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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即使不使用硬币或者工具

也能够进行盖的安装或者拆下的钓鱼用渔线轮

的电池盒和具有该电池盒的钓鱼用渔线轮。使用

者通过将手指勾挂在突出部(165BC)，能够使盖

(165B)旋转，因此，即使不使用硬币或者工具，也

能够将盖(165B)安装于盒主体(165A)或者将盖

(165B)从盒主体(165A)拆下。另外，代替设置用

于将硬币或者工具插入到盖(165B)的槽或者凹

部，而设置了从侧部(165BB)的外周面向外侧(与

盖(165B)的旋转轴正交的方向)突出的突出部

(165BC)，因此，与设置上述槽或者凹部的情况等

相比，能够抑制盖(165B)的厚度(电池盒(165)的

上下方向上的长度)。因此，能够抑制电池盒

(165)的厚度。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7页  附图6页

CN 109566556 A

2019.04.05

CN
 1
09
56
65
56
 A



1.一种钓鱼用渔线轮的电池盒，其特征在于，

具有：盒主体，其具有收装电池的收装空间；和

盖，其是覆盖所述收装空间的所述盒主体的盖，通过向第一方向旋转而安装于所述盒

主体，通过向与所述第一方向相反的方向、即第二方向旋转而从所述盒主体拆下，

所述盖具有向与该盖的旋转轴正交的方向突出的突出部，使用者在使所述盖向所述第

一方向旋转时和向所述第二方向旋转时的至少一方将手指勾挂于所述突出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钓鱼用渔线轮的电池盒，其特征在于，

所述盒主体具有底部和包围所述底部的筒状的侧部，并通过所述底部和所述侧部形成

所述收装空间，所述盖具有：第一部分，其覆盖所述收装空间；和筒状的第二部分，其从外侧

覆盖所述侧部，所述突出部从所述第二部分突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钓鱼用渔线轮的电池盒，其特征在于

所述盖通过卡口方式安装于所述盒主体。

4.一种钓鱼用渔线轮，其特征在于，

具有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钓鱼用渔线轮的电池盒。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钓鱼用渔线轮，其特征在于，

具有：箱体部件，其构成所述钓鱼用渔线轮的箱体；和

罩，其以能够拆下的方式安装于所述箱体部件，用于覆盖所述电池盒。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钓鱼用渔线轮，其特征在于，

具有标记，该标记通过与所述突出部的相对位置来向所述使用者报知所述盖的旋转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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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用渔线轮的电池盒和钓鱼用渔线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钓鱼用渔线轮的电池盒和钓鱼用渔线轮。

背景技术

[0002] 在钓鱼用渔线轮中，有一种搭载了通过电池动作的电气元件的渔线轮。作为这种

电气元件，例举有用于检测卷线筒的旋转的传感器基板、显示钓钩组件的水深的显示装置、

根据传感器基板的检测结果来控制显示装置的控制基板等。搭载了这样的电气元件的钓鱼

用渔线轮具有收装电池的电池盒。

[0003] 例如，在专利文献1中公开了一种电池盒(在专利文献1中为电池支架18)，该电池

盒具有在上部设置有硬币槽的盖(在专利文献1中为盖体20)和盒主体(在专利文献1中为控

制盒4)，并且盖与盒主体螺纹连接。在该电池盒中，将硬币(coin)插入到盖的硬币槽中，通

过由硬币使盖旋转来进行盖的拆装。

【现有技术文献】

【专利文献】

[0004] 专利文献1：日本实用新型专利公开公报实开平4-136074号

发明内容

【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但是，在专利文献1所记载的电池盒中，在将盖拆下或者安装盖时，手边并不一定

总是能够准备有硬币，另外，有时准备硬币本身对于使用者来说也很麻烦。再者，在电池盒

中，还有一种通过工具来拆下盖或者安装盖的类型的电池盒，但是，即使是这种类型，也有

时无法在手边准备工具，或者工具的准备很麻烦。

[0006] 鉴于上述情况，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即使不使用硬币或者工具也能够进

行盖的安装或者拆下的钓鱼用渔线轮的电池盒和具有该电池盒的钓鱼用渔线轮。

【用于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的第一观点所涉及的钓鱼用渔线轮的电池盒(例如，电池盒165)具有：盒主

体(例如，盒主体165A)，其具有收装电池(例如，纽扣式电池200)的收装空间(例如，收装空

间S)；和盖(例如，盖165B)，其是覆盖所述收装空间的所述盒主体的盖，通过向第一方向(例

如，在图4中为逆时针方向)旋转而安装于所述盒主体，通过向与所述第一方向相反的方向、

即第二方向(例如，在图4中为顺时针方向)旋转而从所述盒主体拆下，所述盖具有向与该盖

的旋转轴正交的方向突出的突出部(例如，突出部165BC)，使用者在使所述盖向所述第一方

向旋转时和向所述第二方向旋转时的至少一方将手指勾挂于所述突出部。

[0008] 根据该结构，使用者即使不使用硬币或者工具，而是通过将自己的手指勾挂于突

出部来使盖旋转，也能够进行盖的安装或者拆下。

[0009] 另外，也可以采用如下结构：所述盒主体具有底部(例如，底部165AA)和包围所述

底部的筒状的侧部(例如，侧部165AB)，并通过所述底部和所述侧部形成所述收装空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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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盖具有：第一部分(例如，覆盖部165BA)，其覆盖所述收装空间；和筒状的第二部分(例如，

侧部165BB)，其从外侧覆盖所述侧部，所述突出部从所述第二部分突出。

[0010] 根据该结构，盖的厚度大致为第一部分的厚度和第二部分的高度之和。并且，由于

不需要在第一部分设置用于插入硬币或者工具的槽或者凹部，因此，能够抑制第一部分的

厚度，从而能够抑制盖的厚度。据此，能够抑制电池盒的厚度。

[0011] 另外，也可以采用通过卡口方式使所述盖安装于所述盒主体的结构(例如，卡口槽

BM和卡口突起165BD)。

[0012] 根据该结构，盖的安装和拆下所需的旋转角度变小，因此，例如与螺纹连接方式的

情况相比，使用者能够容易地进行盖的安装和拆下。

[0013] 本发明的第二观点所涉及的钓鱼用渔线轮(例如，双轴承渔线轮100)具有上述任

一项所述的钓鱼用渔线轮的电池盒。

[0014] 根据该结构，即使不使用硬币或者工具，也能够进行盖的安装或者拆下。

[0015] 另外，上述钓鱼用渔线轮也可以为如下结构：具有：箱体部件(例如，箱体部件

161)，其构成所述钓鱼用渔线轮的箱体；和罩(例如，罩162)，其以能够拆下的方式安装于所

述箱体部件，用于覆盖所述电池盒。

[0016] 根据该结构，由罩覆盖电池盒，因此，能够得到在防水方面和设计方面优异的钓鱼

用渔线轮。

[0017] 另外，上述钓鱼用渔线轮也可以为如下结构：具有标记，该标记通过与所述突出部

的相对位置来向所述使用者报知所述盖的旋转位置。

[0018] 根据该结构，使用者通过比较突出部和标记，能够得知盖的旋转位置。

【发明效果】

[0019] 根据本发明，即使不使用硬币或者工具，也能够进行电池的取放。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双轴承渔线轮的立体图。

图2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双轴承渔线轮的第二主体部的分解立体图。

图3是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双轴承渔线轮中拆下电池盒的盖时的立体图。

图4是罩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双轴承渔线轮拆下时的立体图。

图5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双轴承渔线轮的第二主体部及其周边的剖视图。

图6是表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所涉及的双轴承渔线轮所具有的水深计数器的电气结构

的框图。

【附图标记说明】

100：双轴承渔线轮；110：渔线轮支腿；120：第一主体部；130：手柄；140：卷线筒；141：卷

线筒轴(旋转轴)；141A：另一端；142：磁铁；150：离合器操作部；160：第二主体部；161：箱体

部件；162：罩；163：螺栓；165：电池盒；165A：盒主体；165AA：底部；165AB：侧部；165AC：槽形

成部；BM：卡口槽；TP1：第一上表面；TP2：第二上表面；S：收装空间；165B：盖；165BA：覆盖部；

165BB：侧部；165BC：突出部；165BD：卡口突起；165C：O型圈；165D：正极端子；165E：负极端

子；166：传感器基板；166A：磁传感器；167：球轴承；168：标记；169：传感器基板收装部；170：

连结部；171：显示装置；172：电源/复位按钮；173：控制基板；C：水深计数器；200：纽扣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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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边参照附图边对将本发明适用于具有水深计数器的双轴承渔线轮的实施方

式进行说明。

[0022] (双轴承渔线轮的结构)

首先，边参照图1～图5边对本实施方式所涉及的双轴承渔线轮100的结构进行说明。

[0023] 如图1等所示，双轴承渔线轮100具有渔线轮支腿110、第一主体部120、手柄130、卷

线筒140、离合器操作部150、第二主体部160和连结部170。双轴承渔线轮100通过渔线轮支

腿110安装于钓竿。双轴承渔线轮100还具有用于将渔线均匀地卷绕于卷线筒140的平整绕

线机构(未图示)等。

[0024] 第一主体部120将卷线筒140的一端能够旋转地进行支持。另外，在第一主体部120

上安装有手柄130，第一主体部120具有旋转传递机构(未图示)，该旋转传递机构将手柄130

的旋转传递到卷线筒140而使卷线筒140旋转。该旋转传递机构例如包括多个齿轮而构成。

第一主体部120另外还具有离合器机构、机械制动器和曳力机构等。所述离合器机构在处于

接合状态时，将手柄130的旋转传递到卷线筒140，另一方面，在处于分离状态时，不将该旋

转传递到卷线筒140。离合器机构的接合/分离通过离合器操作部150来切换。

[0025] 第二主体部160具有箱体部件161、罩162、螺栓163、电池盒165(图2等)、传感器基

板166(图5)、球轴承167(图5)、标记168(图2等)和传感器基板收装部169(图2等)。再者，第

二主体部160还具有多个齿轮，该多个齿轮用于接受卷线筒140的旋转，而使平整绕线机构

的蜗杆轴旋转。该多个齿轮也可以配置于第一主体部120内。

[0026] 如图5所示，在箱体部件161的内部配置有球轴承167，第二主体部160通过该球轴

承167将卷线筒140的另一端(具体而言，卷线筒140所具有的卷线筒轴(旋转轴)141的另一

端141A)能够旋转地进行支承。罩162具有圆顶形状，通过螺栓163拧紧固定于箱体部件161，

来覆盖箱体部件161的内部。罩162通过拆下螺栓163而能够从箱体部件161拆下。

[0027] 电池盒165收装纽扣式电池200(图5)。对电池盒165的详细的结构等，与标记168一

起在后面进行说明。传感器基板166搭载了磁传感器166A(图5)。在卷线筒140上设置有多个

磁铁142(图5)，传感器基板166通过磁传感器166A(例如，由多个霍尔元件构成)来检测多个

磁铁142中的任一个的磁性(据此，检测出卷线筒140的旋转)，并根据所检测出的磁性，输出

能够确定卷线筒140的旋转角度和旋转方向的电气信号。传感器基板收装部169收装传感器

基板166。传感器基板收装部169与电池盒165的盒主体165A一体地形成。电池盒165、传感器

基板166和传感器基板收装部169被收装于由箱体部件161和罩162形成的内部空间(图5

等)。箱体部件161和罩162构成双轴承渔线轮100(尤其是第二主体部160)的箱体。

[0028] 连结部170连接将卷线筒140置于其间而相离的第一主体部120和第二主体部160。

连结部170具有显示装置171、电源/复位按钮172和控制基板173(图6。在图1～图5中未图

示)。显示装置171是液晶显示装置等，其显示钓鱼的钓钩组件的当前水深(所放出的渔线的

长度)。电源/复位按钮172被用于开始(电源接通)或者结束(电源断开)钓钩组件的水深的

显示，或者进行复位。控制基板173搭载于连结部170的内部。控制基板173具有微型计算机

等处理器，通过该处理器来进行显示装置171的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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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显示装置171、电源/复位按钮172和控制基板173与第二主体部160所具有的传感

器基板166一起构成水深计数器(以下称为水深计数器C)。水深计数器C的电气结构被表示

于图6。水深计数器C通过收装于电池盒165的纽扣式电池200来动作。控制基板173(处理器)

根据来自传感器基板166的上述电气信号，来确定从卷线筒140被放出或者卷绕于卷线筒

140的渔线的长度，并根据所确定的长度，使显示于显示装置171的钓钩组件的当前水深增

减。电源/复位按钮172在被进行了按下操作时，将表示被进行了按下操作的这一情况的操

作信号供给到控制基板173。控制基板173根据操作信号，启动(电源接通)，或者停止(电源

断开)，或者将显示于显示装置171的钓钩组件的当前水深进行复位(水深显示的复位)(例

如，短按时，进行电源接通或者断开，长按时，进行水深的复位)。

[0030] 重新参照图1～图5，对电池盒165的详细结构进行说明。此外，在以下的说明中，将

罩162的方向(在从安装了双轴承渔线轮100的钓竿的使用者观察时，左侧)设为“上”，将卷

线筒140的方向(从所述使用者观察时，右侧)设为“下”。

[0031] 如图2等所示，电池盒165具有盒主体165A、盖165B、O型圈165C(在图3中省略)、正

极端子165D(图5。在其他图中省略)和负极端子165E(图5)。电池盒165配置于罩162内，在将

罩162拆下的情况下，电池盒165比周围突出。

[0032] 盒主体165A具有：圆形的底部165AA；圆筒状的侧部165AB，其从该底部向上方伸

出，并包围底部165AA；和三个槽形成部165AC，其从侧部165AB向上方突出，形成卡口槽BM。

底部165AA和侧部165AB形成用于收装纽扣式电池200的收装空间S。后述的三个卡口突起

165BD(图3)一个个地进入到在三个卡口槽BM中的各卡口槽BM。卡口槽BM的下侧的表面与侧

部165AB的上表面共面而形成。再者，槽形成部165AC各自的上表面具有：第一上表面TP1,其

是卡口突起165BD进入卡口槽BM的一侧的表面；和第二上表面TP2，其是与卡口突起165BD进

入卡口槽BM的一侧相反的一侧的表面，并从第一上表面TP1向下与侧部165AB的上表面连

接。

[0033] 盒主体165A由合成树脂构成，其中埋入正极端子165D的一部分和负极端子165E的

一部分，与正极端子165D和负极端子165E一体地形成。盒主体165A例如通过嵌入正极端子

165D和负极端子165E的嵌件成型来形成。此外，为了防止短路等，对于正极端子165D和负极

端子165E各自，可以由绝缘体来覆盖不需要的部分。

[0034] 盖165B是卡口式盖，其通过旋转，而能够安装于盒主体165A以及从盒主体165A拆

下。盖165B具有：覆盖部165BA；侧部165BB；三个突出部165BC和三个卡口突起165BD。

[0035] 覆盖部165BA具有圆盘形状，从上方覆盖盒主体165A的收装空间S。侧部165BB具有

从覆盖部165BA向下方伸出，包围该覆盖部165BA的圆筒形状，其与盒主体165A的侧部165AB

相向且从外侧覆盖该侧部165AB。覆盖部165BA和侧部165BB构成盖主体，该盖主体整体具有

圆形的杯形状，并盖在盒主体165A上。

[0036] 三个突出部165BC各自从侧部165BB的外周面向外侧(与盖165B的旋转轴(穿过图2

的盖165B的中央的双点划线)正交的方向。也可以说是与上下方向正交的横向、盖165B的径

向)突出。三个突出部165BC按照每120度以等间隔配置于侧部165BB的外周面。突出部165BC

形成为在为了安装或者拆下盖165B而使之旋转时使用者的手指能勾挂的形状。突出部

165BC具有山形形状以与使用者的手指相应。

[0037] 三个卡口突起165BD从侧部165BB的内周面向内侧突出。卡口突起165BD进入到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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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165A的卡口槽BM。据此，两者卡合，而使盖165B安装于盒主体165A。

[0038] 如图5所示，O型圈165C被盒主体165A的侧部165AB和盖165B的侧部165BB夹持。O型

圈165C配置于在盒主体165A的侧部165AB的高度方向(上下方向)上与收装于收装空间S的

纽扣式电池200重叠的位置。具体而言，O型圈165C配置于收装于收装空间S的纽扣式电池

200的厚度H范围内(图5)。O型圈165C是防止水(包含海水)等液体浸入到盒主体165A内的密

封部件。此外，盒主体165A的侧部165AB的高度方向也是盖165B的旋转轴方向、侧部165AB的

中心轴方向、侧部165BB的高度方向和盒主体165A(或者纽扣式电池200)的厚度方向等。

[0039] 正极端子165D与纽扣式电池200的正极接触。负极端子165E与纽扣式电池200的负

极接触。正极端子165D和负极端子165E的一方经由传感器基板166连接于控制基板173，正

极端子165D和负极端子165E的另一方通过未图示的配线直接连接于控制基板173。据此，通

过控制基板173来控制对传感器基板166的供电。

[0040] 标记168是三角形，通过印刷等形成于安装在盒主体165A的盖165B的周围的部件。

在将盖165B安装在盒主体165A上时，标记168配置于三个突出部165BC中的一个会来到标记

168的位置的位置。

[0041] (电池盒的盖的安装、拆下)

接着，对使用者将盖165B安装于盒主体165A时以及将盖165B从盒主体165A拆下时的动

作进行说明。

[0042] 在将盖165B安装于盒主体165A时，使用者首先轻轻握住盖165B并包覆盒主体

165A。接着，使用者从在从上方观察时的右侧将手指勾挂于突出部165BC(例如，将拇指勾挂

于三个突出部165BC中的一个，将食指勾挂于另一个，将中指勾挂于最后一个)，并使盖165B

逆时针旋转。当使用者使盖165B旋转一定程度时，卡口突起165BD进入到槽形成部165AC的

卡口槽BM，不久到达卡口槽BM的端部。此时，卡口突起165BD与卡口槽BM卡合，因此，盖165B

安装于盒主体165A。另外，此时，突出部165BC中的一个位于与标记168对应的位置。也就是

说，使用者将标记168当做目标，使盖165B旋转即可。如此，标记168以其与卡口突起165BD的

相对位置为参考，而能够报知盖165B的旋转位置(盖165B的旋转位置是否为安装在盒主体

165A上的位置等)。

[0043] 此外，在将盖165B盖在盒主体165A上时，有时卡口突起165BD接触槽形成部165AC

的上表面，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使用者对盖165B向下方施力的同时使之旋转，卡

口突起165BD也能够在槽形成部165AC的上表面上滑动，而不久到达侧部165AB的上表面，之

后进入到卡口槽BM。在该实施方式中，尤其是通过从第一上表面TP1向下方与侧部165AB的

上表面连接的倾斜面、即第二上表面TP2，卡口突起165BD能够顺利地到达侧部165AB的上表

面。并且，由于侧部165AB的上表面和卡口槽BM的内部的下表面共面，因此，卡口突起165BD

最终能够顺利地到达卡口槽BM。

[0044] 在将盖165B从盒主体165A拆下时，首先，使用者从在从上方观察时的左侧将手指

勾挂于突出部165BC，使盖165B顺时针旋转。当使用者使盖165B旋转一定程度时，成为卡口

突起165BD的所有部分不与卡口槽BM卡合的状态。使用者从该状态将盖165B向上方拉拽，据

此，能够将盖165B从盒主体165A拆下。

[0045] 此外，在将盖165B从盒主体165A拆下时，继续使盖165B旋转的话，卡口突起165BD

到达倾斜面、即第二上表面TP2，因此，能够顺利地将盖165B从盒主体165A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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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实施方式的效果)

使用者通过将手指勾挂于突出部165BC，能够使盖165B旋转，因此，即使不使用硬币或

者工具，也能够将盖165B安装于盒主体165A或者将盖165B从盒主体165A拆下。在该实施方

式中，代替设置用于将硬币或者工具插入到盖165B的槽(例如硬币槽)或者凹部，而设置了

从侧部165BB的外周面向外侧(与盖165B的旋转轴正交的方向)突出的突出部165BC，因此，

与设置上述槽或者凹部的情况等相比，能够抑制盖165B的厚度(电池盒165的上下方向上的

长度)。这样，根据该实施方式，能够抑制电池盒165的厚度。

[0047] 另外，盖165B具有：覆盖部165BA，其从上覆盖由盒主体165A的底部165AA和包围底

部165AA的筒状的侧部165AB形成的收装空间S；和筒状的侧部165BB，其从外侧覆盖侧部

165AB，突出部165BC为从侧部165BB突出的结构，因此，使用者容易操作盖165B。再者，盖

165B的厚度大致为覆盖部165BA的厚度和侧部165AB的高度(电池盒165的上下方向上的长

度)的和。能够抑制覆盖部165BA的厚度，从而能够抑制盖的厚度。据此，能够抑制电池盒165

的厚度。

[0048] 另外，在电池盒165中，盒主体165A和盖165B通过卡口方式来安装，因此，盖165B的

安装和拆下所需的旋转角度减小。据此，例如与螺纹连接方式的情况相比，使用者能够容易

地进行盖165B的安装和拆下。

[0049] 另外，在将盖165B盖在盒主体165A时，即使卡口突起165BD接触槽形成部165AC的

上表面，如上所述，通过第二上表面TP2，卡口突起165BD也能够顺利地到达侧部165AB的上

表面，从而顺利地进入到卡口槽BM。再者，在将盖165B从盒主体165A拆下时，继续使盖165B

旋转的话，卡口突起165BD到达倾斜面、即第二上表面TP2，因此，能够顺利地将盖165B拆下。

如上所述，电池盒165的在安装或者拆下盖165B时的操作感良好。

[0050] 另外，由于由罩162覆盖电池盒165，因此，提高了与该部分相关的防水性和设计

性。另外，电池盒165收装于圆顶状的罩162内，在拆下该罩162时，电池盒165比周围突出。据

此，使用者容易将手指勾挂于突出部165BC。

[0051] 通过设置标记168，据此，使用者将突出部165BC和标记168进行比较，而能够得知

将盖165B旋转到何处为好。

[0052] 通过构成为如下结构，能够抑制电池盒165整体的厚度，该结构为：使盒主体165A

的侧部165AB和盖165B的侧部165BB相向，由侧部165AB、盖165B的侧部165BB夹持O型圈

165C，将O型圈165C的位置配置于在盒主体165A的侧部165AB的高度方向上与纽扣式电池

200重叠的位置。假设在O型圈165C和纽扣式电池200在所述高度方向上未重叠的情况下，相

应地电池盒165整体变厚，但是，通过使O型圈165C和纽扣式电池200重叠，与O型圈165C和纽

扣式电池200未重叠的情况相比，能够使电池盒165整体变薄。

[0053] 另外，通过盖165B的侧部165BB从外侧覆盖盒主体165A的侧部165AB的结构，例如，

即使O型圈165C劣化而使液体浸入到侧部165BB与侧部165AB之间，该液体在侧部165BB与侧

部165AB之间不到达上端的话，也就不会到达盒主体165A的收装空间，因此，液体不容易浸

入到收装空间S。

[0054] 由于正极端子165D的一部分和负极端子165E的一部分被埋入到盒主体165A中，因

此，不需要在盒主体165A设置正极端子165D和负极端子165E用的基板(搭载各端子的基

板)。通过这种结构，能够以减少与正极端子165D和负极端子165E用的基板相对应的厚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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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抑制电池盒165的厚度。此外，如该实施方式所示，这种结构是在盒主体165A和传感

器基板收装部169一体地形成时容易采用的结构(这是因为容易将来自正极端子165D或者

负极端子165E的配线绕于传感器基板166)。

[0055] (变形例)

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也可以进行其他各种变更。例如，上述各部件的形状等

可以任意变更。再者，本发明只要是搭载电池的结构，也能够适用于纺车式渔线轮等。

[0056] O型圈165C和纽扣式电池200只要在盒主体165A的侧部165AB的高度方向等上重

叠，其重叠方式不限。两者也可以局部重叠。

[0057] 盖165B的突出部165BC的数量任意。另外，突出部165BC的形状也为使用者的手指

能够勾挂的形状即可。突出部165BC也可以仅在盖165B相对于盒主体165A的安装或者拆下

的一方使用(为此，还可以变更形状)。也可以设置安装用的突出部165BC和拆下用的突出部

165BC这两者。

[0058] 电池盒165也可以配置于连结部170。电池盒165也可以为收装单三型电池等其他

电池的电池盒。电池盒165所收装的电池还可以用于水深计数器以外的、例如用于使卷线筒

旋转的电机的电源等。

[0059] 电池盒165的盖165B也可以与盒主体165A螺纹连接来进行安装。盒主体165A的侧

部165AB也可以为从外侧覆盖盖165B的侧部165BB这样的结构。这种情况下，可以在盖165B

的覆盖部165BA的外周面设置突出部165BC。

[0060] 盖165B的表面也可以从罩162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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