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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混合式計算裝置、設備及系統

HYBRID COMPUTING DEVICE, APPARATUS AND
SYSTEM

【技術領域】

[0001]本發明係有關於混合式計算裝置、設備及系統。

【先前技術】

發明背景

[0002]現代計算系統之性能和能力近幾年來已快速成 

長。今日有許多計算系統包括一或多個處理器、記憶體、 

無線連網、顯示器、和其他需要電力之組件。在該系統尺 

寸持續降低之際，現代計算系統中之能力和組件的數目和 

類型會持續增加，而造成該等需要實現加增之能力和多樣 

之使用方案的不同組件之空間會很有限。此外，現代行動 

計算系統經常會被使用在種類繁多之不同地點和使用方案 

中，其等需要一些以人體工學方式設計之系統來限制該系 

統之尺寸並確保一個滿意而動態之使用者體驗。結果，一 

般希望能改良其等行動計算裝置之設計。結果，在此存在 

的實質需要是一些用以適應行動計算裝置之技術，以允許 

在一個有人體工學效率之設計中容納組件。

【發明內容】

[0003]依據本發明的一個實施例，係特地提出一種計算

裝置，其包含：一個封殼，其經配置以支撐一顯示器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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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殼之一前部之上；和機械地耦接於該封殼之一個封蓋，

該封蓋包含具有至少一個整合式輸入裝置之一個第一部分

和具有至少一個撓性接縫之一個第二部分，該撓性接縫經

配置以容許該第二部分可調整地繞該接縫樞轉。

【圖式簡單說明】

[0004]圖1例示一個第一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圖2例示一個第二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圖3例示一個第三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圖4例示一個第四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圖5例示一個第五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圖6例示一個第六簡圖的一個實施例；

圖7例示一個第七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圖8例示一個第八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圖9例示一個第九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圖10例示一個第十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圖11例示一個第十一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

圖12例示一個第十二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

圖13例示一個第十三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

圖14例示一個第十四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

圖15例示一個第十五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

圖16例示一個第十六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

圖17例示一個第十七系統的一個實施例；以及

圖18則例示一個第十八系統的一個實施例。

【實施方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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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佳實施例之詳細說明

[0005]該等實施例一般指向混合式計算裝置、設備、和 

系統。各種實施例提供了一種系統和設備，其包括一個經 

配置以在其前部支撐一個顯示器之封殼和一個機械地耦接 

於該封殼之側部的封蓋，該封蓋包含一個具有至少一個整 

合式輸入裝置之第一部分和一個具有至少一個撓性接縫之 

第二部分，該接縫經配置以容許該第二部分可調整地繞其 

樞轉。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06]現代行動計算裝置之處理能力和性能正持續增 

加，而經常會造成加增之功能性需求。舉例而言，在某些 

實施例中，一個行動計算裝置可能有利的是包括一或多個 

用以容許資料輸入和裝置控制之輸入裝置。當前可供利用 

之輸入裝置並無法提供一個良好之使用者經驗，以及在一 

個顯示器螢幕上面鍵入或執行其他互動行動可能會在人體 

工學上有不舒服感。此外，藍芽(Bluetooth)鍵盤和其他當前 

可供利用之輸入裝置在運輸上可能會令一個使用者感到厭 

煩。此外，隨著具有多功能外觀尺寸(Form Factor)之較小裝 

置的需求之持續增加，其等輸入裝置可能有利的是能提供 

額外之功能性，諸如作爲該計算裝置的一個架子或托架， 

或者提供該計算裝置所需要之實體保護。所以，本說明書 

所說明之某些實施例係指向一種組合式計算裝置和多功能 

封蓋之技術。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07]其等實施例可能包括一或多個元件。一個元件可

能包含任何經配置以執行某一定運作之結構。每個元件可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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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依一組給定之設計參數或性能條件限制所希望而被實

現爲硬體、軟體、或其等任何之組合。雖然其等實施例可

能藉由範例以一些成某一定配置之特定元件來加以說明，

其等實施例可能包括其他成他型配置之元件的組合。

[0008]値得注意的是，任何對"一個實施例"或"某一實 

施例"之指稱意謂的是，一個配合該實施例所說明之特定特 

徵、結構、或特性係包括在至少一個實施例中。本專利說 

明書中各處出現之片語"在一個實施例中"和"在某一實施例 

中"並非必然全係指稱同一實施例。

[0009]圖1例示一個行動計算裝置或系統100的一個實 

施例。在各種實施例中，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可能包含多重 

之節點、元件、或組件。一個節點、元件、或組件一般可 

能包含該行動計算裝置100中之任何實體或邏輯個體件，以 

及可能會依一組給定之設計參數或性能條件限制所希望而 

被實現爲硬體、軟體、或其等任何之組合。雖然圖1可能顯 

示有限數目之節點、元件、或組件以作爲範例，理應察覺 

到的是，一個給定之實現體係可能會採用更多或更少之節 

點、元件、或組件。

[0010]在各種實施例中，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可能包含 

一個平板電腦、手提電腦、膝上型電腦、蛤殼(Clamshell) 

電腦、隨身型易網機(netbook)電腦、超筆記電腦、個人數 

位助理(PDA)、蜂巢式電話、組合式蜂巢式電話/個人數位 

助理、智慧型行動電話、手提式電腦、呼叫器、簡訊裝置、 

媒體播放器、數位音樂播放器、或其他適當之計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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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說明書所說明之各種實施例包括指稱一個包括一個輸入

裝置和一個機械地耦接於其之封蓋的組合式平板計算裝

置。該等實施例並非受限於此情境。

[0011]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可能包含一個操作以用以形 

成一個線接式通訊系統、一個無線通訊系統、或兩者之組 

合的一部分之裝置。舉例而言，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可能包 

含一或多個節點，其等經配置以透過一或多個類型之線接 

式通訊鏈路來傳達資訊。一個線接式通訊鏈路之範例無限 

制意地可能包括一個電線、電纜、匯流排、印刷電路板 

(PCB)、以太網路連線、點對點(PtP)連線、無源底板 

(backplane) '交換矩陣(switch fabric)、半導體材料、雙絞 

線、同軸電纜、光纖連線、等等。該行動計算裝置100亦可 

能包括一或多個節點，其等經配置以透過一或多個類型之 

無線通訊鏈路來傳達資訊。一個無線通訊鏈路之範例無限 

制意地可能包括無線電頻道、紅外線頻道、射頻(RF)頻道、 

無線相容性認證(WiFi)頻道、一部份之RF頻譜、和/或一或 

多個已授權或免授權之頻段。

[0012]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可能會依據一個標準組織所 

頒佈的一或多個標準來傳達資訊。在一個實施例中，舉例 

而言，各種包含部份之通訊系統100的裝置可能經配置使操 

作以依據一或多個IEEE 802.11標準，WiGig Alliance™規 

格、WirelessHD™規格、一些類似2007年十二月1日之修訂 

版1.0d7的WirelessHDTM規格等標準或變型、和WirelessHD 

所發佈其之後代、LLC(集體指稱爲"WirelessHD規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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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其他類似國際電信聯盟(ITU)、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國際電工委員會(IEC)、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資訊IEEE)、 

網際網路工程任務組(IETF)等標準組織所發佈之任何其他 

無線標準、等等。在各種實施例中，舉例而言，該行動計 

算裝置100可能係依據無線區域網路(WLAN)有關的一或多 

個IEEE 802.11標準，諸如該資訊IEEE 802.11標準(1999版， 

資訊技術電信和系統間資訊交換-區域網路(LAN)和大都會 

區域網路(MAN)-特定要求，第11部分:WLAN媒體存取控制 

(MAC)和實體(PHY)層規格)，其之後代和附錄(舉例而言， 

802.lla、b、g/h、j、η、VHT SG、和變型)；IEEE 802.15.3 

和變型；包括IEEE 802.16標準之WMAN有關的IEEE 802.16 

標準，諸如 802.16-2004、802.16.2-2004、802.16e-2005、 

802.16f'和變型；WGA (WiGig)後代和變型；歐洲電腦製 

造商協會(ECMA) TG20後代和變型；和其他無線網路標 

準。該等實施例並非受限於此情境。

[0013]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可能係依據一或多個通訊協 

定來傳達、管理、或處理資訊。一個通訊協定可能包含一 

組用以管理節點間之通訊的預先界定之規則或指令。在各 

種實施例中，舉例而言，一個通訊系統可能會採用一或多 

個通訊協定，諸如一個光束成形通訊協定、媒體控制(MAC) 

通訊協定、實體層會聚通訊協定(PLCP)、簡單網路管理通 

訊協定(SNMP)、非同步傳輸模式(ATM)、訊框轉送通訊協 

定、系統網路架構(SNA)通訊協定、傳輸控制通訊協定 

(TCP)、網際網路通訊協定(IP) ' TCP/IP、X.25、超文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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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協定HTTP)、使用者資料包通訊協定(UDP)、一個競爭式

周期(CBP)通訊協定、一個分佈競爭式周期(CBP)通訊協

定、等等。在各種實施例中，該通訊系統100亦可能經配置

以依據媒體處理有關之標準和/或通訊協定而運作。該等實

施例並非受限於此情境。

[0014]在某些實施例中，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可能包含 

一個網路和多數之其他節點或與之相聯結。在各種實施例 

中，該等節點可能被實現爲各種類型之無線或行動計算裝 

置。一些無線裝置之範例無限制意地可能包括一個IEEE 

802.15.3、藍芽(Bluetooth)跳頻網路控制器(PNC)、一個控 

制器、一個IEEE 802.11 PCP、一個協調器、一個站臺、一 

個訂戶站臺、一個基地臺、一個無線基地台(AP)、一個無 

線客戶裝置、一個無線用戶站臺(STA)、一個膝上型電腦、 

超膝上型電腦、手提式電腦、個人電腦(PC)、筆電PC、平 

板電腦、手提電腦、個人數位助理(PDA)、蜂巢式電話、組 

合式蜂巢式電話/個人數位助理、智慧型行動電話、呼叫 

器、簡訊裝置、媒體播放器、數位音樂播放器、機上盒 

(STB)、電器、工作站、使用者終端機、行動機組、消費性 

電子產品、電視、數位電視、高畫質電視、電視接收器、 

高畫質電視接收器、等等。

[0015]在某些實施例中，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可能包含 

或包括多於一個無線介面和/或無線通訊有關之組件，諸如 

一或多個發射器、接收器、收發器、晶片集、放大器、濾 

波器、控制邏輯、網路介面卡(NIC)、天線、天線陣列、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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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等等。一些傳統天線之範例無限制意地可能包括一個

內部天線、一個全指向性天線、一個單極天線、一個雙極

天線、一個端饋天線、一個圓形極化天線、一個微帶天線、

一個多樣性天線、雙重特性天線、天線陣列、等等。

[0016]在各種實施例中，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可能包含 

或形成部份之無線網路。在某些實施例中，舉例而言，該 

無線網路可能包含或被實現爲各種類型之無線網路和一些 

適用於一個WPAN、一個無線區域網路(WLAN)、一個無線 

大都會區域網路、無線寬域網路(WWAN)、寬頻無線電通 

路(BWA)網路、一個無線電網路、一個電視網路、一個衛 

星網路，諸如直播衛星(DBS)網路、長期演進技術(LTE)網 

路、和/或任何其他經配置以依據該等說明之實施例而運作 

的無線通訊網路之相關聯的通訊協定。

[0017]雖然該等實施例並非受限於此情境，該等行動計 

算裝置100係例示某些實施例中的一個可能之計算裝置。在 

各種實施例中，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可能包括一個封殼 

102 ' —個封蓋104、一個顯示器106、和一個輸入裝置110。 

雖末顯示在圖1中，在某些實施例中，該行動計算裝置100 

可能包括一或多個包括但非受限的一或多個處理器電路或 

記憶體之平臺組件。雖然爲例示計圖1中係顯示有限數目和 

配置之組件，理應瞭解的是，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可能包括 

任何數目或配置之組件，以及仍在該等說明之實施例的範 

圍內。舉例而言，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 

附帶包括一個記憶體，其包含一些要被一或多個所舉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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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核心處理器執行的指令。然而，該等實施例並非受限

於此圖中所顯示之元件或組態。該行動計算裝置100有關之

附加組件，係在下文參照圖18進一步詳細加以討論。

[0018]雖末顯示在圖1中，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在某些實 

施例中可能包括一或多個處理器電路和/或記憶體。一個處 

理器或處理器電路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包含任何適當之電 

氣裝置、半導體裝置、系統級晶片(SoC)或其他組件。舉例 

而言'一個處理器電路在各種實施例中可能包含一個多核 

心處理器。在某些實施例中，一個處理器電路可能包括或 

包含一或多個無線電模組或組合式發射器/接收器(舉例而 

言，收發器)裝置。在各種實施例中，該收發器裝置可能包 

含一個具有相結合且分亨共同之電子電路或一個單一外殼 

的發射器和接收器之裝置。舉例而言，在某些實施例中， 

該收發器可能操作以能啓動該行動計算裝置100有關之無 

線通訊能力。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19]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在某些實施例中亦可能包括 

一個記憶體。該記憶體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包含任何適當 

之實體裝置，其可運作而以一個暫時性或永久性基礎儲存 

資料、程式、指令序列或其他資訊被使用在該行動計算裝 

置100中。舉例而言，該記憶體舉例而言可能包含揮發性或 

非揮發性記憶體、隨機存取記憶體(RAM)、唯讀記憶體 

(ROM)、虛擬記憶體、固態磁碟機、或一個硬碟驅動器。 

該等實施例並非受限於此情境。一些額外的或他型平臺組 

件會參照圖18更詳細地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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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在某些實施例中，該顯示器106可能包含任何用 

以顯示內容給該行動計算裝置100的一個使用者之適當視 

訊介面。在一個實施例中，舉例而言，該顯示器106可能由 

一個液晶顯示器(LCD)或一個觸感式彩色LCD螢幕來實 

現。該觸感式LCD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會響應人類觸覺或 

者可能連帶一個記錄筆和/或一個手寫辨識器程式一起使 

用。在其他實施例中，該顯示器106可能包含一個電漿顯示 

器、發光二極體(LED)顯示器、或一個有機發光二極體 

(OLED)顯示器。該顯示器106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包含一 

個在配置上佔據一個計算裝置100之大部分第一側部的數 

位觸控螢幕顯示器。

[0021]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包括一 

或多個能量儲存模組(末示出)。該能量儲存模組在各種實施 

例中可能包含任何適用來提供電力給該計算裝置loo之裝 

置。舉例而言，該等一或多個能量儲存模組可能包含一個 

電池或多數電池或其他能夠儲存及提供電源給該計算裝置 

100之能量儲存裝置。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等一或多個能量 

儲存模組可能包含圓枉形電池或扁平封裝式電池，諸如錐 

離子或其他適當之電池技術。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 

主張。

[0022]在各種實施例中，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可能包括 

一或多個感測器(末示出)。該等一或多個感測器在某些實施 

例中可能包含一個照相機、加速計、近接感測器、光感測 

器、指南針、或全球定位系統(GPS)中的一個或多個。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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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計算裝置100的一或多個感測器可能經配置以提供該裝

置100有關各種不同之功能性，諸如傾斜感測/旋轉該顯示

器106上面所顯示的一或多個使用者介面元件、或本技藝之

專業人士可輕易瞭解到的任何其他適當之功能。有其他實

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23]該行動計算裝置100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包括一 

個封殼102。該封殼102可能包含一個封殼、外殼、殼套或 

其他適用來支撐、包圍、保護、或封合該計算裝置100有關 

的一或多個計算組件之裝置。舉例而言，該封殼102可能包 

含一個包圍或支撐該計算裝置100的一或多個計算組件之 

硬塑膠或金屬體。在各種實施例中，該封殼102可能包含該 

本體或一個平板電腦之主體，以及可能附帶包括、支撐、 

或包含一個記憶體、一或多個無線收發器，以使用一或多 

個無線通訊協定、一或多個能量儲存模組、一個顯示器 

106、或該計算裝置100之任何其他適當的組件，來促成該 

計算裝置有關之無線通訊。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 

張。

[0024]在某些實施例中，該封殼102可能依據眾多現代 

計算系統設計而加以設計使具有一個薄而亮麗之形式因 

素。雖然該等實施例並非受限於此情境，該封殼102在某些 

實施例中可能包含一個類似於一個平板計算裝置之外觀尺 

寸。在各種實施例中，該封殼102如圖1中所顯示，可能經 

配置以支撐該顯示器106至該封殼102之前部或前側部上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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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該計算裝置100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附帶包括或 

包含該封蓋104。該封蓋104可能包含一個薄而堅實之封 

蓋、殼套或其他經配置以可調整地蓋住、隱藏、及/或保護 

該封殼102之各個部分的保護性外殼或構件。在某些實施例 

中，該封蓋104可能可調整地被配置來支撐該計算裝置100 

之封殼102，使在多數不同之模態中，諸如一個敞開蛤殼模 

態、第一平板模態、第二平板模態、或關閉模態。在各種 

實施例中，該封蓋104舉例而言可能由任何包括但非受限之 

塑膠、橡皮、織物、聚氨基甲酸乙酯、或金屬等適當的材 

料構成。該實施例並非受限於此關係。

[0026]在某些實施例中，該封蓋可能包含一個第一部分 

108和一個第二部分112。該等第一部分108和第二部分112 

可能機械地耦接在一起而形成該封蓋104。舉例而言，該等 

第一部分108和第二部分112可能藉由一個跤鏈、接縫、或 

其他容許該等第一部分108和第二部分112繞該等第一部分 

108和第二部分112即將結合在一起所界定之樞轉點彼此轉 

動的接頭機構。舉例而言，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等第一部 

分108和第二部分112可能藉由一個織物跤鏈耦接在一起。 

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27]在各種實施例中，該封蓋104之第一部分108可能 

包含或包括至少一個包括但非受限之輸入裝置110的整合 

式輸入裝置。舉例而言，該整合式輸入裝置110可能包含一 

個鍵盤和/或軌跡板或指位裝置。在某些實施例中，該整合 

式輸入裝置舉例而言可能包含一個QWERTY鍵盤。不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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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事後加添"當前可供利用之附屬鍵盤的平板計算解決 

方案，該混合式計算裝置loo包含一個經配置以提供一個平 

板計算裝置之觸控螢幕互動和能力和一個袖珍、實用而美 

學觀點上舒適之平臺中的蛤殼電腦、膝上型電腦、或隨身 

型易網機(netbook)電腦的觸覺鍵入經驗之完全整合式設計 

解決方案。

[0028]該封蓋104之第二部分112可能包含至少一個撓 

性接縫114，其在配置上可容許該第二部分112以可調節方 

式繞該接縫114樞轉。依據以下之說明，一個接縫可能包含 

一個銭鏈、接縫、或其他適用來容許一個組件相對另一個 

組件轉動之撓性機構。舉例而言，如圖1中所示，該接縫114 

可能大約位於該第二部分112之中央，以容許該第二部分 

112繞該接縫114轉動。雖然爲例示計在圖1中係顯示一個單 

一接縫114，本技藝之專業人士或將輕易瞭解的是，任何數 

目之接縫係可能被使用而仍在該等說明之實施例的範圍 

內。就此而論，該等實施例並非受限於此情境。

[0029]在各種實施例中，該封蓋104可能會機械地耦接 

於該封殼102之側部。舉例而言，該封蓋104之第二部分112 

的第一端部120可能會機械地耦接於該封殼102之第一側部 

124，以及該第二部分112與該第一端部120相對之第二端部 

122可能會以樞轉方式耦接於該第一部分108。該機械計算 

可能包含一個永久性或固定性接合點，其在配置上係可調 

整地或可轉動方式使該等封殼102和封蓋104耦接在一起。 

舉例而言，該封蓋104之第二部分112的第一端部120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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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例中可能會機械地耦接於該封殼102之第一側部120。 

雖然該第一端部120在圖1中係顯示爲耦接於該第一側部 

124，理應瞭解的是，該封蓋104或可能機械地耦接於該封 

殼102之不同側部或至該封殼102多於一個的側部上面，以 

及仍在該等說明之實施例的範圍內。舉例而言，在某些實 

施例中，該封蓋104之第二部分112的第二端部122，如參照 

圖9-17更詳細之說明，可能係使耦接於該封殼102之第二側 

部126。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30]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包括一或多個電氣和/或 

機械連接器或其他接頭機構，而以通訊方式使該封殼102之 

輸入裝置110耦接於該封蓋104所支撐之計算組件。舉例而 

言，該等一或多個連接器或接頭機構，可能會在該鍵盤和/ 

或該輸入裝置110之軌跡板與該封殼102所支撐之計算裝置 

100的處理器或其他適當之組件間，提供一個電氣或其他通 

訊連結。雖然本說明書係說明爲包括一個用以促成該計算 

裝置100與該輸入裝置110間之通訊的通訊連結，理應瞭解 

的是，任何適當之通訊技術或可能會被使用，以及仍在該 

等說明之實施例的範圍內。舉例而言，該等計算裝置100和 

輸入裝置110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會配備藍芽或另一個用 

以在該等裝置之間容許無線通訊的適當之無線技術。有其 

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31]在各種實施例中，圖1例示一個經配置以成蛤殼

或膝上型模態或組態之混合式計算裝置100的實施例。舉例

而言，如圖1中所示，該第二部分112可能經配置以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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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開組態中形成一個用以支撐該封殼102之三角形架116。

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等顯示器106和輸入裝置110可能經配 

置以在該敞開組態中爲可存取及可運作。在各種實施例 

中，就圖1中所顯示之組態中的顯示器106而論，該混合式 

計算裝置100可能爲可運作如同一個蛤殼或膝上型電腦，而 

促使一個使用者能夠與該觸感式顯示器106互動，以及控制 

該裝置100或使用該輸入裝置110輸入資料。在某些實施例 

中，該輸入裝置110可能包含一個可提供傳統式觸覺鍵入經 

驗之18.5 nun按鍵間距全尺寸鍵盤。該等實施例並非受限於 

此情境。

[0032]圖2例示一個系統200之實施例。該系統200可能 

包含一個混合式計算裝置200，其可能與圖1之混合式計算 

裝置100相同或相類似，其中，類似之元件係編以類似之號 

碼。在各種實施例中，圖2可能例示該計算裝置200的一個 

背透視圖，其更清楚地例示上述可容許該第二部分112撓曲 

或彎曲而建立該三角形架116之接縫114。

[0033]圖3例示一個系統300的一個實施例。該系統300 

可能包含一個混合式電腦裝置300，其可能與圖1之混合式 

計算裝置100和/或圖2之混合式計算裝置200相同或相類 

似，其中，類似之元件係編以類似之號碼。在各種實施例 

中，圖3可能例示該計算裝置300之側透視圖，其中係更清 

楚例示該三角形架116。誠如圖3中所示，該三角形架116可 

能由該第二部分112自該接縫114樞轉或轉動之部分、該第 

一部分108在該封殼102座落在沿遠離該輸入裝置110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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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的第一部分108上面之點處的後面之部分、和該封殼

102的一部份背部形成。該項配置可能容許該三角形架116

支撐該封殼102之重量，而使該混合式計算裝置300可維持

該敞開之組態。該實施例並非受限於此情境。

[0034]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108可能具有或包 

括至少一個整合式磁鐵130，其在配置上係可調整地使該封 

蓋104之第一部分108耦接於該封殼102如在圖1-3中所顯示 

之敞開組態中與該第一側部124對立的第二側部126 °舉例 

而言，該等一或多個磁鐵130可能被配置來以磁性方式使該 

封殼102固定在圖1-3中所顯示之敞開組態中。在某些實施 

例中，該封殼可能包含或包括一種磁性材料，使沿該第二 

側部126容許該封殼朝向該等磁鐵130拉動並輕易與之排 

齊，而確保該混合式計算裝置300有一致且方便使用之配 

置。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等磁鐵130之多重平行列可能被合 

倂進該第一部分內而容許該顯示器106相對於該輸入裝置 

110有多重之角度。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35]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108可能包括或具 

有一或多個凹槽或肋片132，其等在配置上係可調整地使該 

封蓋104之第一部分108耦接於該封殼102如在圖1-3中所顯 

示之敞開組態中與該第一側部124對立的第二側部126。舉 

例而言，該等相整合的一或多個凹槽或肋片132，可能經配 

置以容納或固定該封殼102的一個端緣，以使該封殼102固 

定在圖1-3中所顯示之敞開組態中。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等 

一或多個整合式凹槽或肋片132可能經配置以與該封殼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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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二側部126上面的一個端緣相耦接，以確保該混合式計

算裝置300的一致且方便使用之配置。在各種實施例中，該

整合式凹槽或肋片132之多重平行列可能被合倂進該第一

部分內，以容許該顯示器106相對於該輸入裝置110有多重

之角度。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36]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等一或多個磁鐵130和/或一 

或多個凹槽或肋片132，可能有助於避免該封殼102在該敞 

開組態中沿該輸入裝置110之方向滑動。該等一或多個磁鐵 

130和/或一或多個凹槽或肋骨132之佈置 > 亦可能使該封殼 

之第二側部126固定至該第一部分108 >而促成該封殼102之 

重量受到該三角形架116的支撐。該實施例並非受限於此情 

境。

[0037]在各種實施例中，圖1-3中所描述之敞開蛤殼或 

膝上型電腦組態，可能允許一個如圖7中之範例所顯示與該 

混合式計算裝置互動。誠如圖7中所示，一個使用者可能有 

能力與該觸感式顯示器106互動，以及亦有能力控制該裝置 

100或使用該敞開組態中之輸入裝置110來輸入資料。有其 

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38]圖4例示一個系統400的一個實施例。該系統400 

可能包含一個混合式計算裝置400，其可能與圖1之混合式 

計算裝置100、圖2之混合式計算裝置200、和/或圖3之混合 

式計算裝置300相同或相類似，其中，類似之元件係編以類 

似之號碼。在各種實施例中，圖4可能例示該計算裝置400 

在一個第一平板組態中之前透視圖。誠如圖4中所示，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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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108和第二部分112業已繞該封殼102之背部轉動 

過，以及在配置上係使該封殼102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之背部 

排齊。在某些實施例中，該顯示器106可能經配置以使在該 

第一平板組態中能夠被存取及運作，以及該輸入裝置110可 

能經配置以使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爲不能存取及運作。圖4 

中所顯示之第一平板組態可能容許一個使用者舒適地持著 

及與該混合式計算裝置互動，如同其等或將使用的是如圖8 

之範例中所顯示的平板計算裝置或筆電。

[0039]如圖4中所示，該封殼102之第一側部124和第二 

側部126可能經配置以使與一個出自該封殼102之背部至該 

封殼102之前部的方向成某一角度，而造成該封殼102前部 

具有一個小於該背部之較小表面區域。雖然該等實施例並 

非受限於此情境，該等成某一角度之側面部分可能會建立 

一些側表面，其等在類似該第一平板組態等多數不同之模 

態中使用該裝置時係可被看到，而容許一個使用者能輕易 

看見一些被配置在該等側面部分上之按鍵或介面。在其他 

實施例中，該等成某一角度之側面部分可能容許較容易配 

置該裝置使成本說明書所說明之各種組態，加上提供一個 

美學上吸引人之形狀和外覲。該實施例並非受限於此情境。

[0040]在各種實施例中，該混合式計算裝置400可能包 

括被配置在該封殼102之側部124/126上面的一或多個整合 

式裝置或一或多個輸入/輸出(I/O)埠118。在某些實施例 

中，該等一或多個整合式輸入裝置118，可能包含一個如圖 

4中所顯示之音量翹板開關或一個始位(home)按鍵。舉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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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某些實施例中，該計算裝置400可能僅包括一個如圖 

4中所顯示直接位於該封殼102之側部124上面的按鍵或開 

關。在各種實施例中，該單一按鍵或開關可能操作以會啓 

通及啓斷該計算裝置400，以及亦可能控制各種其他之功能 

性，其中包括運作爲一個始位螢幕按鍵。雖未詳細顯示在 

圖1-4中，某些實施例可能包括一或多個電源轉接器埠。有 

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41]在其他實施例中，該等一或多個I/O埠118可能以 

通訊方式耦接於該等一或多個處理器電路，以容許與一或 

多個耦接於該等一或多個I/O埠118之週邊裝置相通訊。在 

各種實施例中，該等一或多個I/O埠118可能包含一個乙太 

網路介面、一個通用序列匯流排(USB)介面、一個 

Thunderbolt®(英特爾連接器標準)介面 > 一個Displayport(視 

頻電子標準協會之數位式音訊/視訊接頭)介面、一個 

MiniDisplayPort (mDP)介面、一個音訊介面、和/或等等中 

的一個或多個。雖然該等一或多個整合式輸入裝置或一或 

多個I/O部分118在圖4中係顯示在該側部124上面，理應瞭 

解的是，其等或可能經配置以處於該封殼102或該封蓋104 

上面的任一處，以及仍在該等說明之實施例的範圍內。有 

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42]圖5例示一個系統500的一個實施例。該系統500 

可能包含一個混合式計算裝置500，其可能與圖1之混合式 

計算裝置100、圖2之混合式計算裝置200、圖3之混合式計 

算裝置300、和/或圖4之混合式計算裝置400相同或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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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其中，類似之元件係編以類似之號碼。在各種實施例 

中，圖5可能例示在一個關閉組態中之計算裝置500的前透 

視圖。誠如圖5中所示，該第一部分108可能經配置以與該 

計算裝置在該關閉組態中之顯示器106或該封殼102之前部 

排齊及隱藏其等。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等顯示器106和輸入 

裝置110可能經配置以在該關閉組態中爲不可存取及不可 

運作。

[0043]在各種實施例中，圖5中所顯示之關閉組態可能 

在該裝置不使用時提供該混合式計算裝置500有關之保 

護。圖5中所顯示之關閉組態亦可能提供一個袖珍且堅固之 

裝置設計，而使該裝置便於運輸。舉例而言，該第一部分 

108在該裝置被置於一個電腦袋內時可能隱藏及保護該顯 

示器106或不然加以運輸或儲存。該等顯示器106和輸入裝 

置110在此組態中之不可運作性，可能會因該裝置500在該 

關閉組態中時之被置於一個睡眠或不活動模態中所致而發 

生。在某些實施例中，舉例而言，該第一部分108可能包括 

一或多個磁鐵，其等在該關閉組態中係與該封殼上面之磁 

鐵或其他感測器或裝置排齊，而定苗該裝置可能會自動被 

置於該睡眠模態中。反之，該裝置500在自該關閉組態轉變 

至本說明書所說明之任何其他組態中時可能會自動被置於 

一個活動模態中。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44]圖6例示一個系統600的一個實施例。該系統600

可能包含一個混合式計算裝置600，其可能與圖1之混合式

計算裝置100、圖2之混合式計算裝置200、圖3之混合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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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裝置300、圖4之混合式計算裝置400、和/或圖5之混合式 

計算裝置500相同或相類似，其中，類似之元件係編以類似 

之號碼。在各種實施例中，圖6可能例示該計算裝置600在 

一個第二平板或第二蛤殼組態中之前透視圖。誠如圖6中所 

示，該等第一和第二部分108、112可能經配置以彼此排齊， 

而在該第二平板組態中支撐該封殼102。在某些實施例中， 

舉例而言，該第二平闆組態可能包含一個電影模態組態， 

其中，該等第一和第二部分108、112兩者係使隱藏在該封 

殼後面以容許全螢幕內容觀看。

[0045]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等第一和第二部分108、112 

在圖6中所顯示之組態中可能會以磁性方式彼此耦接，以及 

該等部分108、112可能經配置以使該第二部分中之接縫114 

避免自容許該等連結之部分108、112所建立的接合式支撐 

機構合攏或倒塌。舉例而言，該第一部分108可能包含一個 

硬質結構，其在耦接於該第二部分112時會如圖6中所示以 

剛硬方式支撐該第二部分。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 

張。

[0046]圖9例示一個行動計算裝置或系統900的一個實 

施例。在各種實施例中，該行動計算裝置900可能包含多重 

之節點、元件、或組件，以及可能與圖1-8之混合式計算裝 

置相同或相類似，其中，類似之元件係編以類似之號碼。 

在各種實施例中，圖9可能例示該計算裝置900在一個敞開 

之組態中的前透視圖。然而，誠如圖9中所示，該計算裝置 

900可能不同於參照圖1-8所說明之裝置是，該封殼102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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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側部126可能會機械地在該封蓋104之第一部分108和第

二部分112相聚合且相耦接之處的樞軸區域中耦接於該封

蓋 104。

[0047]圖10例示一個系統1000的一個實施例。該系統 

1000可能包含一個混合式計算裝置1000，其可能與圖9之混 

合式計算裝置900相同或相類似，其中，類似之元件係編以 

類似之號碼。在各種實施例中，圖10可能例示該計算裝置 

1000在該敞開組態中的一個近距離前透視圖。誠如圖10中 

所示，該封殼102之第二側部126可能會機械地耦接於一個 

撓性餃鏈140，其在某些實施例中經配置以連結該等第一部 

分108和第二部分112。

[0048]在各種實施例中，該撓性跤鏈140可能包含一個 

織物跤鏈，其經配置以容許該等第一和第二部分108、112 

兩者繞該等第二側部126和撓性銭鏈140之接合點所界定的 

軸線自由轉動。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108可能包括 

該撓性较鏈140的一個較大部分，以容許該第一部分108轉 

動至該封殼102如參照圖14所顯示及更詳細說明之背部上 

面的一個位置。

[0049]誠如圖9和10中所示，上述經配置以在該敞開組 

態中之混合式計算裝置可能容許至該等輸入裝置110和顯 

示器106爲可存取及可運作。舉例而言，一個使用者如圖16 

中的一個範例所顯示可能有能力與該混合式計算裝置互 

動。誠如圖16中所示，一個使用者可能有能力與該觸感式 

顯示器106互動，以及亦有能力控制該等裝置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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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該敞開組態中使用該輸入裝置110輸入資料。有其他 

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50]在某些實施例中，在該敞開組態中使用該第二部 

分112來支撐該封殼102可能會形成一個三角形架150。在各 

種實施例中，該第二部分112可能具有或包括兩個或多個之 

撓性接縫114，其等經配置以容許該第二部分112可調整地 

繞該等接縫樞轉，使在該敞開組態中形成該三角形架150來 

支撐該封殼102。

[0051]圖11例示一個系統1100的一個實施例。該系統 

1100可能包含一個混合式計算裝置1100，其可能與圖9之混 

合式計算裝置900或圖10中之混合式計算裝置1000相同或 

相類似，其中，類似之元件係編以類似之號碼。在各種實 

施例中，圖11可能例示該計算裝置1100在該敞開組態中之 

背透視圖。誠如圖11中所示，該三角形架150雖在性質和功 

能上與該三角形架116相類似，基於該封殼102至該封蓋104. 

之不同接合點在形成或配置上可能會有不同。

[0052]在某些實施例中，該封蓋104之第二部分112可能 

具有或包括至少兩個接縫114，其等共同協助形成該三角形 

架150，以及亦容有一個折板152，其可能經配置以可調整 

地耦接於該封殼102之背部。舉例而言，該折板152可能包 

括或包含至少一個整合式磁鐵，其經配置以可調整地使該 

封蓋102之折板152耦接於該封殼102之背部的一或多個磁 

性部分。在此方式中，該折板152可能使接合至該封殼102 

之背部的不同部分'藉此調整該顯示器106相對於該輸入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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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110之角度。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53]圖12例示一個系統1200的一個實施例。該系統 

1200可能包含一個混合式計算裝置1200，其可能與圖9之混 

合式計算裝置900、圖10中之混合式計算裝置1000、或圖11 

之混合式計算裝置1100相同或相類似，其中，類似之元件 

係編以類似之號碼。在各種實施例中，圖12可能例示該計 

算裝置1200在一個關閉組態中的一個前透視圖。誠如圖12 

中所示，該第一部分108可能經配置以與該計算裝置在一個 

關閉組態中之顯示器106排齊及使之隱藏。在此組態中，該 

等顯示器106和輸入裝置110可能經配置以使成不可存取及 

不可運作。在該關閉組態中，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第二部 

分112可能會與該封殼102之背部排齊以及大體上使之隱 

藏。該等第一和第二部分108、112在該關閉組態中可能會 

一起保護及大體上覆蓋該封殼102。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 

明及主張。

[0054]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108可能具有或包 

括一或多個撓性接縫114，其可能與該第二部分112之撓性 

接縫114相同或相類似。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108 

的一或多個撓性接縫114可能經配置以容許該第一部分可 

調整地繞該接縫114樞轉。舉例而言，誠如圖13中所示，該 

第一部分108的一個小部分或折板160可能經配置以繞該等 

一或多個接縫114轉動以在或自某一部份關閉之組態中顯 

露該顯示器106之部分162 °

[0055]在某些實施例中，圖13之計算裝置1300可能會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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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在該顯示器106之顯露部分162上面顯示一或多個圖形 

使用者介面模組，該計算裝置1300可能與圖9之混合式計算 

裝置900、圖10中之混合式計算裝置1000、圖11之混合式計 

算裝置1100、或圖12之混合式計算裝置1200相同或相類 

似，其中，類似之元件係編以類似之號碼。在各種實施例 

中，該折板160可能包括一或多個磁鐵或其他感測器，其等 

係對應於該封殼102上面之磁鐵或感測器且與之排齊。當該 

折板160如圖13所顯示而移動遠離該封殼102時，該計算裝 

置1300可能操作以會感測到該顯示器106僅有某一部分162 

已顯露出，在其中會將有限量之資料格式化成一或多個要 

顯示在該顯示器106之部分162上面的圖形使用者介面元件 

之形式。舉例而言，響應一個使用者之轉動該折板160遠離 

該封殼102以顯露該顯示器106的部分162，該計算裝置1300 

可能會運作來格式化及顯示僅在該部分162中可能爲該使 

用者感興趣之資訊的摘要。該資訊可能包括但非受限漏接 

之來電或簡訊、電子郵件摘要、氣候、來自一個行事曆應 

用程式之約會、或任何其他適當之資訊。響應該折板160之 

轉動且顯露該部分162而提供此類型之摘要可能會容許一 

個使用者迅速取得重要資訊，而非必要完全打開及啓動該 

裝置1300。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56]圖14例示一個系統1400的一個實施例。該系統 

1400可能包含一個混合式計算裝置1400，其可能與圖9之混 

合式計算裝置900、圖10中之混合式計算裝置1000、圖11之 

混合式計算裝置1100、圖12之混合式計算裝置1200、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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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之混合式計算裝置1300相同或相類似，其中，類似之元

件係編以類似之號碼。在各種實施例中，圖14可能例示該

計算裝置1400在一個第一平板組態中之前透視圖。誠如圖

14中所示，該等第一和第二部分108和112可能經配置以在

該第一平板組態中與該封殼102之背部排齊。

[0057]在圖14中所顯示之平闆組態中，該顯示器106可 

能經配置以使爲可存取及可運作，以及該輸入裝置110可能 

經配置以使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爲可存取及不可運作。此 

係不同於參照圖1-8所說明之計算裝置。相照之下，圖1-8 

之計算裝置會容許該輸入裝置110被收藏及隱藏在該第一 

平板組態中。在各種實施例中，由於該封殼102之第二側部 

126在該計算裝置1400中係接合至該封蓋104，該輸入裝置 

110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可能在該封殼102之背部上爲可存 

取。結果，迫使該輸入裝置110在各種實施例中爲不可運作 

可能會是有利的。在某些實施例中，該輸入裝置110可能會 

保持爲可運作以容許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輸入或控制該計 

算裝置1400。該實施例並非受限於此關係。

[0058]誠如圖14中所示，上述被配置在該第一平板組態 

中之混合式計算裝置1400可能容許該顯示器106爲可存取 

及可運作。舉例而言，一個使用者可能有能力與圖17中之 

範例中所顯示的混合式計算裝置互動。誠如圖17中所示， 

一個使用者可能有能力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與該觸感式顯 

示器106互動。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59]圖15例示一個系統1500的一個實施例。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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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可能包含一個混合式計算裝置1500，其可能與圖9之混 

合式計算裝置900、圖10中之混合式計算裝置1000、圖11之 

混合式計算裝置1100、圖12之混合式計算裝置1200、圖13 

之混合式計算裝置1300、或圖14之混合式計算裝置1400相 

同或相類似，其中，類似之元件係編以類似之號碼。在各 

種實施例中，圖15可能例示該計算裝置1400在一個第二平 

板組態或一個第二蛤殼組態中之前透視圖。誠如圖14中所 

示，該第二部分112在某些實施例中經配置可能會容許該第 

二部分112可調整地繞兩個或多個之接縫114樞轉，而形成 

一個用以支撐該封殼102之三角形架150。

[0060]在某些實施例中，該三角形架150可能與上文參 

照圖9-11中之敞開組態所說明者相同或相類似。在各種實 

施例中，該三角形架150可能額外經配置以在該第一部分 

108經配置而在如圖15中所顯示之第二平板組態或第二敞 

開組態中與部份之三角形架150排齊時限制該第一部分108 

的轉動。在圖15中所顯示之實施例中，該等第一部分108和 

第二部分可能會共同形成一個容許全螢幕觀看該計算裝置 

1500之架子。在此等實施例中，該輸入裝置110可能經配置 

以爲不可存取及不可運作，因爲該裝置舉例而言可能會停 

留在一個桌面上或在一個使用者之膝蓋上。有其他實施例 

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61]圖18係一個範例性系統實施例之示意圖。特言

之，圖18係一個用以顯示一個系統1800之示意圖，其可能

包括各種元件 ' 以及可能與參照圖1-17所說明之計算裝置

27



201351104

相同或相類似。舉例而言，圖1&顯示該系統1800可能包括 

一個處理器1802、一個晶片集1804、一個輸入/輸出(I/O)裝 

置1806、一個隨機存取記憶體(RAM)(諸如動態RAM 

(DRAM))) 1808、和一個唯讀記憶體(ROM) 1810、和各種平 

臺組件1814(舉例而言，一個風扇、一個交叉流吹風機、一 

個散熱片、DTM系統、冷卻系統、外殼、通風口、等等)。 

此等元件可能被實現在硬體、軟體、韌體、或其等之任何 

組合中。然而，該等實施例並非受限於此等元件。

[0062]誠如圖18中所示，該等I/O裝置1806、RAM 

1808、和ROM 1810係藉由該晶片集1804耦接於該處理器 

1802。該晶片集1804可能藉由一個匯流排1812耦接於該處 

理器1802。因此，該匯流排1812可能包括多重路線。

[0063]該處理器1802可能爲一個包含一或多個處理器 

核心之中央處理單元，以及可能包括具有任何數目之處理 

器核心的任何數目之處理器。該處理器1802可能包括任何 

類型之處理單元，諸如舉例而言CPU、多處理單元、一個 

精簡指令系統電腦(RISC)、一個具有一個管線、一個複雜 

指令系統電腦(CISC)、數位信號處理器(DSP)、等等之處理 

器。

[0064]雖末顯示出，該系統1800可能包括各種介面電 

路，諸如一個乙太網路介面、和/或一個通用串列匯流排 

(USB)介面、和/或等等。在某些範例性實施例中，該I/O裝 

置1806可能包含一或多個連接至一些用以輸入資料和指令 

進該系統1800內之介面電路的輸入裝置。舉例而言，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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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裝置可能包括一個鍵盤(實體或虛擬/軟體)、滑鼠、觸 

控螢幕、軌跡板、軌道球、isopoint滑鼠、一個聲音辨識系 

統、和/或等等。同理，該I/O裝置1806可能包含一或多個輸 

出裝置，其等係連接至一個用以輸出資訊給一個操作員之 

介面電路。舉例而言，該輸出裝置可能包括一或多個顯示 

器、印表機、喇叭、和/或其他若有需要之輸出裝置。舉例 

而言，該等輸出裝置中的一個可能爲一個顯示器。該顯示 

器可能爲一個影像管(CRT)、液晶顯示器(LCD)、或任何其 

他類型之顯示器。

[0065]該系統1800亦可能具有一個線接式或無線網路 

介面，使經由至一個網路之連線與其他裝置交換資料。該 

網路連線可能爲任何類型之網路連線，諸如一個乙太網路 

連線、數位訂戶專線(DSL)、電話線、同軸電纜、等等。該 

網路可能爲任何類型之網路，諸如網際網路、一個電話網 

路、一個電纜網路、一個無線網路、一個分封交換網路、 

一個電路交換網路、和/或等等。

[0066]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系統1800可能包含或使包括 

在一個混合式計算裝置內，後者包括一個經配置以在其前 

部上面支撐一個顯示器之封殼和一個機械地耦接於該封殼 

的一個側部之封蓋，該封蓋包含一個具有至少一個整合式 

輸入裝置之第一部分和一個具有至少一個撓性接縫之第二 

部分，該撓性接縫經配置以容許該第二部分可調整地繞該 

接縫樞轉。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第二部分可能經配置以形 

成一個用以在一個敞開組態中支撐該封殼的三角形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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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該等顯示器和輸入裝置可能經配置以在該敞開組態中爲

可存取及可運作。

[0067]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可能經配置以在一 

個關閉組態中與該計算裝置之顯示器排齊且使之隱藏，以 

及該等顯示器和該入裝置可能經配置以在該關閉組態中爲 

不可存取及不可運作。在其他實施例中，該等第一和第二 

部分可能經配置以在一個第一平板組態中與該封殼相對其 

前部之背部排齊，以及該顯示器可能經配置以在該第一平 

板組態中爲可存取及可運作。

[0068]該封蓋之第二部分的第一端部可能會機械地耦 

接於該封殼之第一側部，以及該第二部分相對該第一端部 

之第二端部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會以樞轉方式耦接於該第 

一部分。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可能具有至少一個 

整合式磁鐵，其經配置以在一個敞開組態中可調整地使該 

封蓋之第一部分耦接於該封殼相對該第一側部之第二側 

部。在一些額外的或他型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可能具有 

一或多個凹槽或肋片，其等經配置以在一個敞開組態中可 

調整地使該封蓋之第一部分耦接於該封殼相對該第一側部 

之第二側部。

[0069]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等第一和第二部分可能經配 

置以在一個第一平板組態中與該封殼之背部排齊，以及該 

顯示器可能經配置以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爲可存取及可運 

作，以及該輸入裝置可能經配置以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爲 

不可存取及不可運作。該等第一和第二部分在某些實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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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能經配置以在一個第二平板組態中彼此排齊以支撐 

該封殼。

[0070]在某些實施例中，該封殼之第一側部和第二側部 

可能經配置以與該封殼之背部至該封殼之前部的方向成某 

一角度，該前部具有一個小於該背部之表面區域。該封殼 

之第二側部在各種實施例中可能機械地在該封蓋之第一和 

第二部分的樞轉接頭處耦接於該封蓋。在某些實施例中， 

該第二部分可能具有兩個或多個之撓性接縫，其等經配置 

以在一個敞開組態中容許該第二部分可調整地繞該等接縫 

樞轉而形成一個用以支撐該封殼之三角形架。

[0071]該封蓋之第二部分可能具有至少一個整合式磁 

鐵，其等在某些實施例中經配置以可調整地使部份之封蓋 

耦接於該封殼之背部。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等第一和第二 

部分可能經配置以在一個第一平板組態中與該封殼之背部 

排齊，以及該顯示器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可能經配置以爲 

可存取及可運作，以及該輸入裝置可能經配置以在該第一 

平板組態中爲可存取及不可運作。在其他實施例中，該第 

二部分可能具有兩個或多個之撓性接縫，其等經配置以容 

許該第二部分可調整地繞該等兩個或多個之接縫樞轉而形 

成一個用以支撐該封殼之三角形架，以及在該第一部分被 

配置在一個第二平板組態中與部份之三角形架排齊時限制 

該第一部分之轉動。

[0072]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可能具有一或多個

撓性接縫，其等經配置以容許該第一部分以可調節方式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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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接縫樞轉，以及該第一部分可能經配置以在一個關閉組 

態中與該計算裝置之顯示器排齊且使之隱藏，該等顯示器 

和輸入裝置可能經配置以在該關閉組態中爲不可存取及不 

可運作。在此等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可能經配置以在該 

關閉組態中繞一或多個接縫轉動以顯露部份之顯示器，以 

及該計算裝置可能會運作而在該顯示器之顯露部分上面顯 

示一或多個圖形使用者介面元件。

[0073]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系統1800可能包括或包含一 

或多個被配置在該封殼的一個側部上面之整合式輸入裝 

置、一個包含一個以通訊方式耦接於一或多個處理器電路 

之觸感式顯示器的顯示器、一或多個包含一或多個照相 

機、加速計、近接感測器、光感測器、指南針、或全球定 

位系統(GPS)等感測器、或任何其他適當之組件。在某些實 

施例中，該系統1800可能額外包括一或多個無線收發器， 

其等操作以會使用一或多個無線通訊協定來促成該計算裝 

置有關之無線通訊。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74]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系統1800可能包含或包括一 

個下文稱爲對開本(folio)裝置之混合式計算裝置。該對開本 

裝置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包括或包含一個經配置以在該封 

殼之前部支撐一個顯示器的封殼和一個包含一個以樞轉方 

式耦接於一個第二部分之第一部分的封蓋。在各種實施例 

中，該第一部分可能具有至少一個整合式輸入裝置，以及 

該第二部分可能具有至少一個經配置以容許該第二部分可 

調整地繞該接縫樞轉之撓性接縫。在某些實施例中，該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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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之第一側部可能機械地耦接於該第二部分相對該等第一 

部分和第二部分之樞轉接頭的第一端部。

[0075]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可能包含一個經配 

置以支撐一個鍵盤之硬質結構，以及該第二部分可能經配 

置以在一個敞開組態中形成一個用以支撐該封殼之三角形 

架。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等顯示器和輸入裝置在該敞開組 

態中可能爲可存取及可運作。

[0076]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可能具有至少一個 

整合式磁鐵，其等經配置以在一個敞開組態中可調整地使 

該封蓋之第一部分耦接於該封殼相對該第一側部之第二側 

部。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可能具有一或多個凹槽 

或肋片，其等經配置以在一個敞開組態中可調整地使該封 

蓋之第一部分耦接於該封殼相對該第一側部之第二側部。 

在其他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可能經配置以在一個關閉組 

態中與該計算裝置之顯示器排齊且使之隱藏，以及該等顯 

示器和輸入裝置可能經配置以在該關閉組態中爲不可存取 

及不可運作。

[0077]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等第一和第二部分可能經配 

置以在一個第一平板組態中與該封殼之背部排齊，以及該 

顯示器可能經配置以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爲可存取及可運 

作，以及該輸入裝置中可能經配置以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 

爲不可存取及不可運作。在其他實施例中，該等第一和第 

二部分可能經配置以在一個第二平板組態中彼此排齊以支 

撐該封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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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該對開本裝置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額外包括一

或多個處理器電路、一個觸感式顯示器、和/或一或多個無

線收發器，其等操作以會使用一或多個無線通訊協定來促

成該計算裝置有關之無線通訊。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

及主張。

[0079]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系統1800可能包含或包括一 

個下文稱爲瞥觀(peek)裝置之混合式計算裝置。該瞥觀裝置 

可能包括或包含一個經配置以在其前部支撐一個顯示器之 

封殼和一個包含一個以樞轉方式耦接於一個第二部分之第 

一部分的封蓋，該第一部分具有至少一個整合式輸入裝置 

和至少一個撓性接縫，以及該第二部分具有兩個或多個之 

撓性接縫，該等撓性接縫經配置以容許該等第一和第二部 

分可調整地繞該等接縫樞轉，以及該封殼之第二側部係在 

該封蓋之第一和第二部分的樞轉接頭間機械地耦接於該封 

蓋。

[0080]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第二部分可能經配置以在一 

個敞開組態中可調整地繞兩個或多個之接縫樞轉，以形成 

一個用以支撐該封殼之三角形架。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第 

二部分可能具有至少一個整合式磁鐵，其等經配置以可調 

整地使部份之封蓋耦接於該封殼之背部。在某些實施例 

中，該等第一和第二部分可能經配置以在一個第一平板組 

態中與該封殼之背部排齊，以及該顯示器可能經配置以在 

該第一平板組態中爲可存取及可運作，以及該輸入裝置可 

能經配置以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爲可存取和不可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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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在某些實施例中，該第二部分可能經配置以於該 

第一部分被配置在該第二平板組態中與部份之三角形架排 

齊時可調整地繞兩個或多個之接縫樞轉，以形成一個用以 

支撐該封殼之三角形架，以及限制該第一部分之轉動。在 

各種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可能經配置以在一個關閉組態 

中與該計算裝置之顯示器排齊且使之隱藏，該等顯示器和 

輸入裝置經配置以在該關閉組態中爲不可存取及不可運 

作。

[0082]在各種實施例中，該第一部分可能經配置以在該 

關閉組態中繞該第一部分的一或多個接縫轉動以顯露部份 

之顯示器，以及該計算裝置可能會運作而在該顯示器之顯 

露部分上面顯示一或多個圖形使用者介面元件。在某些實 

施例中，該瞥觀裝置可能包括一或多個處理器電路、一個 

觸感式顯示器、和/或一或多個無線收發器，其等操作以會 

使用一或多個無線通訊協定來促成該計算裝置有關之無線 

通訊。有其他實施例會加以說明及主張。

[0083]本說明書已列舉許多特定之細節以提供該等實 

施例之全面瞭解。然而，本技藝之專業人士將可瞭解的是 ， 

該等實施例在實踐上可能不含此等特定之細節。在其他實 

例中，一些習見之運作、組件、和電路並未詳細加以說明 

以免混淆該等實施例。可察覺到的是，本說明書所顯露之 

特定結構性和功能性細節可能係屬代表性，以及並非必然 

限制該等實施例之界定範圍。

[0084]各種實施例可能使用硬體元件、軟體元件、或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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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組合來加以實現。其等硬體元件之範例可能包括處理 

器、微處理器、電路、電路元件(舉例而言，電晶體、電阻 

器、電容器、電感器、等等)、積體電路、特殊應用積體電 

路(ASIC)、可編程邏輯裝置(PLD)、數位信號處理器(DSP)、 

現場可編程邏輯閘陣列(FPGA)、邏輯閘、暫存器、半導體 

裝置、晶片、微晶片、晶片集、等等。其等軟體之範例可 

能包括軟體組件、程式、應用軟體、電腦程式、應用程式、 

系統程式、機器程式、作業系統軟體、中間裝置、韌體、 

軟體模組、公用常式、副常式、函式、方法、程序、軟體 

介面、應用程式介面(API)、指令集、計算碼、電腦碼、碼 

片段、電腦碼片段、字組、値、符元、或其等之任何組合。 

決定一個實施例在實現上是否使用硬體元件、和/或軟體元 

件，可能係依據任何數目之因素而改變，諸如所希望之計 

算率、功率位準、熱容許度、處理週期預算、輸入資料率、 

輸出資料率、記憶體資源、資料匯流排速率、和其他設計、 

性能、或成本條件限制。

[0085]某些實施例可能使用措辭"使耦接"和"使連接" 

連同其等之派生詞來加以說明。此等術語彼此並非意使爲 

同義字。舉例而言，某些實施例在說明上可能使用術語"使 

耦接"和/或"使連接"來指示兩個或多個之元件彼此係直接 

成實體接觸或電氣接觸。然而，術語"使耦接"亦可能意謂 

兩個或多個之元件彼此並未直接接觸但彼此仍會互相合作 

或互動0

[0086]某些實施例舉例而言在實現上可能使用一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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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可讀取式或電腦可讀取式媒體或商品，其可能儲存一個 

指令、一組指令、或電腦可執行式碼，其等若被一個機器 

或處理器執行時，可能使該機器或處理器依據該等實施例 

來執行一個方法和/或運作。此種機器舉例而言可能包括任 

何適當之處理平臺、計算平臺、計算裝置、處理裝置、計 

算系統、處理系統、電腦、處理器、或等等，以及可能使 

用任何硬體和/或軟體之適當組合來加以實現。該機器可讀 

取式媒體或商品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包含一個非暫時性媒 

體，以及舉例而言可能包括任何適當類型之記憶體單元、 

記憶體裝置、記憶體商品、記憶體媒體、儲存裝置、儲存 

商品、儲存媒體、和/或儲存單元，舉例而言，記憶體、可 

移徐式或非可移除式媒體、揮發性或非揮發性記憶體或媒 

體、可清除式或非可清除式媒體、可寫入式或可重寫式媒 

體、數位或類比媒體、硬碟、軟碟、唯讀光碟機(CD-ROM)、 

可錄式光碟(CD-R)、可覆寫光碟機(CD-RW)、光碟、磁性 

媒體、磁光碟片(MO)媒體、可移除式記憶體卡或碟片、各 

種類型之數位影音光碟(DVD)、磁帶、卡帶、或等等。該 

等指令可能包括任何適當類型之程式碼，諸如原始碼、編 

譯式程式碼、解譯程式碼、可執行式程式碼、靜態程式碼、 

動態程式碼、加密式程式碼、和等等，其等在實現上係使 

用任何適當之高階、低階、物件導向式、視覺、編譯式、 

和/或解譯式程式規劃語言。

[0087]除非另有明確敘述，其可能察覺到的是，一些類

似"處理"、"電腦運算"、"計算"、"決定"、或等等之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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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稱一個電腦或計算系統或類似之電子計算裝置的動作 

和/或程序，其會操控及/或變換一些被表示爲該計算系統之 

暫存器和/或記憶體內的物理量(舉例而言，電子)之資料成 

爲其他類似地表示爲該計算系統之記憶體、暫存器、或其 

他此等資訊儲存器、傳輸裝置、或顯示器裝置內的物理量 

之資料。該等實施例並非受限於此情境。

[0088]理應注意的是，本說明書所說明之方法並非勢必 

要按所說明之順序或在任何特定之順序中來執行。此外， 

各種參照本說明書所識別之方法加以說明的活動係可以序 

列方式或並列方式加以執行。

[0089]雖然本說明書已例示及說明了一些特定之實施 

例，理應察覺到的是，任何被考慮用以達成相同目的之配 

置，可能就所顯示之特定實施例加以取代。本揭示內容預 

計涵蓋各種實施例之任何和所有的修改或變更。理應瞭解 

到的是，上述之說明係以一個例示之方式來完成而非有限 

制意。上述諸實施例之組合和本說明書未明確說明之其他 

實施例，將爲本技藝之專業人士於審閱上述之說明內容而 

輕易明瞭。因此，各種實施例之界定範圍係包括任何其他 

在其中使用上述之組成、結構、和方法的應用例。

[0090]-般強調的是本揭示內容之摘要在提供上係遵 

循37 C.F.R.§1.72(b)，其需要一個將會容許讀者迅速釐清本 

技術性揭示內容之性質的摘要。其在遞交上係瞭解它並非 

被用來理解或限制申請專利範圍之界定範圍或意義。此 

外，在前述之詳細說明中，可見的是各種特徵被一起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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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單一實施例中係爲精簡本揭示內容。此揭示之方法 

並非被理解爲反映該等被主張之實施例需要超過每個專利 

申請項中明白列舉之特徵的一種意圖。更確切地說，如以 

下申請專利範圍所反映，本原創性主題係存在少於一個單 

一揭示之實施例的所有特徵。因此，以下之申請專利範圍 

特此被合併進該詳細之說明內容，每個專利申請項係單獨 

爲一個分開之較佳實施例。在所附之申請專利範圍中，術 

語"包括”和"其中"係分別被用作對應術語"包含"和"其中" 

之通俗易懂的等效體。此外、術語"第一"、"第二"、和"第 

三"、等等僅被用作一些標記，以及並非意使針對其等之對 

象強加數目上之需求。

[0091]雖然本主題業已專對一些特徵和/或方法上之動 

作的語言加以說明，理應瞭解的是，所附專利申請項中所 

界定之主題並非必然受限於上文所說明之特定特徵或動 

作。更確切地說 > 上文所說明之特定特徵或動作係揭示爲 

實現該等專利申請項之範例形式。

【符號說明】

100.··系統 114...撓性接縫

102...封殼 116.··三角形架

104.··封蓋 11&.輪入/輸出(I/O)埠

106...顯示器 120.··第一端部

108…第一部分 122…第二端部

110...輸入裝置 124..·第一側部

112·.·第二部分 126.··第二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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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整合式磁鐵 1800.··系統

132·.·凹槽、肋片 1802...處理器

140..·撓性銭鏈 1804...晶片集

150.··三角形架 1806.··輸入/輸出(I/O)裝置

152...折板 1808..髓機存取記憶體(RAM)

160...折板 1810..唯讀記憶體(ROM)

162…顯露部分 1814...平臺組件

200-1700...系統 1812...匯流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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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摘要

※申請案號：ζ”汀护

※申請日：2电q ※胃。分類：0叩W2006.0U
/ I (2006.01)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叩叼罗2006.01)

混合式計算裝置、設備及系統

HYBRID COMPUTING DEVICE, APPARATUS AND SYSTEM

【中文】

用於一種混合式計算裝置之設備和系統的實施例係受描述。某些 

實施例可包含：一個計算裝置，其具有經配置以在其前部之上支撐一 

ο 個顯示器的一個封殼；和機械地耦接於該封殼之一側部的一個封蓋，

該封蓋包含具有至少一個整合式輸入裝置之一個第一部分和具有至少 

一個撓性接縫之一個第二部分，該接縫經配置以容許該第二部分可調 

• 整地繞該接縫樞轉。亦描述與主張其他實施例。

【英文】

Embodiments of an apparatus and system are described for a hybrid 

computing device. Some embodiments may comprise a computing device 

having an enclosure arranged to support a display on a front of the enclosure 

and a cover mechanically coupled to a side of the enclosure, the cover 

comprising a first portion having at least one integrated input device and a 

second portion having at least one flexible seam arranged to allow the second 

portion to adjustably pivot around the seam. Other embodiments are 

described and clai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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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
ί. 一種計算裝置，其包含：

一個封殼，其經配置以支撐一顯示器於該封殼之一

前部之上；和

機械地耦接於該封殼之一個封蓋，該封蓋包含具有 

至少一個整合式輸入裝置之一第一部分和具有至少一 

個撓性接縫之一第二部分，該撓性接縫經配置以容許該 

第二部分可調整地繞該接縫樞轉。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二部分經配置 

以於一敞開組態中形成一個用以支撐該封殼之三角形 

架，該顯示器和該輸入裝置經配置以在該敞開組態中爲 

可存取及可運作。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一部分經配置 

以在一個關閉組態中與該計算裝置之顯示器排齊及使 

之隱藏，該顯示器和該輸入裝置經配置以在該關閉組態 

中爲不可存取及不可運作。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計算裝置，該等第一和第二部 

分經配置以在一個第一平板組態中與相對於該封殼之 

該前部之該封殼的一背部排齊，該顯示器經配置以在該 

第一平板組態中爲可存取及可運作。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計算裝置，該封蓋之第二部分 

的第一端部係機械地耦接於該封殼，以及該第二部分相 

對該第一端部之第二端部係樞轉地耦接於該第一部分。

1 5



201351104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一部分具有至 

少一個整合式磁鐵，其經配置以在一個敞開組態中可調 

整地使該封蓋之該第一部分耦接於該封殼。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一部分具有一 

或多個凹槽或肋片，其等經配置以在一個敞開組態中以 

調整地使該封蓋之第一部分耦接於該封殼。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計算裝置，該等第一和第二部 

分經配置以在一個第一平板組態中與該封殼之背部排 

齊，該顯示器經配置以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爲可存取及 

可運作，以及該輸入裝置經配置以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 

爲不可存取及不可運作。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計算裝置，該等第一和第二部 

分經配置以在一個第二平板組態中與彼此排齊以支撐 

該封殼。

10·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計算裝置，該封殼之第一側部 

和第二側部經配置以與自該封殼之背部至該封殼之前 

部的一方向成一角度，該前部具有小於該背部之一較小 

表面區域。

1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計算裝置，該封殼機械地於該 

封蓋之該等第一和第二部分的一個樞轉接頭處或附近 

耦接於該封蓋。

1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二部分係具有 

兩個或多個之撓性接縫，其等經配置以在一敞開組態中 

容許該第二部分可調整地繞該等接縫樞轉而形成用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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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該封殼之一個三角形架。

1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計算裝置，該封蓋之第二部分

係具有至少一個整合式磁鐵，其等經配置以可調整地使

部份之封蓋耦接於該封殼之背部。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計算裝置，該等第一和第二部 

分經配置以在一個第一平板組態中與該封殼之背部排 

齊，該顯示器經配置以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爲可存取及 

可運作，以及該輸入裝置經配置以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 

爲可存取及不可運作。

1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二部分具有兩 

個或多個之接縫，其等經配置以容許該第二部分可調整 

地繞該等兩個或多個之接縫樞轉而形成一個三角形 

架，其會在一個第二平板組態中於該第一部分係配置以 

與部份之三角形架排齊時，支撐該封殼及限制該第一部 

分之轉動。

1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一部分具有一 

或多個撓性接縫，其等經配置以容許該第一部分可調整 

地繞該等一或多個撓性接縫樞轉。

1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6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一部分經配置 

以在一個關閉組態中與該計算裝置之顯示器排齊及使 

之隱藏，該顯示器和該輸入裝置經配置以在該關閉組態 

中爲不可存取及不可運作。

1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6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一部分經配置 

以在一個部份關閉之組態中繞該等一或多個接縫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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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顯露該顯示器之一部分，該計算裝置操作以在該部份

關閉之組態中在該顯示器之顯露部分上面顯示一或多

個圖形使用者介面元件。

1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計算裝置，其包含：

一或多個被配置在該封殼之一側部上的整合式輸 

入裝置。

2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計算裝置，該顯示器包含一個 

通訊地耦接於一或多個處理器電路之觸感式顯示器。

2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計算裝置，其包含：

一或多個感測器，其包含一照相機、加速計、近接 

感測器、光感測器、指南針、或全球定位系統(GPS)中 

的一或多者。

22. —種系統，其包含：

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21項任一項之計算裝置 ； 

一或多個處理器電路；和

一個觸感式顯示器。

23. —種系統，其包含：

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21項任一項之計算裝置；和 

一或多個無線收發器，其等係操作以使用一或多個 

無線通訊協定以致能用於該計算裝置的無線通訊。

24. —種計算裝置，其包含：

一個封殼，其經配置以支撐一個顯示器至該封殼之

一前部之上；和

一個封蓋，其包含樞轉地耦接於一個第二部分之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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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第一部分，該第一部分具有至少一個整合式輸入裝

置，以及該第二部分具有至少一個撓性接縫，其係經配

置以容許該第二部分可調整地繞該接縫樞轉；

該封殼係機械地耦接於該第二部分之第一端部，其

係相對於該第一部分和該第二部分的該樞轉接頭。

2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4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一部分包含一 

個硬質結構，其係經配置以支撐一個鍵盤，以及該第二 

部分經配置以在一個敞開組態中形成一個用以支撐該 

封殼之三角形架，該顯示器和該輸入裝置經配置以在該 

敞開組態中爲可存取及可運作。

2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4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一部分具有至 

少一個整合式磁鐵，其經配置以在一個敞開組態中可調 

整地使該封蓋之該第一部分耦接於該封殼相對該第一 

側部之一第二側部。

2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4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一部分具有一 

或多個凹槽或肋片，其等經配置以在一個敞開組態中可 

調整地使該封蓋之該第一部分耦接於該封殼相對該第 

一側部之一第二側部。

2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4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一部分經配置 

以在一個關閉組態中與該計算裝置之顯示器排齊及使 

之隱藏，該顯示器和該輸入裝置經配置以在該關閉組態 

中爲不可存取及不可運作。

2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4項之計算裝置，該等第一和第二部 

分經配置以在一個第一平板組態中與該封殼之該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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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齊，該顯示器經配置以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爲可存取

及可運作，以及該輸入裝置經配置以在該第一平板組態

中爲不可存取及不可運作。

30.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4項之計算裝置，該等第一和第二部 

分經配置以在一個第二平板組態中彼此排齊以支撐該 

封殼。

31· —種系統，其包含：

申請專利範圍第24至30項任一項之計算裝置；和 

一或多個處理器電路；和

一個觸感式顯示器。

32. —種系統，其包含：

申請專利範圍第24至30項任一項之計算裝置；和 

一或多個無線收發器，其操作以使用一或多個無線 

通訊協定來以致能用於該計算裝置的無線通訊。

33. —種計算裝置，其包含：

一個封殼，其經配置以支撐一個顯示器至該封殼之 

一前部之上；和

一個封蓋，其包含樞轉地耦接於一個第二部分之一 

個第一部分，該第一部分具有至少一個整合式輸入裝置 

和至少一個撓性接縫，以及該第二部分具有兩個或多個 

之撓性接縫，該等兩個或多個之撓性接縫經配置以容許 

該等第一和第二部分可調整地繞該等兩個或多個之接 

縫樞轉；

該封殼係機械地於該封蓋之該等第一和第二部分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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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樞轉接頭處或附近耦接於該封蓋。

3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3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二部分經配置 

以在一個敞開組態中可調整地繞該等兩個或多個之接 

縫樞轉而形成用以支撐該封殼之一個三角形架。

3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3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二部分具有至 

少一個整合式磁鐵，其配置以可調整地使該封蓋之一部 

分耦接於該封殼之一背部。

3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3項之計算裝置，該等第一和第二部 

分經配置以在一個第一平板組態中與該封殼之一背部 

排齊，該顯示器經配置以在該第一平板組態中爲可存取 

及可運作，以及該輸入裝置經配置以在該第一平板組態 

中爲可存取及不可運作。

3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3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二部分經配置 

以在一個第二平板組態中於該第一部分係配置與部份 

之三角形架排齊時，可調整地繞該等兩個或多個之接縫 

樞轉而形成用以支撐該封殼之一個三角形架及限制該 

第一部分之轉動。

3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3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一部分經配置 

以在一個關閉組態中與該計算裝置之顯示器排齊及使 

之隱藏，該等顯示器和輸入裝置經配置以在該關閉組態 

中爲不可存取及不可運作。

3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8項之計算裝置，該第一部分經配置 

以在一個部份關閉組態中繞該第一部分的一或多個接 

縫轉動以顯露該顯示器之一部分，該計算裝置操作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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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部份關閉之組態中在該顯示器之顯露部分上面顯示 

一或多個圖形使用者介面元件。

40. —種系統 > 其包含：

申請專利範圍第33至39項任一項之計算裝置；和

一或多個處理器電路；和

一個觸感式顯示器。

41. 一種系統，其包含：

申請專利範圍第33至39項任一項之計算裝置；和 

一或多個無線收發器，其操作以使用一或多個無線 

通訊協定以致能用於該計算裝置的無線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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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圖】
【本案指定代表圖】：第（1）圖。

【本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00…系統

102…封殼

104.. .封蓋

106.. .顯示器

108.. ·第一部分

110.. .輸入裝置

112…第二部分

114···撓性接縫

116.. ·三角形架

120.··第一端部

122…第二端部

124.··第一側部

126…第二側部

【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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