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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公开提供一种电子设备壳体及中框，其中

壳体包括相互连接的底板和侧壁，以及用于注入

胶体以形成天线条的隔断槽，所述隔断槽的至少

一部分形成于所述底板与所述侧壁上。所述侧壁

上设有抓胶结构，所述抓胶结构包覆于所述胶体

内，所述抓胶结构上设有用于增加所述抓胶结构

的抓胶能力的开口槽。本公开通过在所述抓胶结

构上设置开口槽以增加所述抓胶结构与所述胶

体的接触面积，增加了所述抓胶结构的抓胶力，

也使得包覆在所述抓胶结构上的胶体的强度增

强，可防止跌落时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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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设备壳体，其特征在于，包括相互连接的底板和侧壁，以及用于注入胶体以

形成天线条的隔断槽，所述隔断槽的至少一部分形成于所述底板与所述侧壁上；其中，所述

侧壁上设有抓胶结构，所述抓胶结构包覆于所述胶体内，所述抓胶结构上设有用于增加所

述抓胶结构的抓胶能力的开口槽；

所述开口槽贯穿所述抓胶结构，且所述开口槽的开口方向垂直于所述侧壁，所述开口

槽形状为半圆形的通槽；

包覆于所述抓胶结构上的胶体包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述第一部分包覆在所述抓

胶结构的表面，所述第二部分沿着所述开口槽的开口方向贴附在所述第一部分；

所述抓胶结构还包括位于所述侧壁内侧的本体部，所述本体部设置于距离所述隔断槽

的边沿一预设距离范围内，且所述开口槽形成于所述本体部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设备壳体，其特征在于，所述抓胶结构至少有两个，至少

两个所述抓胶结构分别设置在形成于所述侧壁上的所述隔断槽的两侧。

3.一种电子设备中框，其特征在于，包括中框本体，以及用于注入胶体以形成天线条的

隔断槽，所述隔断槽形成于所述中框本体上；其中，所述中框本体上设有抓胶结构，所述抓

胶结构包覆于所述胶体内，所述抓胶结构上设有用于增加所述抓胶结构的抓胶能力的开口

槽；

所述开口槽贯穿所述抓胶结构，且所述开口槽的开口方向垂直于所述中框本体，所述

开口槽形状为半圆形的通槽；

包覆于所述抓胶结构上的胶体包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述第一部分包覆在所述抓

胶结构的表面，所述第二部分沿着所述开口槽的开口方向上贴附在所述第一部分；

所述抓胶结构还包括位于所述中框本体内侧的本体部，所述本体部设置于距离所述隔

断槽的边沿一预设距离范围内，且所述开口槽形成于所述本体部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子设备中框，其特征在于，所述抓胶结构至少有两个，至少

两个所述抓胶结构分别设置在所述隔断槽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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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备壳体及中框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电子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子设备壳体及中框。

背景技术

[0002] 纳米注塑工艺用于在手机金属壳体的隔断槽(天线信号释放空间)注入树脂胶体，

使树脂胶体填充所述隔断槽并与手机金属壳体胶合，以形成带有天线条的完成工件。然而，

纳米注塑工艺中树脂胶体与金属壳体的侧壁结合强度较弱，在一些情况下将会使手机损

坏。例如，在手机跌落时，天线条与金属壳体的侧壁容易发生开裂，甚至会导致部分天线条

脱出金属壳体。

[0003] 相关技术中，在金属壳体上设置抓胶结构以增强树脂胶体与金属壳体的结合强

度，但这种抓胶结构占用金属内部空间大，致使树脂胶体体积、厚度变小，容易造成树脂胶

体的本体开裂。另外，由于这种抓胶结构的表面光滑，因而会降低对树脂胶体的拉胶能力。

发明内容

[0004] 本公开提供一种电子设备壳体及中框，以解决相关技术中的不足。

[0005] 根据本公开的第一方面，提出了一种电子设备壳体，其包括相互连接的底板和侧

壁，以及用于注入胶体以形成天线条的隔断槽，所述隔断槽的至少一部分形成于所述底板

与所述侧壁上；其中，所述侧壁上设有抓胶结构，所述抓胶结构包覆于所述胶体内，所述抓

胶结构上设有用于增加所述抓胶结构的抓胶能力的开口槽。

[0006] 可选的，所述开口槽贯穿所述抓胶结构，且所述开口槽的开口方向垂直于所述侧

壁。

[0007] 可选的，所述抓胶结构还包括位于所述侧壁内侧的本体部，所述本体部设置于距

离所述隔断槽的边沿一预设距离范围内，且所述开口槽形成于所述本体部上。

[0008] 可选的，包覆于所述抓胶结构上的胶体包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述第一部分

包覆在所述抓胶结构的表面，所述第二部分沿着所述开口槽的开口方向上贴附在所述第一

部分。

[0009] 可选的，所述抓胶结构至少有两个，至少两个所述抓胶结构分别设置在形成于所

述侧壁上的所述隔断槽的两侧。

[0010] 根据本公开的第二方面，提出了一种电子设备中框，其特征在于，包括中框本体，

以及用于注入胶体以形成天线条的隔断槽，所述隔断槽形成于所述中框本体上；其中，所述

中框本体上设有抓胶结构，所述抓胶结构包覆于所述胶体内，所述抓胶结构上设有用于增

加所述抓胶结构的抓胶能力的开口槽。

[0011] 可选的，所述开口槽贯穿所述抓胶结构，且所述开口槽的开口方向垂直于所述中

框本体。

[0012] 可选的，所述抓胶结构还包括位于所述中框本体内侧的本体部，所述本体部设置

于距离所述隔断槽的边沿一预设距离范围内，且所述开口槽形成于所述本体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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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可选的，包覆于所述抓胶结构上的胶体包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述第一部分

包覆在所述抓胶结构的表面，所述第二部分沿着所述开口槽的开口方向上贴附在所述第一

部分。

[0014] 可选的，所述抓胶结构至少有两个，至少两个所述抓胶结构分别设置在所述隔断

槽的两侧。

[0015] 由上述实施例可知，本公开通过在所述抓胶结构上设置开口槽以增加所述抓胶结

构与所述胶体的接触面积，增加了所述抓胶结构的抓胶力，也使得包覆在所述抓胶结构上

的胶体的强度增强，可防止跌落时断裂。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相关技术中电子设备壳体的局部透视示意图。

[0017] 图2是相关技术中电子设备壳体俯视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公开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子设备壳体的局部透视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公开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子设备壳体的俯视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公开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子设备壳体的抓胶结构的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公开另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子设备壳体的局部透视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公开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子设备中框的局部透视示意图。

[0023] 图8是本公开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子设备中框的俯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这里将详细地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说明，其示例表示在附图中。下面的描述涉及

附图时，除非另有表示，不同附图中的相同数字表示相同或相似的要素。以下示例性实施例

中所描述的实施方式并不代表与本公开相一致的所有实施方式。相反，它们仅是与如所附

权利要求书中所详述的、本公开的一些方面相一致的装置和方法的例子。

[0025] 在本公开使用的术语是仅仅出于描述特定实施例的目的，而非旨在限制本公开。

在本公开和所附权利要求书中所使用的单数形式的“一种”、“所述”和“该”也旨在包括多数

形式，除非上下文清楚地表示其他含义。还应当理解，本文中使用的术语“和/或”是指并包

含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列出项目的任何或所有可能组合。

[0026] 应当理解，尽管在本公开可能采用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来描述各种信息，但这

些信息不应限于这些术语。这些术语仅用来将同一类型的信息彼此区分开。例如，在不脱离

本公开范围的情况下，第一信息也可以被称为第二信息，类似地，第二信息也可以被称为第

一信息。取决于语境，如在此所使用的词语“如果”可以被解释成为“在……时”或“当……

时”或“响应于确定”。

[0027] 请参阅图1和图2，图1为相关技术中电子设备壳体中设置抓胶结构的透视示意图，

图2为相关技术中电子设备壳体俯视示意图。其中，图1中仅示出了包覆在抓胶结构13上的

树脂胶体，填充于隔断槽内的胶体省略，图2中省略了填充在形成于底板上隔断槽15的树脂

胶体。由图可知，相关技术中，电子设备壳体1包括侧壁11和底板12，隔断槽15为形成于所述

侧壁11和所述底板12上的通槽，树脂胶体14(以下简称胶体)的第一部分胶体141填充在隔

断槽15内，第二部分胶体142包覆抓胶结构13。隔断槽15将所述侧壁11和所述底板12隔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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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在所述电子设备壳体1做跌落测试时，电子设备壳体1受力发生形变，能够破坏所述

胶体14与所述侧壁11和所述底板12的结合，造成开裂。开裂位置即第一部分胶体141与侧壁

11粘接的位置151。

[0028] 为防止开裂，在电子设备壳体1的侧壁位置设置抓胶结构13，抓胶结构13占用电子

设备壳体1内部的一部分空间，而胶体14则减少相应的空间包覆在该抓胶结构13上，导致胶

体14的体积减小、厚度薄，使得胶体14的强度减弱。在做跌落测试时，虽然抓胶结构13增强

了开口位置151的第一部分胶体141强度，但减弱了包覆在抓胶结构13上的第二部分胶体

142的强度，因而在跌落时会导致该第二部分胶体142与侧壁11之间发生开裂。另外，相关技

术中抓胶结构13的外表面比较光滑减小了其拉胶力，即使在抓胶结构13上设置圆形孔131

也不能达到增加胶体14的强度，防止第二部分胶体142开裂。

[0029] 因此，本公开提供一种电子设备壳体及中框，可以实现增强抓胶结构的拉胶力，防

止胶体开裂。为对本公开进一步地说明，提供下列实施例：

[0030] 图3是本公开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子设备壳体的局部透视示意图。如图3

所示，本公开提供一种电子设备壳体3，所述电子设备可以为移动通信终端(如手机)、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掌上电脑)、移动电脑、平板电脑等设备，所述壳体可以为

电池盖，本公开对此并不限制。所述电子设备壳体3包括相互连接的侧壁31和底板32，以及

用于注入胶体以形成天线条的隔断槽35，所述隔断槽35形成于所述底板32与所述侧壁31

上。所述隔断槽35可以形成于所述侧壁31的边沿上，本公开对此不做限制。

[0031] 所述侧壁31上固设有抓胶结构33，所述抓胶结构33包覆于所述胶体34(为方便叙

述，该胶体34仅表示为用于包覆抓胶结构33的胶体)内。由于胶体34填充于隔断槽35内并与

侧壁31和底板32结合，且隔断槽35无抓胶能力，而所述抓胶结构33凸出于所述侧壁31上，能

够增强所述天线条与所述侧壁31结合强度。但是，所述抓胶结构33的设置使得胶体34的体

积和强度减小，因此需在抓胶结构33上设置用于增加所述抓胶结构33的抓胶能力的结构。

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抓胶结构33上设置一开口槽332；如图3所示，所述开口槽332为形成

于所述抓胶结构33上并减小了所述抓胶结构33的体积。在胶体34包覆所述抓胶结构33时，

所述胶体34填充所述开口槽332，增加了所述胶体34的体积，由于胶体34的体积增加其强度

也得到了增强，可防止跌落断裂。另外，开口槽332的设置，增加了抓胶结构33与胶体34的接

触面积，使得在图3所述的X方向上，增强了所述抓胶结构33对所述胶体34的拉胶力(与开口

槽332的开口方向有关，容后详述)，提高了抓胶的牢靠性，克服了相关技术中因抓胶结构表

面光滑抓胶力弱的缺陷。

[0032] 由上述实施例可知，本公开通过在所述抓胶结构33上设置开口槽323以增加所述

抓胶结构33与所述胶体34的接触面积，增加了所述抓胶结构33的抓胶力，也使得包覆在所

述抓胶结构33上的胶体34增加了体积，提高了所述胶体34的强度，可防止跌落时断裂。

[0033] 在图3中所示的X方向即所述胶体34与所述电子设备壳体3发生开裂的方向。所述

胶体34填充在所述开口槽332并包覆所述抓胶结构33的外部，跌落测试时，所述胶体34会因

坠地相对于电子设备壳体3在X方向上产生形变继而开裂。设置所述开口槽332的开口方向

垂直于所述侧壁31，这样可以使得所述抓胶结构33基于所述开口槽332在所述X方向增加拉

胶力，以防止所述胶体34与所述电子设备壳体3发生开裂。当然，所述开口槽33开口方向也

可以与所述侧壁31有一定的角度，本公开对此不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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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具体的，如图4所示，图4是本公开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子设备壳体的俯

视示意图。本公开中，胶体34包括两部分341、342，在X方向上，所述抓胶结构33对包覆在其

外部的胶体341具有维持该部分胶体的拉力，所述抓胶结构33对填充在所述开口槽332的胶

体342也具有维持该部分胶体拉力；且填充在所述开口槽332内的胶体342与包覆在所述抓

胶结构33的胶体341一体连接(增加了胶体34的体积)，因而所述开口槽332在所述抓胶结构

33中形成的内壁可阻碍所述胶体在X方向上的形变，继而增加了所述抓胶结构33对所述胶

体341、342的拉胶力，可防止跌落时胶体341开裂。相比于相关技术中在抓胶结构上设置的

圆形孔，由于该圆形孔内填充的胶体不能与包覆于抓胶结构的胶体一体连接，不能增加包

覆于抓胶结构的胶体的体积，进而不能增加该部分胶体的强度，在跌落时该部分包覆于抓

胶结构的胶体将会开裂，而本公开解决了改开裂问题。

[0035] 进一步地，为进一步增加所述胶体34的强度，将所述本体部331设置于距离所述隔

断槽35的边沿一预设距离Y范围内，以留出空间增加所述胶体34的体积，从而增强所述胶体

34形成的塑胶结构的强度，因而可以增加所述胶体34的抗开裂性能。所述预设距离可根据

需求而定，本公开对此不做限制。

[0036] 图5是本公开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子设备壳体的抓胶结构的示意图。如

图5所示，所述抓胶结构33还包括位于所述侧壁31内侧的本体部331，所述开口槽332形成于

所述本体部331上。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开口槽332形状为半圆形的通槽，其贯穿所述抓胶结

构33的本体部331，因而减小了所述抓胶结构33的体积，可增加所述胶体34的体积。当然，所

述开口槽332也可以是其他形状的通槽，使得所述抓胶结构33开口后与所述胶体接触，一方

面增加所述胶体34的体积，另一方面增加所述抓胶结构33与所述胶体34的接触面积即可。

所述开口槽的332形状及大小可依据需要设置，本公开对此不做限制。

[0037] 更进一步地，图6是本公开另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子设备壳体的局部示

意图。如图6所示，基于上述实施例，在本实施例中，包覆于所述抓胶结构33上的胶体34包括

第一部分343和第二部分344，所述第一部分343包覆在所述抓胶结构33的表面，所述第二部

分344沿着所述开口槽332的开口方向上贴附在(加厚)所述第一部分343，以增加所述胶体

34形成的塑胶结构的强度，进而增加所述胶体34的抗开裂性能。举例而言，假定所述第一部

分343的厚度为a，那么可设置所述第二部分344的厚度为a，所述胶体34的厚度则为2a。通过

增加所述胶体34的厚度使其体积增大，进而可以增加其结构强度，以防止开裂。

[0038] 在上述各实施例中，所述侧壁31上可以设置两个所述抓胶结构33，两个所述抓胶

结构33分别设置在形成于所述侧壁31上的所述隔断槽35的两侧。当然，所述抓胶结构33也

可以设置多个，例如图6所示，所述抓胶结构33设置四个，两两对应的设置在所述隔断槽35

的两侧。对于所述抓胶结构33的个数设置，本公开对此不做限制。

[0039] 请参阅图7和图8，图7是本公开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子设备中框的局部

透视示意图，图8是本公开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电子设备中框的俯视示意图。本公开

还提供一种电子设备中框，其包括中框本体71，以及用于注入胶体以形成天线条的隔断槽

72，所述隔断槽72形成于所述中框本体71上。其中，所述中框本体71上设有抓胶结构73，所

述抓胶结构73包覆于所述胶体74内用于增强所述天线条与所述中框本体71结合强度，所述

抓胶结构73上设有开口槽732，所述开口槽732用于增加所述抓胶结构73的抓胶能力。由图7

可知，所述开口槽732为形成于所述抓胶结构73上并减小了所述抓胶结构73的体积。在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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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包覆所述抓胶结构73时，所述胶体74填充所述开口槽732，从而增加了所述胶体74的体

积，由于胶体74的体积增加其强度也得到了增强，可防止跌落断裂。另外，开口槽732的设

置，增加了抓胶结构73与胶体74的接触面积，使得在图7所述的X方向上，增强了所述抓胶结

构73对所述胶体74的拉胶力，提高了抓胶的牢靠性，克服了相关技术中因抓胶结构表面光

滑抓胶力弱的缺陷。

[0040] 图7所示的X方向即所述胶体74与所述电子设备中框7发生开裂的方向。设置所述

开口槽732的开口方向垂直于所述中框本体71，这样可以使得所述抓胶结构73基于所述开

口槽732在所述X方向增加拉胶力，以防止所述胶体74与所述电子设备中框7发生开裂。当

然，所述开口槽732开口方向也可以与所述中框本体71有一定的小角度，本公开对此不做限

制。具体的，所述胶体74填充在所述开口槽732并包覆所述抓胶结构73的外部，跌落测试时，

所述胶体74会因坠地相对于电子设备中框7在X方向上产生形变继而开裂。

[0041] 如图8所示，本公开中，胶体74包括两部分741、742，在X方向上，所述抓胶结构73对

包覆在其外部的胶体741具有维持该部分胶体的拉力，所述抓胶结构73对填充在所述开口

槽732的胶体742也具有维持该部分胶体拉力；且填充在所述开口槽732内的胶体742与包覆

在所述抓胶结构73的胶体741一体连接(增加了胶体34的体积)，因而所述开口槽732在所述

抓胶结构73中形成的内壁可阻碍所述胶体在X方向上的形变，继而增加了所述抓胶结构73

对所述胶体741、742的拉胶力，可防止跌落时胶体741开裂。相比于相关技术中在抓胶结构

上设置的圆形孔，由于该圆形孔内填充的胶体不能与包覆于抓胶结构的胶体一体连接，不

能增加包覆于抓胶结构的胶体的体积，进而不能增加该部分胶体的强度，在跌落时该部分

包覆于抓胶结构的胶体将会开裂，而本公开解决了改开裂问题。

[0042] 进一步地，所述抓胶结构73还包括位于所述中框本体71内侧的本体部731，所述开

口槽732形成于所述本体部731上。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开口槽732形状为半圆形的通槽，其

贯穿所述抓胶结构73的本体部731，因而减小了所述抓胶结构73的体积，可增加所述胶体74

的体积。当然，所述开口槽732也可以是其他形状的通槽，使得所述抓胶结构73开口后与所

述胶体接触，一方面增加所述胶体74的体积，另一方面增加所述抓胶结构73与所述胶体74

的接触面积即可。所述开口槽的732形状及大小可依据需要设置，本公开对此不做限制。

[0043] 在一实施例中，如图7所示，基于上述实施例，在本实施例中，包覆于所述抓胶结构

73上的胶体74包括第一部分743和第二部分744，所述第一部分743包覆在所述抓胶结构73

的表面，所述第二部分744沿着所述开口槽732的开口方向上贴附在(加厚)所述第一部分

743，以增加所述胶体74形成的塑胶结构的强度，进而增加所述胶体的抗开裂性能。举例而

言，假定所述第一部分743的厚度为a，那么可设置所述第二部分744的厚度为a，所述胶体34

的厚度则为2a。通过增加所述胶体74的厚度使其体积增大，进而可以增加其结构强度，以防

止开裂。

[0044] 在一实施例中，如图8所示，为进一步增加所述胶体74的强度，将所述本体部731设

置于距离所述隔断槽72的边沿一预设距离Y范围内，以留出空间增加所述胶体74的体积，从

而增强所述胶体74形成的塑胶结构的强度，因而可以增加所述胶体74的抗开裂性能。所述

预设距离可根据需求而定，本公开对此不做限制。

[0045] 在上述各实施例中，所述中框本体71上可以设置两个所述抓胶结构73，两个所述

抓胶结构73分别设置在形成于所述中框本体71上的所述隔断槽72的两侧。当然，所述抓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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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73也可以设置多个，例如图7所示，所述抓胶结构73设置四个，两两对应的设置在所述

隔断槽72的两侧。对于所述抓胶结构73的个数设置，本公开对此不做限制。

[0046] 以上所述仅为本公开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公开，凡在本公开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公开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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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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