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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感应震动 的手机护套 （10 ) ，其包含透光背板 （11 ) 、基座 （20 ) 、 电路板 （30 ) 、遮板 （40 ) 。其
中基座 （20 ) 内部设有容槽 （2 1 ) 以放 置通 讯装置 （60 ) ，该容槽 （2 1 ) 背侧 固定透光 背板 （11 ) ，容槽
( 2 1 ) 内安装 电路板 （30 ) ，其包含 LED 驱动器 （3 1 ) 、震动感应器 （32 ) 、中央处理器 （33 ) 、至少一个

LED ( 35 ) ，而遮板 （40) 是覆盖基座 （20) 上 的 电路板 （30) ；借 以通讯装置 （60) 在震动无声模式的来 电
状态 ，震动状态 触发震动感应器 （32 ) ，配合 中央处理器 （33 ) 传 送震动信 息到 LED 驱动器 （3 1 ) ，驱动
LED ( 35 ) 发出亮光 ，利用亮 光 易于让视觉感官接收 以显著提高来 电通知作用 。



可感应震动的手机护套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通讯器材的技术领域 ，尤指针对手机 、行动电话所设计的

护具，其可感应手机震动而能发 出讯息提醒使用者。

背景技术

手机 、行动电话在现今忙碌工商社会 已是相 当普遍的通讯工具。目前很多

业者针对手机设计有保护套 ，利用保护套安装于手机的背面，提供保护作用，

而保护套的形式 目前多是 「壳状体 」形式，如 台湾新型专利第 M408266 号 「手

机保护套壳 」新型专利案，就是壳状体 ，用 以套装于手机的背面，提供保护作

用，而保护套也具有装饰功能，比如变化保护套的材质 、图案 、装饰 ，让保护

套安装手机仍能保有质感与产品附加价值 。

但是这些保护套多是 囿于保护、装饰美观作用，欠缺其它更实用的效益,

需要再予开发。

实用新型 内容

本实用新型鉴于前述的问题 ，进而用心研究开发 ，因此本实用新型主要 目

的是提供一种可感应震动的手机护套，主要是护套可感应手机的震动模式，将

其以视觉亮光形式来显示于外，有清楚醒 目的作用，提醒使用者注意手机的来

电讯息。

为了达到上述 目的，本实用新型本实用新型所运用的技术手段在于提供一

种可感应震动的手机护套，其包含：

透光背板；

基座，其 内部设有容槽以放置通讯装置，该容槽背侧 固定该透光背板一侧

面，该容槽 内面 面，该基面适 当处设置安装 区，该安装区包含容置槽；

电路板 ，其设置于该基座的该安装区，包含 LED 驱动器、震动感应器、

中央处理器、至少一个 LED;

遮板 ，其用以适 当覆盖该基座的该电路板；借以通讯装置在震动无声模式



的来电状态，触发该震动感应器，以配合该中央处理器传送至该 LED 驱动器，

使其驱动该 LED 发 出亮光以提醒来电显示。

为了达到上述 目的，本实用新型所运用的技术手段在于提供另一种可感应

震动的手机护套，其包含：

透光背板；

基座，其内部设有容槽以放置通讯装置，该容槽背侧固定该透光背板一侧

面，该容槽 内面是基面，该基面适当处设置安装区，该安装区包含容置槽，该

安装区另安装信号接收器；

电路板，其设置于该基座的该安装区，包含震动感应器、中央处理器、信

号发射器；

吊饰，其可连结于该护套适当处，该吊饰包含信号接收器、LED 驱动器、

透光面，该透光面内部安装至少一个 LED;

遮板，其用以适当覆盖该基座的该电路板；借以通讯装置在震动无声模式

的来电状态，触发该震动感应器，以配合该中央处理器传送至通讯装置产生震

动触发震动感应器，讯息传递给该中央处理器、该信号发射器接收信号，传送

给该信号接收器，继而驱动该 LED 驱动器、LED 发光。

因此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手段，本实用新型具有下列有益效果：

1、本实用新型是针对通讯装置，处于震动无声模式的来电显示并不显著，

所以着重视觉提醒效果胜于触觉，因此本实用新型在护套安装于通讯装置，护

套设置有电路板，利用震动感应器来感知通讯装置的震动模式，并进而启动中

央处理器以将作动信号传递 LED 驱动器，来驱动 LED 发 出亮光，配合透光背

板的透光性，让通讯装置泛出明显亮光，让使用者的视觉余光可以较轻易地察

觉通讯装置发出的亮光，提醒注意通讯装置的来电显示，如此一来，不但不影

响会议质量，也不会漏接重要的实时讯息，本实用新型的实用性相当好。

2、本实用新型主要是感应通讯装置的震动状态，所以即使通讯装置接收

话、筒讯往来所伴随的高频讯号也不会驱动震动感应器，避免无谓的提醒警示

造成干扰。

附图说明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较佳 实施例的立体 图，并显示与通讯装置尚未组合 的力

解状 态。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较佳 实施例的护套立体分解 图。

图 3 为本实用新型较佳 实施例的作动流程方块示意 图。

图 4 为本实用新型另一优选 实施例的护套立体分解 图。

图 5 为本实用新型另一优选 实施例的作动流程方块示意图。

图 6 为本实用新型又一优选 实施例的护套立体分解 图。

(10) 护套 ( 11)透光背板

(13) 第一露孔

(20)基座 (21) 容槽

(22)基 面 (222) 第二露孔

(23) 长幅侧 (24) 安装 区

(241) 容置槽 (231) 按键孔

(30) (301)(302) 电路板

(31) (54)LED 驱动器 (32) 震动感应器

(33) 中央处理器 (34)(56) 电池

(35) (351)(55)LED

(36)信 号发射器 (37)(53) 信 号接 收器

(38) 电池槽

(40) 遮板 (41) 第三露孔

(42) 大孔

(50) 吊饰 (51) 透光面

(52) 挂绳

(60) 通讯装置 (61) 背部

(62) 面板 (63)按键

具体 实施 方式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可感应震动的手机护套 ，如 图 1 所示，其显示通讯装置

(60) 配合安装本实用新型的护套 (10), 用 以护套 (10) 安装于通讯装置(60) 的背部



(61), 不会遮盖到通讯装置(60) 的面板 (62) 。

如 图 1、2 所示，本实用新型的护套 (10) 包含透光背板 ( 11)、基座 (20) 、电

路板 (30) 、遮板 (40); 其 中透光背板 ( 11)是透光材质 的片体 ，角落设置第一露孔

(13), 用 以配合通讯装置(60) 所设置的相机 ；以及

该基座 (20) 呈 壳状体 ，内部形成容槽 (21) 用 以放置通讯装置(60), 容槽 (21)

封 闭的背侧是供透光背板 ( 11)贴靠 固定，而容槽 (21) 内面 面(22), 基 面(22)

角落设有对准第一露孔 (13) 的第二露孔 (222), 基 面(22) 周侧延伸侧面，其 中两

呈长边的相对侧是长幅侧 (23), 长幅侧 (23)对应通讯装置 (60) 的按键 而挖 空按键

孔 (231), 基 面(22) 近 下半部是设 置具 凹凸面的安装 区(24), 安装 区(24) 包含容

置槽 (2 4 1)； 以及

该 电路板 (30)是在 电路基板上安装 LED 驱动器(31) 、震动感应器(32) 、中

央处理器(33) 、数个 LED(35)(351) 、电池 (34); 请 配合 图 2、3 所示 ，电路板 (30)

是嵌装于基座 (20) 的安装 区(24) 以便 定位不脱 落，电池(34)对应 置于电路板 (30)

电池槽 (38) 中，电路板 (30) 的电路板配合 电池(34) 电连接 中央处理器(33) 、LED

驱动器(31) 以及 LED(35)(351), LED(35)(351) 是 以两个 LED(35) 位在上侧 ，另

一 LED(351) 在 下侧 ，而能有全方位 的亮光显示效果 ，此外 ，震动感应 器(32)

是用来感应通讯装置(60)在震动模 式的来电震动状态，将接收的震动讯息经 由

中央处理器(33)传送到 LED 驱动器(31), 以令 LED 驱动器(31)驱动 LED(35)(351)

发 出亮光 ，经 由透光背板 ( 11)发 出亮光 ，而可让使用者经由护套 (10)发 出的亮

光得知有来 电显示，即使通讯装置(60)处 于无声震动模 式，也能得知来电以方

便接 听电话 ；

该遮板 (40) 是覆盖保护基座 (20) , 遮板 (40) 在对应 第一 、二露孔 (13)(222)

也设有第三露孔 (41), 另一角落则对应 电路板 (30) 的 电池(34)设有 大孔 (42);

如 图 1、 3 所示，借 以电路板 (30) 定位 于基座 (20) 安装 区(24)后 ，震动感应

器(32)对应稳 固嵌置于基座 (20) 容置槽 (241) 不致晃动 ，另将遮板 (40)覆盖 于基

座 (20) 的 电路板 (30), 大孔 (42)对 准 电池 (34), 方便 日后在 大孔 (42) 处 更换 电池

(34), 故 而如 图 1 所示，护套 (10)便 利用其容槽 (21)往通讯装置 (60) 背部 (61) 方

向安装 ，让按键 (63) 进入按键孔 (231), 以 不妨碍操作按键 (63), 第一 、二 、三

露孔 (13)(222)(41) 对 准通讯装置(60) 的相机 窗 口（图中未示），如此即将本实用新



型的护套 (10)组合 于通讯装置 (60) 。

因此操作 实施 时，请 配合参看 图 2、 3 , 当进行会议 而需要将通讯装置 (60)

切换 至来电震动无声模 式，避免来电铃声干扰会议 ，而通讯装置 (60) 的震动无

声模 式通常不容 易明确察 觉，通讯装置 (60)如佩挂于腰部 ，一般人体 的触 觉低

于视 觉，常 因会议进行 而难 以察 觉，放在 桌上时，也会 因视 觉与听觉集中于会

议 以 致察 觉性低 。

故本实用新型利用护套 (10) 安装贴近通讯装置 (60), 在通讯装置 (60) 来 电而

以 震动模 式发 出讯 息，则通讯装置 (60) 震动状 态触发震动感应 器(32), 进 而启

动 中央处理器(33) 以将作动信号传递 LED 驱动器(31), 用 以驱动 LED(35)(351)

发 出亮光，由于透光背板 ( 11)的透光作用 ，而基座 (20) 也可配合设计为透光材

质 ，便 能让通讯装置 (60)底 面周侧泛 出明显亮光，由于人体 的视 觉感 官范围优

于触 觉，即使会议 当中，也会 因视 觉的变换位置以及眼部余光，便可以较轻 易

地发现通讯装置 (60)发 出的亮光 ，提醒使用者注意通讯装置 (60) 的来 电显示，

既不影响会议质量 ，也不会 漏失重要 的实时讯 息，相 当实用 ，由于本 实用新型

是感应通讯装置 (60) 的震动状 态，所以即使通讯装置 (60)往 来发收话伴 随的高

频讯号也不会驱动震动感应 器(32) 。

请 再 参 看 图 4 、 5 的 另 一 实施 例 ，其 中电路 板 (301) 不 同处 ，是 可 将

LED(35)(351) 直接嵌设 于基座 (20) 的安装 区(24), 另在 电路板 (301) 安装信号发

射器(36), 以及于安装 区(24) 安装信号接收器(37), 因此通讯装置(60)产生震动

时，触发震动感应 器(32), 将作动讯 息传递给 中央处理器(33), 即由信 号发射

器(36)发射此信号，以传送给信号接收器(37), 以令信号接 收器(37) 收到的信号

来驱动 LED 驱动器(31), 继 而令 LED(35)(351) 发 出亮光 ，同样也达到通讯装

置(60) 来 电震动无声模 式下，借 由电路板 (30)发 出亮光提醒使用者 。

此外 ，图 6 显示的又一实施例 ，如 图 4、 5 所示 ，在 电路板 (302) 安装信号

发射 器(36), 所不 同的是信号接 收器(53) 、LED 驱动器(54) 、LED(55) 、电池(56)

另外安装于 吊饰 (50) 内部 ，该 吊饰 (50) 具有透光面(51), 以 及挂绳 (52), 吊饰 (50)

可挂置于基座 (20) 适 当处 ，或是与通讯装置 (60) 分开 而独立放 置在适 当处 ，比

如在通讯装置(60) 旁边或视 觉较 易察 觉之处；因此通讯装置 (60)产生震动时，

触发震动感应器(32), 将作动讯 息传递给 中央处理器(33), 即由信号发射 器(36)



发射此信号，以传送给信号接收器(53), 以令信号接收器(53)收到的信号来驱

动位在 吊饰 (50)的 LED 驱动器(54), 继而使 吊饰 (50)的 LED(55) 发 出亮光，透

过透光面(51)来察看来电显示的提醒作用。

虽然本实用新型是结合以上实施例进行描述的，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定于

上述实施例，而只受所附权利要求的限定，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容易地对

其进行修改和变化，但并不离开本实用新型的实质构思和范围。



权 利 要 求
1、一种可感应震动的手机护套，其特征在于，其包含：

透光背板；

基座，其内部设有容槽以放置通讯装置，所述容槽背侧固定所述透光背板

一侧面，所述容槽 内面是基面，所述基面适当处设置安装区，所述安装区包含

容置槽；

电路板，其设置于所述基座的所述安装区，包含 LED 驱动器、震动感应

器、中央处理器、至少一个 LED;

遮板，其用以适当覆盖所述基座的所述电路板；借以通讯装置在震动无声

模式的来电状态，触发所述震动感应器，以配合所述中央处理器传送至所述

LED 驱动器，使其驱动所述 LED 发 出亮光以提醒来电显示。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可感应震动的手机护套，其特征在于，所述透光

背板一角落设置第一露孔，基座的基面对应设有第二露孔，遮板对应设置第三

露孔，用以对应通讯装置所设置的相机窗口。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可感应震动的手机护套，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

是壳状体，基面周侧延伸侧面，其中两呈长边的相对侧是长幅侧，长幅侧对应

通讯装置的按键而挖空按键孔，安装区则包含容置槽，容置槽对应供电路板的

震动感应器容置，而电路板包含设置有电池槽，遮板对应电池槽设有大孔，用

以更换电池。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可感应震动的手机护套，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路

板是在上、下侧设置有数个 LED 。
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可感应震动的手机护套，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

可具透光性。

6、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可感应震动的手机护套，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路

板的 LED 直接嵌设于基座的安装区，电路板安装信号发射器，安装区安装信

号接收器，借以通讯装置产生震动触发震动感应器，讯息传递给中央处理器、

信号发射器接收信号，以传送给信号接收器，继而驱动 LED 驱动器使 LED 发

光。

7、一种可感应震动的手机护套，其特征在于，其包含：



透光背板；

基座，其内部设有容槽以放置通讯装置，所述容槽背侧固定所述透光背板

一侧面，所述容槽 内面是基面，所述基面适当处设置安装区，所述安装区包含

容置槽；

电路板，其设置于所述基座的所述安装区，包含震动感应器、中央处理器、

信号发射器；

吊饰，其可连结于所述护套适当处，所述吊饰包含信号接收器、LED 驱

动器、透光面，所述透光面内部安装至少一个 LED;

遮板，其用以适当覆盖所述基座的所述电路板；借以通讯装置在震动无声

模式的来电状态，触发所述震动感应器，以配合所述中央处理器传送至通讯装

置产生震动触发震动感应器，讯息传递给所述中央处理器、所述信号发射器接

收信号，传送给所述信号接收器，继而驱动所述 LED 驱动器使 LED 发光。

8、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可感应震动的手机护套，其特征在于，所述透光

背板角落设置第一露孔，基座的基面对应设有第二露孔，遮板对应设置第三露

孔，用以对应通讯装置所设置的相机窗 口 。

9、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可感应震动的手机护套，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

是壳状体,基面周侧延伸侧面，其中两呈长边的相对侧是长幅侧，长幅侧对应

通讯装置的按键而挖空按键孔，安装区则包含容置槽，容置槽对应供电路板的

震动感应器容置，而电路板包含设置有电池槽，遮板对应电池槽设有大孔，用

以更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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