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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手机连接器是手机中重要的电子元器件，它们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手机的质量和其使用的可

靠性。手机绝大部分的售后质量问题也大多与连接器相关。 手机所使用的连接器种类根据其

产品的不同而略有差异，平均使用数量约在5～9种之间（5-10多个不等，RF，USB，Audio

Jack 或DC Jack，Battery Conn等，有些手机，仅仅RF连接器就用3个），产品种类可以分为内

部的FPC连接器及板对板连接器、外部连接的I/O连接器，以及电池、SIM卡连接器和Camera

Socke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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