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604930.2

(22)申请日 2018.12.26

(71)申请人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518057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

北区北环路9108号海能达大厦

(72)发明人 秦军　黄名溟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深佳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44285

代理人 王仲凯

(51)Int.Cl.

G06F 13/3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功能扩展设备

(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功能扩展设备，该功能扩

展设备上设置有与手持终端上设置的配件接口

匹配的连接部件，功能扩展设备可通过所述连接

部件与所述手持终端连接；功能扩展设备上还设

置有转接接口，转换接口可接入至少一种配件；

功能扩展设备还设置有将自身固定于手持终端

的可拆卸式固定部件。本申请提供的功能扩展设

备扩展了手持终端对于配件的兼容性，对于用户

而言，功能扩展设备的使用使得其可以基于自己

的意愿进行配件的选择，用户体验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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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功能扩展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扩展设备上设置有与手持终端上设置的

配件接口匹配的连接部件，所述功能扩展设备可通过所述连接部件与所述手持终端连接；

所述功能扩展设备上还设置有转接接口，所述转换接口可接入至少一种配件；

所述功能扩展设备还设置有将自身固定于所述手持终端的可拆卸式固定部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扩展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与手持终端上设置的配件接

口匹配的连接部件为接触式连接接口。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功能扩展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接触式连接接口为接触式顶

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扩展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转接接口为至少一种标准通

讯接口。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功能扩展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种标准通讯接口包括

HDMI接口、VGA接口、USB接口、网络接口、音频接口中的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扩展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扩展设备设置有与所述

连接部件匹配的防水防尘部件，和/或，与所述转接接口匹配的防水防尘部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扩展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扩展设备包括壳体，所

述连接部件和所述转接接口设置于所述壳体中，且所述连接部件上、与所述手持终端的配

件接口连接的部位通过所述壳体的第一面表露，所述转接接口上用于接入所述配件的接口

部位通过所述壳体的第二面表露。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功能扩展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上设置有与所述可拆卸

式固定部件匹配的固定结构；

所述可拆卸式固定部件通过所述固定结构，将所述壳体固定于所述通信设备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功能扩展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持终端上设置有螺丝固定

孔；

所述可拆卸式固定部件为与所述螺丝固定孔匹配的螺丝部件。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功能扩展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扩展设备还设置有与所

述连接部件对应的转接板，以及，与所述转接接口对应的转接板；

与所述连接部件对应的转接板，以及与所述转接接口对应的转接板均设置于所述壳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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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功能扩展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信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功能扩展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智能手持终端如对讲机中，常预留有专用的通信接口，该通信接口可连接配件，

实现功能扩充。然而，由于智能手持终端的接口为特殊定制类接口，其对应的配件也需要为

专门针对该接口定制的配件，即智能手持终端对于配件的兼容性较差。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功能扩展设备，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智能手持终端

的接口为特殊定制类接口，其对应的配件也需要为专门针对该接口定制的配件，导致智能

手持终端对于配件的兼容性较差的问题，其技术方案如下：

[0004] 一种功能扩展设备，所述功能扩展设备上设置有与手持终端上设置的配件接口匹

配的连接部件，所述功能扩展设备可通过所述连接部件与所述手持终端连接；

[0005] 所述功能扩展设备上还设置有转接接口，所述转换接口可接入至少一种配件；

[0006] 所述功能扩展设备还设置有将自身固定于所述手持终端的可拆卸式固定部件。

[0007] 其中，所述与手持终端上设置的配件接口匹配的连接部件为接触式连接接口。

[0008] 其中，所述接触式连接接口为接触式顶针。

[0009] 其中，所述转接接口为至少一种标准通讯接口。

[0010] 其中，所述至少一种标准通讯接口包括HDMI接口、VGA接口、USB接口、网络接口、音

频接口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1] 其中，所述功能扩展设备设置有与所述连接部件匹配的防水防尘部件，和/或，与

所述转接接口匹配的防水防尘部件。

[0012] 其中，所述功能扩展设备包括壳体，所述连接部件和所述转接接口设置于所述壳

体中，且所述连接部件上、与所述手持终端的配件接口连接的部位通过所述壳体的第一面

表露，所述转接接口上用于接入所述配件的接口部位通过所述壳体的第二面表露。

[0013] 其中，所述壳体上设置有与所述可拆卸式固定部件匹配的固定结构；

[0014] 所述可拆卸式固定部件通过所述固定结构，将所述壳体固定于所述通信设备上。

[0015] 其中，所述手持终端上设置有螺丝固定孔；

[0016] 所述可拆卸式固定部件为与所述螺丝固定孔匹配的螺丝部件。

[0017] 其中，所述功能扩展设备还设置有与所述连接部件对应的转接板，以及，与所述转

接接口对应的转接板；

[0018] 与所述连接部件对应的转接板，以及与所述转接接口对应的转接板均设置于所述

壳体中。

[0019] 上述技术方案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0] 本申请提供的功能扩展设备，可通过与手持终端的配件接口匹配的连接部件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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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终端连接，可通过设置的转接接口接入至少一种配件，功能扩展设备使得手持终端不再

局限于只接入与自身的配件接口对应的配件，扩展了手持终端对于配件的兼容性，并且，对

于用户而言，功能扩展设备的使用使得其可以基于自己的意愿选择配件，用户体验较好。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功能扩展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功能扩展设备一具体实例的结构示意图途；

[0024] 图3a～3f为图2示出的功能扩展设备的前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俯视图和

仰视图；

[0025] 图4为图2示出的功能扩展设备的爆照图；

[0026] 图5为手持设备上与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功能扩展设备连接的连接部位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功能扩展设备，请参阅图1，示出了该功能扩展设备的结

构示意图，该功能扩展设备上设置有与手持终端上设置的配件接口匹配的连接部件101、可

接入至少一种配件的转接接口102，以及将功能扩展设备固定于手持终端的可拆卸式固定

部件103。

[0029] 其中，功能扩展设备通过连接部件101与手持终端连接，具体地，功能扩展设备通

过连接部件101与手持终端上设置的配件接口连接时，便实现了功能扩展设备与手持终端

的连接。

[0030]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功能扩展设备上设置的、与手持终端上设置的配件接

口匹配的连接部件可以为接触式连接接口。

[0031] 在本申请实施例中，功能扩展设备设置的转接接口102可以但不限为标准通讯接

口，标准通讯接口可以但不限为HDMI接口、VGA接口、USB接口、网络接口、音频接口中的一种

或多种，其中，USB接口可以但不限为Micro  USB、Type-C接口中的一种或多种，音频接口可

以但不限为3.5mm音频接口、2.5mm音频接口中的一种或多种，网络接口可以但不限为WLAN

接口。

[0032] 需要说明的是，转接接口102可以包括一个接口，也可以包括多个接口，当转换接

口包括多个接口时，这多个接口可以为同一种接口(比如，转换接口102包括两个USB接口)，

也可以为不同种接口(比如转接接口102包括USB接口和音频接口)，另外，当转接接口102包

括多种不同接口时，每种接口可以为一个也可以为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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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可以理解的是，由于功能扩展设备的连接部件101是插入到手持终端的配件接口

中的，因此，在某些时候由于某种原因，可能会出现功能扩展设备的连接部件101从手持终

端的配件接口部分或完全脱离的情况，这将导致功能扩展设备与手持终端之间的连接断

开，此时，若功能扩展设备连接有配件，则势必会导致手持终端与配件之间的通信中断，为

了确保转接接口102连接有配件时，配件与手持终端之间的通信不中断，功能扩展设备上还

设置有将自身固定于手持终端的可拆卸式固定部件103。相应地，手持终端上设置有与可拆

卸式固定部件103匹配的固定结构。

[0034]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功能扩展设备，可通过与手持终端的配件接口匹配的连接部

件与手持终端连接，可通过设置的转接接口接入至少一种配件，功能扩展设备使得手持终

端不再局限于只接入与自身的配件接口对应的配件，扩展了手持终端对于配件的兼容性，

并且，对于用户而言，功能扩展设备的使用使得其可以基于自己的意愿选择配件，用户体验

较好。

[0035] 请参阅图2，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功能扩展设备的一具体实例的结构示意

图，请参阅图3，示出了图2示出的功能扩展设备的前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俯视图

和仰视图，请参阅图4，示出了图2示出的功能扩展设备的爆照图，该功能扩展设备可以包

括：壳体200、与手持终端上设置的配件接口匹配的连接部件201、可接入至少一种配件的转

接接口202，以及将功能扩展设备固定于手持终端的可拆卸式固定部件203。

[0036] 其中，连接部件201和转接接口202设置于壳体200中，且连接部件201上与手持终

端上设置的配件接口连接的部位通过壳体200的第一面表露，转接接口202上用于接入配件

的接口部位通过壳体200的第二面表露。

[0037] 在本实施例中，功能扩展设备上设置的、与手持终端上设置的配件接口匹配的连

接部件为接触式连接接口，具体地，如图5所示，手持终端的配件接口设置有多个功能馈点

501，功能扩展设备设置接触式连接接口为与配件接口的多个功能馈点匹配的接触式顶针。

[0038] 在本实施例中，壳体200上设置有与可拆卸式固定部件203匹配的固定结构204，可

拆卸式固定部件203通过壳体200上设置的固定结构204，将壳体200固定于手持终端上。

[0039]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可拆卸式固定部件203可以为螺丝，壳体上设置有可穿

过螺丝的螺丝杆的通孔，手持终端上设置有与螺丝匹配的螺丝固定孔502，功能扩展设备的

壳体200通过螺丝与手持终端固定。

[0040]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功能扩展设备还设置有与连接部件201对应的转接板205，以

及，与转接接口202对应的转接板206。与连接部件201对应的转接板205，以及与转接接口

202对应的转接板设置于壳体204中。

[0041] 另外，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功能扩展设备还设置有与连接部件201匹配的防水防

尘部件207，以及，与转接接口202匹配的防水防尘部件208。与连接部件101匹配的防水防尘

部件207，以及，与转接接口102匹配的防水防尘部件208的材料可以但不限为硅胶。设置防

水防尘部件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用户持设备在户外操作时，环境对功能扩展设备的功能产生

影响。

[0042] 需要说明的是，与功能扩展设备连接的手持终端需要能够自动识别功能扩展设备

连接的配件。并且，与功能扩展设备连接的手持终端需要支持热插拔，以避免正常开机状态

下拆装功能扩展设备时影响其工作，避免影响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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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功能扩展设备，可通过与手持终端的配件接口匹配的连接部

件与手持终端连接，可通过设置的转接接口接入至少一种配件，功能扩展设备使得手持终

端不再局限于只接入与自身的配件接口对应的配件，扩展了手持终端对于配件的兼容性，

并且，对于用户而言，功能扩展设备的使用使得其可以基于自己的意愿选择配件，用户体验

较好。

[0044] 在本申请所提供的实施例中，应该理解到，所揭露的方法、装置和设备，可以通过

其它的方式实现。例如，以上所描述的装置实施例仅仅是示意性的，例如，所述单元的划分，

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实际实现时可以有另外的划分方式，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以

结合或者可以集成到另一个系统，或一些特征可以忽略，或不执行。另一点，所显示或讨论

的相互之间的耦合或直接耦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通过一些通信接口，装置或单元的间接耦

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电性，机械或其它的形式。

[0045] 所述作为分离部件说明的单元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上分开的，作为单元显

示的部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单元，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或者也可以分布到多个

网络单元上。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单元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目

的。另外，在本发明各个实施例中的各功能单元可以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中，也可以是各个

单元单独物理存在，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集成在一个单元中。

[0046]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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