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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卡固持结构及应用该结构的电子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关于一种芯片卡固持结构，该芯片卡

固持结构应用于电子装置，该电子装置包括本

体，该本体上开设通孔，该芯片卡固持装置与该

通孔相对。该芯片卡固持结构包括容置框和滑动

的容置于该容置框内的托盘，该托盘包括承载

框、端盖和套体，该端盖设置于该承载框的一侧，

该端盖开设配合槽，该套体采用塑胶材料制成，

该套体包括延伸部，该套体套设于该承载框上，

并抵持该端盖，该延伸部容置于该配合槽中。本

发明还提供一种包括所述芯片卡固持结构的电

子装置。该芯片卡固持装置方便使用者进行更换

芯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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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芯片卡固持结构，其特征在于：该芯片卡固持结构包括容置框和滑动的容置于

该容置框内的托盘，该托盘包括承载框、端盖和套体，该端盖垂直设置于该承载框的一端，

该端盖开设配合槽，该套体采用塑胶材料制成，该套体包括延伸部，该套体套设于该承载框

上，并抵持该端盖，该延伸部容置于该配合槽中，该配合槽底部中心位置开设有顶针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芯片卡固持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套体进一步包括第一容置槽，

该第一容置槽设置于该套体的一端，该延伸部设置于该第一容置槽中。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芯片卡固持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延伸部上与该第一容置槽相对

的一端开设第二容置槽，该延伸部开设该第二容置槽的一端抵持于该配合槽中，该第二容

置槽与该顶针孔相通。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芯片卡固持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容置框包括弹片，该延伸部一

端容置于该配合槽中，另一端抵持该弹片。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芯片卡固持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套体进一步包括一配合孔，该

托盘穿过该配合孔。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芯片卡固持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容置框上开设一空腔，该托盘

容置于该空腔。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芯片卡固持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套体包括外壁和二凸棱，该二

凸棱设置于该外壁的一侧。

8.一种电子装置，包括本体和芯片卡固持结构，该本体上开设一通孔，该芯片卡固持装

置与该通孔相对，其特征在于：该芯片卡固持结构为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芯片卡固

持结构。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套体包括外壁和二凸棱，该二凸棱设

置于该外壁的一侧；该本体包括周壁，该通孔设置于该周壁上，该通孔包括孔壁，该孔壁抵

持该二凸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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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卡固持结构及应用该结构的电子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芯片卡固持结构，还涉及一种应用该芯片卡固持结构的电子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度越来越高，电子产品的使用条件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

消费者对于电子产品的防水防尘等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尤其是对于防水能力。生活中由

于一不注意而导致电子产品进水，最后导致电子产品报废的事时有发生。

[0003] 目前，电子产品的芯片卡通常是作为整体式嵌入电子产品本体内。然后在芯片卡

的固持装置上开设一个顶针孔，每次取卡时，用顶针穿过该顶针孔按压该固持装置以便弹

出该芯片卡。然而，由于此顶针孔的存在，水和灰尘易通过该顶针孔而进入电子装置内，而

导致电子装置内部元件的损坏。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情况，有必要提供一种具备防水功能的芯片卡固持结构。

[0005] 还有必要提供一种包括所述芯片卡固持结构的电子装置。

[0006] 一种芯片卡固持结构，应用于电子装置，该电子装置包括本体，该本体上开设通

孔，该芯片卡固持装置与该通孔相对。该芯片卡固持结构包括容置框和滑动的容置于该容

置框内的托盘，该托盘包括承载框、端盖和套体，该端盖设置于该承载框的一侧，该端盖开

设配合槽，该套体采用塑胶材料制成，该套体包括延伸部，该套体套设于该承载框上，并抵

持该端盖，该延伸部容置于该配合槽中。

[0007] 一种电子装置，包括本体和芯片卡固持结构，该本体上开设一通孔，该芯片卡固持

装置与该通孔相对。该芯片卡固持结构包括容置框和滑动的容置于该容置框内的托盘，该

托盘包括承载框、端盖和套体，该端盖设置于该承载框的一侧，该端盖开设配合槽，该套体

采用塑胶材料制成，该套体包括延伸部，该套体套设于该承载框上，并抵持该端盖，该延伸

部容置于该配合槽中，并形成密封。

[0008] 所述芯片卡固持结构包括容置框、托盘，该托盘包括套体，该托盘可滑动的容置于

该容置框中，通过将该套体套设于该托盘上并抵持该端盖，该延伸部容置于该配合槽形成

密封进行防水。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电子装置的装配图；

[0010] 图2是图1所示电子装置的分解示意图；

[0011] 图3是图1所示电子装置防水机构的装配图；

[0012] 图4是图3所示防水机构的分解示意图；

[0013] 图5是图3所示芯片卡固持结构套体和托盘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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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图6是图1中电子装置沿VI-VI方向的剖面图。

[0015]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6]

电子装置 100

本体 10

底板 12

周壁 14

通孔 142

孔壁 1421

芯片卡固持结构 30

容置框 31

框体 311

空腔 3112

弹片 312

托盘 32

承载框 321

端盖 323

配合槽 3231

顶针孔 3232

套体 324

配合孔 3241

外壁 3242

凸棱 3243

第一容置槽 3245

延伸部 3246

第二容置槽 3247

芯片卡 200

[0017]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电子装置100，该电子装置100可以用于具备芯片卡功

能的手机、平板电脑等，本实施例中，以手机为例加以解释该发明。该电子装置100包括本体

10和芯片卡固持结构30。该芯片卡固持结构30安装于该本体10上。

[0019] 请参阅图1和图2，该本体10用于承载该芯片卡固持结构30。该本体10包括底板12

和周壁14。该周壁14与该底板12大致垂直设置，并沿该底板12的外围轮廓延伸一周。该周壁

14的一侧开设通孔142。该通孔142包括孔壁1421。

[0020] 请参阅图3至图5，该芯片卡固持结构30包括容置框31和托盘32。该容置框31包括

框体311和弹片312。该框体311开设空腔3112，该空腔3112用于容置该托盘32。该弹片312设

置于该框体311上靠近该空腔3112的一侧。该弹片312与托盘32弹性抵持。该弹片312用于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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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解锁机构（图未示）实现该托盘32从该容置框31中拉出。

[0021] 该托盘32部分可滑动的容置于该容置框31内，其包括承载框321、端盖323和套体

324。该承载框321用于承载芯片卡200。该端盖323垂直设置于该承载框321的一端。当该芯

片卡固持结构30容置于该通孔142中时，该端盖323容置于该本体10上的通孔142中并遮蔽

该通孔142。该端盖323上的正对该承载框321的一面开设配合槽3231，该配合槽3231底部中

心位置开设顶针孔3232。该顶针孔3232贯穿该端盖323。该套体324呈长条状，并由塑胶材料

制成。该套体324套设于该承载框321上，并抵持该端盖323的一侧。该套体324的中部位置开

设配合孔3241，以容许该承载框321从中穿过。该套体324包括外壁3242和设置于该外壁

3242上的二凸棱3243、第一容置槽3245和延伸部3246。该第一容置槽3245设置于该套体324

的一端，并与该配合孔3241的一端相通。该延伸部3246设置于该第一容置槽3245中，并沿该

第一容置槽3245的轴向向两端延伸。该延伸部3246上与该第一容置槽3245相对的一端开设

第二容置槽3247。当该套体324抵持该端盖323时，该延伸部3246开设该第二容置槽3247的

一端抵持于该配合槽3231中，该第二容置槽3247与该顶针孔3232相通。

[0022] 请参阅图1至图6，装配时，该芯片卡固持结构30的容置框31安装于该底板12上，并

与该通孔142的位置正对，该弹片312的一端朝向该通孔142。

[0023] 将该套体324套设于该承载框321上，并抵持该端盖323。使该延伸部3246开设该第

二容置槽3247的一端容置于该端盖323的配合槽3231中。

[0024] 将芯片卡200装入该托盘32的承载框321中。将装有芯片卡200和该套体324的该托

盘32穿过该周壁14上的通孔142，并继续推送，直至该托盘32的承载框321整个可滑动的容

置于该容置框31中。此时，该托盘32的端盖323容置于周壁14的通孔142中。当该托盘32的端

盖323容置于该周壁14的通孔142中时，该套体324的延伸部3246开设该第二容置槽3247相

对的一端抵持该容置框31的弹片312。并且，该通孔142上的孔壁1421抵持该二凸棱3243，使

该芯片卡固持结构30与该本体10之间构成密封，起到防水效果。

[0025] 本发明较佳实施例提供的电子装置100包括本体10和芯片卡固持结构30，通过设

置套设在该托盘32上的套体324与该本体10的周壁14进行配合，以及该套体324的延伸部

3246抵持于该端盖323的配合槽3231中，使该周壁14抵持该二凸棱3243来达到密封和防水

的效果，密封效果明显。

[0026] 另外，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在本发明较佳实施方式权利要求公开的范围和精神内

做其他形式和细节上的各种修改、添加和替换。当然，这些依据本发明较佳实施方式精神所

做的各种修改、添加和替换等变化，都应包含在本发明较佳实施方式所要求保护的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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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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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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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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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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