• 数据/计算

PDJack™ 具有集成的“电源设备”控制器电路以及以太网连接

功能，可简化任何网络设备的 PoE Plus 实施。PDJack 可提供

高达 25.5 瓦的 54 V 功率。两针输出功率和标准信号针可实现

以太网连接。附加的针脚可为外部直流间转换器供电。 1
PD – 
PoE+

8/8

• 电信

• 网络

• 医疗

• 消费品

• 数据/计算

直角

PoE PD磁性插座

立式

带磁铁直角

PoE/PoE+ 
磁性插座

模块化 
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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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 全天候无焊端子

• 提供防水压接连接

• NiAc™热收缩绝缘

• 磁线和铝线的拼接与搭线解决方案

• 端接磁线而无需拆除绝缘层

• 开放式线筒便于操作

• 电线 AWG：10-22
• 提供非绝缘、PVC 绝缘和尼龙绝缘版本电线

• 实现可靠的防振动连接

• 电线 AWG：8 AWG – 250 MCM
• 可提供锡镀层

• 适用于重载 600V 应用

• 电线 AWG：22 AWG – 600 MCM
• 无缝压接线筒

• 镀锡重载端子

• 优质无缝线筒公制圆形端子

• 提供绝缘的Avikrimp™和非绝缘的VersaKrimp™无缝线筒

• 适用于使用公制针柱端接不超过 10mm 直径及尺寸不超过6mm²的电线

• 设计用于从 +343 至 +649°C的高温应用

• 镀镍铜制

• 底部密封与线筒样式

Perma-Seal™

VersaKrimp™

MagKrimp™

公制圆形端子

线针

耐高温端子和拼接接头

电池电缆吊耳

无焊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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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 额定电流：10.0A
• 线规：12 至 30 AWG
• 额定电压：300V
• 电路数量：2 至 24
• 针距：4.00 至 5.00mm
• 工作温度：-40 至 +115°C
• UL 文件编号：E48521

• 额定电流：12.0 至 15.0A
• 线规：12 至 22 AWG
• 额定电压：300V
• 电路数量：3 至 24
• 针距：3.81 至 5.08mm
• 工作温度：-40 至 +120°C
• UL 文件编号：E48521

• 额定电流：20.0 至 115.0A
• 线规：11 至 30 AWG
• 额定电压：300V 或 600V
• 电路数量：2 至 16
• 针距：5.08 至 15.00mm
• 工作温度：-40 至 +130°C
• UL 文件编号：E48521

• 额定电流：85.0A
• 线规：3 至 14 AWG
• 额定电压：600V
• 电路数量：2 至 12
• 针距：12.00mm
• 工作温度：-40 至 +130°C
• UL 文件编号：E48521

• 额定电流：20.0 至 63.0A
• 线规：6 至 22 AWG
• 额定电压：300V 或 600V
• 电路数量：2 至 12
• 针距：8.00 至 15.00mm
• 工作温度：-40 至 +105°C
• UL 文件编号：E48521

• 额定电流：8.0 至 30.0A
• 线规：12 至 30 AWG
• 额定电压：300V
• 电路数量：2 至 48
• 针距：3.50 至 9.53mm
• 工作温度：-40 至 +115°C
• UL 文件编号：E48521

• 额定电流：10.0 至 65.0A
• 线规：8 至 30 AWG
• 额定电压：300V 或 600V
• 电路数量：2 至 32
• 针距：6.37 至 17.48mm
• UL 文件编号：E48521

正向闭锁系统

Eurostyle™ 
双螺丝端子板

Beau™ EuroMate™
可插接

Eurostyle™  
印刷电路板可插接

Beau™ Eurostyle™ 
高功率固定安装

Beau™ 屏蔽带

EuroMax™ 
可插接高功率

端子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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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超小型和 
亚小型产品

射频小型、中型和 
大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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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 
连接器

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ini-Fit® H2O中程电源连接器设计用于需要密封系统的全天候

应用。Mini-Fit H2O 连接器系统通过 IP67 级别认证，在浸入

不超过一米深水中时可确保连接器的完整性。Mini-Fit H2O 连
接器具有较小的整体外形，每条电路可处理高达 9.0A 的电流。 4.20mm 9.0A 2

• 替代能源

• 商用车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预装配的全浸没式MX150™产品族提供外壳遮片密封件或线缆

密封件版本。具有较小的包装尺寸，在单排和双排配置中可理想

用于 SAE 和 ISO 样式的电线，支持高达 22.0A 的信号与电源

应用。有关功能包括整体式 TPA 和选装的 CPA。 3.50mm 22.0A 2- 20
• 汽车

• 商用车

IP67 防护级别的MX150L™系统提供线对线、线对面板以及线

对板配置，对于从低电平信号到高功率在内的应用可以实现极高

的设计灵活性。主要功能包括预装配连接器外壳、整体式 TPA 
和配对连接器上的双路金属密封、密封面板安装插头，以及久

经考验的刀片型端子。

5.84mm, 
7.62mm

高达 18.0A 
和 40.0A

2-16
• 商用车

• 消费品

• 工业自动化

MX123™是一种全密封的高性能连接系统，设计用于大多数发

动机罩下恶劣环境中的运输设备动力总成应用。有关功能包括

整体式 TPA 和 CPA、手柄式“插拔助力”插座，以及“防斜

插”外壳，可防止端子损坏。其他功能包括接头与压平盖罩。 2.54mm 最大 25.0A
56, 66, 
73, 80,

• 汽车

• 商用车

高密度的全光纤MXL38999™产品可为 APC、UPC 单模和 PC 
多模应用提供 MILDTL-38999 解决方案。该连接器中包含精密

车削加工以及镀膜的全金属嵌件，不会发生塑性变形。提供所有

标准外壳材料和镀层选项。设计采用 Molex 的 LumaCore™ 
光学终端技术。

不可用 不可用 4 - 64

• 工业自动化

• 军事/航天

• 网络

• 电信

密封 SFP（小形状系数可插接）组件是一种光学和电气集成式连

接系统，设计用于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印刷电路板上的宝贵空间，

同时提供符合 IP67 防护级别的环保、牢固的接口。与 ODVA 光
学组件和铜缆组件兼容。 不可用 不可用 不可用

• 数据/通信

• 工业自动化

• 网络

• 电信

Molex 的 IP67 和 NEMA 6P 密封工业用 A 型和 B 型通用串

行总线 (USB) 连接器可理想用于工业应用和条件恶劣的商业应

用。结构坚固的插头和插座设计采用卡口式插锁、封装的印刷

电路板插座，以及全屏蔽的线缆组件，有助于将灰尘、碎屑和

水分隔离在外。
不可用 不可用 不可用

• 工业自动化

• 医疗

IP67 级别的超坚固圆形(XRC™)系统中包含塑料插头和插座，

以及新型的低插入力冲压端子。有关功能包含触摸式和听觉插拔

反馈、外壳上的目视标记、密封挡环、盖印电线密封件，以及卡

口闭锁设计，外壳尺寸为 18（14 触点）和 24（31 触点）。 不可用 最大 13.0A 14, 31
• 汽车

• 商用车

Mini-Fit® H2O

MXL38999™

MX150™

密封 SFP

MX150L™

工业 USB

MX123™

X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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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 
连接器

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olex 的 SRC（密封矩形连接器）采用单手盲插功能设计，

可为商用车中的恶劣条件应用提供混合式的高电源信号、高电

路数接口。SRC 系统采用久经考验的MX150™端子，额定电

流高达 18.0A，而MX150L™端子的额定电流则高达 40.0A。 4.20mm 最大 40.0A 38, 66, 84
• 商用车

• 工业

Mizu-P25™线对线连接器系统符合 IP67 认证。该产品族中包

含额定电压达 125 V 和 250 V 的系统。由于尺寸极小，两种

系统都可理想用于密闭空间内的线对线应用。其他功能包括正向

闭锁、防误插设计，以及适用于高振动应用的专用端子设计。 2.50mm 3.0/4.0A 2-4

• 汽车

• 商用车

• 消费品

• 工业

Molex 的 CMC 混合式连接器产品族可为运输业的重型动力总成

和车身电子应用提供密封的高密度、模块化并且经济节省的连接

系统。Molex 在传统上一直提供线对板系统，最近刚刚推出 32 
电路的线对线版本以及最新的 28 电路 R/A 接头。 Various

2.5-26.0A 
(电源叶片)

22 - 154
• 汽车

• 商用车

• 工业

结构坚固的高密度 CMX 连接器在高性价比的紧凑精益设计中

提供 IP6K9K 级别的接口密封保护功能，适用于电子控制单元

和其他线对板运输应用。有关功能包括牢固的TPA™设计、各

种颜色编码和防误插设计、拉杆致动移动式密封保护器，以及

密封模拟空腔插头。

2.50mm 
3.70mm

最大 7.50A 55, 65
• 汽车

• 商用车

MIL-T-7928认证的Perma-Seal™端子与拼接接头可实现长久的

防湿连接效果，能够承受腐蚀性化合物和热量的影响。NiAc™绝

缘材料（与类似的尼龙/聚烯烃产品相比，收缩速度快 40%）和

套筒内壁使用的专用热熔胶粘剂可提供牢固耐久的密封效果。 不可用 不可用 不可用

• 工业自动化

• 军事/航天

• 网络

• 电信

MXP120™密封连接器系统是一种高性能的 1.20mm 端子嵌

入式连接系统，适用于汽车与商用车应用。母端插座具有整体

式闭锁机构，并提供变电桥保护和独立的二次锁定功能，而公

端连接器则具有主锁增强功能。 4.00mm 13.0A 2, 6
• 汽车

• 商用车

• 消费品

SRC

Perma-Seal™

MXP120™

Mizu-P25™

CMC

C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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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角度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olex 提供低外形和极低外形的 SMT 与压合空气动力学版本 
DDR3 DIMM 插槽，采用 2.40mm 底座面，在操作过程中可

使内存模块周围的气流升至最大，而超低外形的 DDR3 DIMM 
插槽则具有 1.10mm 底座面，可提供最优的设计灵活性。满足 
JEDEC 规范要求，并经过 ATCA 认证。

立式 25° 1.0A 240

• 数据/通信

• 工业

• 医疗

• 网络

• 电信

DDR2 在相同的总线频率下可提供两倍的数据提取速率，增加 
DDR 的数据带宽。能够提供超过 3.2 Gbps 的数据吞吐量。有

关功能包括耐高温热塑性外壳、双重弹出式闭锁机构、额外的

触点擦拭功能，以及坡口金属针脚。
立式

25°
22.5°

1.0A 200, 244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网络

• 电信

与全尺寸 DIMM 相比，MiniDIMM 可节省印刷电路板上的空

间，同时确保相同的可靠功能。有关功能包括卡引导式闭锁机

构、模块直接插入连接器功能、整体式振动阻尼、两端 SMT 配
件线卡，以及标准和反向配置，提供立式、斜角与直角版本。

立式

直角

 22.5°
1.0A 200, 244

• 消费品

• 网络

• 电信

FB DIMM 将 DDR2 的高速内部架构和双向点对点串行内存结

构结合到一起，后者以链的形式将各 FB DIMM 模块连接起来。

该系统提供各种颜色选项，并可使用 JEDEC 定义的模块，确保 
100% 的行业兼容性。 立式 

28.5°
0.5A 240

• 数据/通信

• 网络

Molex 的 DIMM 模块采用耐高温热塑性外壳，可耐受无铅焊接

工艺，而双重弹出式闭锁机构则可便于模块的插入/拔出操作，

将微动动作降至最低程度。附加的触点擦拭功能便于去除氧化

层，而叉锁功能则可牢牢保持住印刷电路板。
立式

直角

25°
1.0A 168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网络

• 电信

Molex 的 DDR4 高速插槽符合 JEDEC 规范要求，可提供更大

的印刷电路板空间，进一步节约成本，并且具有出色的装配工

艺兼容性。该插槽采用无铅和无卤技术，具有极高的尺寸稳定

性和出色的兼容性。 立式
0.75A
(每针)

288
• 电信

• 数据通信

DDR3 DIMM

DIMM

DDR4

DDR2 DIMM

MiniDIMM

全缓冲 DIMM

内存模块 
插槽

MOL Connector Product Overview_A4_V15-final-ZH_02.indd   42 2015/4/7   20:39:06

www.zhenkunhang.com



43

产品名称 描述 针距 额定电流 电路数量 应用

Molex 的推推型、铰链型和推拉型microSD*连接器提供多种

外形设计，可降低内存卡卡住和飞出的可能性。有关功能包括

超小的尺寸、具有擦拭功能的检测端子、金属屏蔽、镀金斜面

触点、焊钉，以及检测开关。

*microSD 是 SD Card Association 的商标

1.09mm 
1.10mm 
1.27mm

0.5A 8 / 9

• 汽车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

• 医疗

Molex 设计紧凑、简便易用的 SD 内存卡连接器可以节约空间，

并提供多种功能，其推推式弹出功能可供平滑的取出卡片，而最

新的设计则可使内存卡在锁定位置处伸出外壳 6mm 的距离。该

产品族包含内存卡防误插功能以及镀金斜面触点。 2.50mm 0.5A 9

• 汽车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

• 医疗

这一组合式连接器可供用户将两种连接器形状系数合二为一，

节约空间。推推式反向安装的microSD*带有检测开关，结合

了推拉式正常安装的 SIM，可实现极高的设计灵活性，并提供

左侧装入和右侧装入版本。回流焊接后最大为 0.1mm 的可靠

共面性可确保装配工艺的效率。

*microSD 是 SD Card Association 的商标

1.09mm 
1.27mm

0.5A 16 / 18

• 汽车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

• 医疗

Molex 低外形的 micro-SIM 卡槽提供铰链、推拉和推推型样

式，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节约空间与成本。有关功能包括较小的

尺寸和外形高度、端子梁设计具有渐进式的引入防端接功能、

卡片防误插功能，以及多个焊接压紧点。
1.35mm 
1.40mm 
2.54mm

0.5A 6 / 8

• 汽车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

• 医疗

Molex 的 SIM 卡连接器采用耐高温热塑性材料制成，具有一系

列标准选项，此外还可按特定规范进行部件定制设计。新的块型

设计将 SIM 卡通过连接器集成到移动应用中。 1.09mm 
1.27mm 
2.54mm

0.5A 6, 8

• 汽车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

• 医疗

Molex 提供用于连接器和卡夹的 ChipSIM 连接器，采用标准

设计和定制设计。该连接器还可以采用有源或无源插锁机构、

定位片以及各种按钮设计和颜色；卡夹固定带可修改，缩短客

户的装配工艺时间。 2.54mm 0.5A 6

• 汽车

• 消费品

• 数据/通信

• 工业

• 医疗

microSD*

SIM

SD

ChipSIM

microSD*/ 
SIM Combo

micro-SIM

内存卡 
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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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 独立于接地层的设计

• 天线具有高柔性的双面胶带

• 牢固的同轴电缆通过 18.0N 以上的拉力连接到柔性天线

• 提供多种小型同轴电缆长度选项

• 市场上最小的地面塑料天线，尺寸仅为 3.00 x 3.00 x 4.00mm
• 无需从天线下方拆除接地层

• 与 SMD 完全兼容

• 制造过程中应用了激光直接成型 (LDS) 芯片天线技术

• 设计采用专利的MobliquA™技术，大幅度减小天线体积

• 平衡设计将地面效应降至最低

• 868 和 915 MHz 频带的最小总辐射效率分别为 50% 和 67%
• 高柔性的双面胶带便于即剥即贴安装

• 低频带（GSM850、GSM900）下的总平均效率为 80%，高频带（GSM1800、GSM1900 和 LTE band-7）下为 70%
• 平衡设计将地面效应降至最低

• 高柔性的双面胶带便于即剥即贴安装

• 牢固的同轴电缆通过 18N 以上的拉力连接到柔性天线

• 简便的 50 Ohm 无源天线接口完全覆盖 CMMB 频带范围

• 内置天线设计可美化移动设备的外观

• 产品符合 RoHS 标准要求并采用无卤设计，提高环境可持续性

• 专门设计的外壳插槽可降低天线的辐射损耗

2.4/5 GHz Wifi 
独立天线

移动电视标准天线

2.4GHz  
地面天线表面安装设备 (SMD)

868/915MHz 
ISM独立天线

Cellular 6 
频带独立天线

标准 
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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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描述

• Molex 的 LED 阵列灯座提供 Bridgelux*、Citizen*、Cree*、Nichia 和 Sharp**型号

• 经认证与测试通过 UL 496 OLFB2 灯座规范要求

• 简化了 COB（板上芯片）LED 安装工艺，减少了与手工焊接等其他安装方法相关的质量问题

• 电源阵列的压缩触点可实现可靠的电气连接性能

• 双端集线端子可连接电源，为单个 LED 或串行 LED 序列布线，确保装配的简便性以及设计的灵活性

• 新颖的美观设计为 COB LED 阵列的安装提供洁净光滑的外观

• Molex 的 LED 灯座设计考虑了 COB LED 安装的每一方面：热管理、可靠的电气连接，以及光学要求

• Cree XLamp‡ 系列的 CXA1507、CXA1512、CXA2520、CXA2530采用最新设计

• 定向光源使用机械连接（CXA25 选装）

• 预加载功能可在连接散热片前将 COB LED 连接到灯座上，简化安装过程

• 美观的设计为二次光学设备和斜面区域采用平接触表面，使光源的光束图案不受影响

• 耐高温热塑性外壳良好耐受高热环境

• 设计针对 Nichia 的 L 系列 COB LED 阵列

• LED 周围保持空隙，便于整合二次光学设备

• 隐蔽集线端子盖可保护电气触点，在结合了金属反射器后可进一步提供电压隔离效果

• 耐高温热塑性外壳良好耐受高热环境

• 无焊连接设计可简化安装过程中对灯座的处理过程，大幅度降低损坏的可能性

• 无需专门的操作人员培训和焊点检查

• 竖向对齐插接连接可实现与 LED 灯座快速、简便和可靠的连接

• 低外形的 1.40mm 连接器高度实现超薄设计，适用于空间受限的应用并降低光输出受影响的风险

• 正向闭锁功能具有可听的咔哒声，便于确认连接

• 提供 3 种线规和多种长度选项，实现设计的高度灵活性（Bridgelux Vero*示例见照片）

LED 阵列灯座

Cree ‡ LED阵列灯座

Nichia LED 
阵列灯座

Pico-EZmate™ 
线束

固态 
照明

* Bridgelux 和 Vero 是 Bridgelux, Inc. 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Citizen是 Citizen Electronics Co., Ltd. 的注册商标。
‡ Cree 和 XLamp是 Cree, Inc. 的注册商标。
** Sharp是 Sharp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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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技术 描述

• 设计高雅
- 无缝覆盖、独一无二的背光解决方案，易于清洁
- 包括颜色、纹理和背光在内不受限的装饰选项

• 结构坚固、耐久可靠
- 不存在会磨损的运动部件；透过玻璃层或厚塑料层的保护也可触摸感应
- 良好耐受恶劣化学品接触、电磁干扰效应，以及覆盖层上的污染物影响
- 可密封和保护以免受环境影响

• 极高的设计灵活性
- 电路构造可使用聚酯、聚酰亚胺或印刷电路板，可安装到曲面上
- 按钮形状与尺寸可定制以满足客户的特定要求

• 极为可靠的触点系统可承受条件最恶劣的商用环境

• 弹片设计采用自动放置技术，确保产品的可靠性

• 轻量级与低外形；便于集成到体积更小、更薄的包装中

• 对冲击和振动具有出色的耐受性；理想用于商用应用

• 极高的耐久性，满足恶劣条件和高使用频率应用的需求

• 可采取屏蔽以保护免受静电放电和电磁干扰/射频干扰的影响

• 极为可靠的触点系统可承受条件最恶劣的商用环境

• 弹片设计采用自动放置技术，确保产品的可靠性

• 可采取屏蔽以保护免受静电放电和电磁干扰/射频干扰的影响

• 可供在柔性开关基板上添加简单电子组件，一般无需再在开关基板下安装额外的 LED 或显示板

• 可冲洗，尤其适用于医疗、工业和商业应用

• 可采取屏蔽以保护免受静电放电和电磁干扰/射频干扰的影响

• 封装将开关触点系统和定制电子设备合二为一，无需额外的 LED 指示灯板

• 可使用各种接口系统设计键盘，例如三维（橡胶键盘）按钮或扁平面板

• 印刷电路板基板在前面板应用中具有更高的刚性，无需使用金属衬片

• 封装将开关触点系统和定制电子设备合二为一，无需额外的主板或显示板

• 可使用各种接口系统设计键盘，例如三维（橡胶键盘）按钮或扁平面板

• 可采取屏蔽以保护免受静电放电和电磁干扰/射频干扰的影响

• 嵌件成型触点系统可结合成型组件封装，尤其适用于手机的体积控制和专用密封产品应用等终端产品

• 前面板可采用电致发光板提供背光

• 可冲洗，尤其适用于医疗、工业和商业应用

电容感应

接地薄膜开关组件

金属弹片阵列

混合式开关组件

非触摸式薄膜开关

控制面板组件

触摸式薄膜开关

嵌件成型开关组件

开关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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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技术 描述

• 印刷电路板或聚酰亚胺的替代产品，可降低成本并集成印刷柔性线尾以作为开关基板的组成部分

• 无需使用额外的互连方法

• 便于集成到低外形应用中，从而可在紧密受控的区域中进行产品设计

• 设计人员可以添加选装的装饰增强功能，例如橡胶键盘或图形覆盖层

开关 
产品

柔性电路

应用 
工装

定制 
解决方案

Molex 所提供形形色色的生产设备的设计与测试可确保高品质的电气连接性能。从可以实现生产灵

活性、适用于大多数行业标准电线处理装置的全自动设备，到原型制造所需的半自动设备与手工工

具，Molex 可针对您的任何应用需求提供解决方案。

在研发的投资领域，Molex 一直都是行业的领导者。我们深深懂得，通过充分利用内部的产品技术，

可以始终直接为您实现创新。如果您所面临的具体挑战无法通过我们现有的连接器和集成产品组合

解决，则请联系 Mo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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