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578296.8

(22)申请日 2019.06.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30022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0.01

(73)专利权人 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地址 523860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海

滨路18号

(72)发明人 廖程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翼盛智成知识产权事务

所(普通合伙) 44300

代理人 黄威

(51)Int.Cl.

H04M 1/72448(2021.01)

H04M 1/22(2006.01)

H04M 1/23(2006.01)

H04M 1/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8540653 A,2018.09.14

CN 108540653 A,2018.09.14

CN 105376411 A,2016.03.02

CN 108845756 A,2018.11.20

CN 108900708 A,2018.11.27

CN 107295171 A,2017.10.24

CN 205490477 U,2016.08.17

CN 106484269 A,2017.03.08

JP 2010093355 A,2010.04.22

审查员 杨薇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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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电子设备及其手电

筒的控制方法，电子设备包括：壳体，壳体包括侧

边，侧边设置有触控区；触控组件，设置在触控

区，触控组件用于接收控制信号；处理器，处理器

与触控组件电性连接，处理器用于当检测到控制

信号为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时，根据控制信号

开启手电筒的工作状态。本申请实施例方便用户

快速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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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壳体，所述壳体包括侧边，所述侧边设置有触控区；

触控组件，设置在所述触控区，所述触控组件用于接收控制信号，其中，所述触控组件

包括压力检测模组和超声波检测模组，所述压力检测模组包括压力检测器，所述超声波检

测模组包括信号发射部和信号接收部，所述压力检测器设置在所述信号发射部和所述信号

接收部之间，所述控制信号包括按压触控信号和滑动触控信号，所述按压触控信号为根据

所述压力检测模组检测到的按压力度确定，所述滑动触控信号为根据所述超声波检测模组

检测到的按压位置确定；

处理器，所述处理器与所述触控组件电性连接，所述处理器用于根据所述按压触控信

号调节手电筒的亮度以及根据所述滑动触控信号调节手电筒的光发射角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当所述处理器在开启手电筒的工作状

态后，在所述触控区接收到沿所述侧边长度方向或者宽度方向的滑动操作时，所述触控组

件将所述滑动操作确定为滑动触控信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当所述触控组件在所述触控区接收到

按压操作时，所述触控组件将所述按压操作确定为按压触控信号。

4.一种手电筒的控制方法，应用于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设备包括：

壳体，所述壳体包括侧边，所述侧边设置有触控区，其中，所述触控组件包括压力检测

模组和超声波检测模组，所述压力检测模组包括压力检测器，所述超声波检测模组包括信

号发射部和信号接收部，所述压力检测器设置在所述信号发射部和所述信号接收部之间；

触控组件，设置在所述触控区；

所述手电筒的控制方法包括：

通过所述触控组件接收控制信号，其中，所述控制信号包括按压触控信号和滑动触控

信号，所述按压触控信号为根据所述压力检测模组检测到的按压力度确定，所述滑动触控

信号为根据所述超声波检测模组检测到的按压位置确定；

根据所述按压触控信号调节手电筒的亮度以及根据所述滑动触控信号调节手电筒的

光发射角度。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手电筒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开启手电筒的工作状态的步

骤，包括：

开启所述手电筒的工作状态，并生成马达信号；

执行所述马达信号控制所述电子设备执行相应的振动操作。

6.根据权利要求4或者5所述的手电筒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开启手电筒的工作状

态的步骤之后，还包括：

获取所述触控区上的触控操作；

当所述触控操作为按压操作时，根据按压操作的按压力度调节手电筒的功率；

当所述触控操作为滑动操作时，根据滑动操作的方向调节手电筒的光发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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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备及其手电筒的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电子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电子设备及其手电筒的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诸如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越来越普及。电子设备的功能越

来越强大，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实现手电筒功能，方便用户暗处行走或者阅读。

[0003] 在电子设备的使用过程中，可通过控制显示屏显示画面来控制手电筒开关，或者

通过特定键盘按键启动手机的手电筒功能，上述方式开启效率低，且容易出现误控制。

发明内容

[0004]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电子设备及其手电筒的控制方法，可以提升手电筒的控制

效率。

[0005]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电子设备，包括：

[0006] 壳体，所述壳体包括侧边，所述侧边设置有触控区；

[0007] 触控组件，设置在所述触控区，所述触控组件用于接收控制信号；

[0008] 处理器，所述处理器与所述触控组件电性连接，所述处理器用于当检测到控制信

号为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时，根据所述控制信号开启手电筒的工作状态。

[0009]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手电筒的控制方法，应用于电子设备，所述电子设备包括：

[0010] 壳体，所述壳体包括侧边，所述侧边设置有触控区；

[0011] 触控组件，设置在所述触控区；

[0012] 所述手电筒的控制方法包括：

[0013] 通过所述触控组件接收控制信号；

[0014] 检测所述控制信号是否为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

[0015] 当检测到所述控制信号为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时，开启手电筒的工作状态。

[0016] 本申请实施例中，通过触控组件可控制电子设备的手电筒的工作状态，不仅可以

节省触控显示屏控制手电筒的操作，同时用户还可以单手快速操作，提升手电筒的控制效

率。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0018]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电子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所示电子设备沿P2‑P2方向的部分剖视图。

[0020] 图3为图2所示电子设备中触控组件的第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图2所示电子设备中触控组件的第二种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图2所示电子设备中触控组件的第三种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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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6为图2所示电子设备中触控组件的第四种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电子设备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电子设备的控制方法的另一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请参阅图1，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电子设备的结构示意图。电子设备诸如图1

的电子设备20可包括壳体诸如壳体200、触控组件400、手电筒600和电路板800。电路板800、

手电筒600及触控组件400均可设置在壳体上。

[0027] 电子设备20可为计算设备诸如膝上型计算机、包含嵌入式计算机的计算机监视

器、平板电脑、蜂窝电话、媒体播放器、或其他手持式或便携式电子设备、较小的设备(诸如

腕表设备、挂式设备、耳机或听筒设备、被嵌入在眼镜中的设备或者佩戴在用户的头部上的

其他设备，或其他可佩戴式或微型设备)、电视机、不包含嵌入式计算机的计算机显示器、游

戏设备、导航设备、嵌入式系统(诸如其中具有显示器的电子设备被安装在信息亭或汽车中

的系统)、实现这些设备中的两个或更多个设备的功能的设备、或其他电子设备。在图1的示

例性配置中，电子设备20是便携式设备，诸如蜂窝电话、媒体播放器、平板电脑、或者其他便

携式计算设备。如果需要，其他配置可用于电子设备20。图1的示例仅是示例性的。

[0028] 壳体200可由塑料、玻璃、陶瓷、纤维复合材料、金属(例如，不锈钢、铝等)、其他合

适的材料、或这些材料的任意两种或更多种的组合形成。壳体200可使用一体式配置形成，

在该一体式配置中，一些或全部壳体200被加工或模制成单一结构，或者可使用多个结构

(例如，内框架结构、形成外部外壳表面的一种或多种结构等)形成。壳体200可设置收纳腔

以收纳电子设备20的器件诸如电池、电路板800等。

[0029] 请参阅图2，图2为图1所示电子设备沿P2‑P2方向的部分剖视图。电子设备20还可

以包括显示屏诸如显示屏100，显示屏100可被安装在壳体200中。显示屏100可为结合导电

电容触摸传感器电极层或者其他触摸传感器部件(例如，电阻触摸传感器部件、声学触摸传

感器部件、基于力的触摸传感器部件、基于光的触摸传感器部件等)的触摸屏显示器，或者

可为非触敏的显示器。电容触摸屏电极可由氧化铟锡焊盘或者其他透明导电结构的阵列形

成。

[0030] 显示屏100可包括由液晶显示器(LCD)部件形成的显示器像素阵列、电泳显示器像

素阵列、等离子体显示器像素阵列、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像素阵列、电润湿显示器像素阵

列、或者基于其他显示器技术的显示器像素。可使用显示屏覆盖层诸如透明玻璃层、透光塑

料、蓝宝石、或其他透明电介质层来保护显示屏100。在一些实施例中，显示屏100可以为柔

性屏，即显示屏100可弯曲、可折叠。

[0031] 壳体200可包括中框诸如中框220和后盖诸如后盖240。中框220可以作为电子设备

20的载体。例如，中框220可承载电子设备20的显示屏100、电路板800、电池等器件。中框220

可采用金属材料，可以通过注塑的方式成型，也可以采用机械加工的方式成型。

[0032] 后盖240可设置在中框220的一面，诸如后盖240设置在中框220的非显示面。后盖

240和中框220固定连接可形成收纳腔260以收纳电子设备20的器件诸如电池、电路板800

等，从而后盖240可盖设在中框220上以覆盖电池及电路板800等器件。可以理解的是，显示

屏100和后盖240设置在中框220的两个相反面，显示屏100可设置在中框220的显示面，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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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画面。

[0033] 中框220可具有多个侧边222，中框222的多个侧边222均位于中框220的基体的周

缘。中框220的侧边222的各个长度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诸如中框220可具有长度较长

的第一侧边和长度较短的第二侧边，即第一侧边的长度大于第二侧边的长度。可以将电子

设备20的器件诸如触控组件400设置在中框220的其中一个或多个侧边222上，比如将电子

设备20的触控组件400设置在中框220的其中一个较长的侧边222上。

[0034] 需要说明的是，也可以将触控组件400设置在长度较短的侧边222。可以理解的是，

当侧边222的长度均相同时，触控组件400可以设置在任意一个侧边222或任意多个侧边222

上。还可以理解的是，触控组件400还可以设置在两个相连侧边222的连接位置，或者是中框

220的边角位置。还可以理解的是，其中一个侧边222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触控组件400。在

一些实施例中，可以在其中一个侧边222设置触控区2222，或者说操作区2222。可以将触控

组件400设置在侧边222的触控区2222，以便用户操作。当然，将侧边222所有位置均排布有

触控组件400也是可以的，即触控区2222为整个侧边222。

[0035]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在触控区2222位置设置自发光材料，以便用户识别控制器

2222。可以在触控区2222位置的颜色设置与侧边222其他位置的颜色设置不同。还可以在触

控区2222设置发光灯。

[0036] 相关技术中，电子设备的侧边设置有多个物理按键，诸如开关键、音量键、快捷键

等。物理按键一般凸出在侧边的外侧，物理按键和电子设备的侧边之间会形成缝隙，容易漏

水、进入灰尘。

[0037] 基于此，本申请实施例将触控组件400设置在侧边222的内表面，用户可直接操作

触控区2222以实现对触控组件400的控制。从而可以保持侧边222的完整性，可以防水、防

尘。

[0038] 侧边222可设置第一收纳槽2224，以收纳操作触控组件400。第一收纳槽2224可以

与收纳腔260连通。第一收纳槽2224的深度可以远大于触控组件400的厚度，即触控组件400

放置到第一收纳槽2224内后，第一收纳槽2224与收纳腔260连通的位置形成空腔，从而便于

第一收纳槽2224位置的触控区2222产生形变。比如：触控组件400与收纳腔260的距离为5毫

米左右。第一收纳槽2224的长度为第一收纳槽2224沿侧边222长度方向的距离，第一收纳槽

2224的长度可根据实际需求而定。第一收纳槽2224的宽度为沿侧边222宽度方向上的距离，

第一收纳槽2224的宽度可为1.6毫米至2毫米之间。

[0039] 侧边222的外表面可以各种形状，比如：弧形、矩形、圆角矩形等。侧边222的外表面

还可以为曲面。可以将后盖240和显示屏100中的至少一个设置成弧形，并覆盖到侧边222的

至少一部分。

[0040] 触控组件400设置在触控区2222，且设置在侧边222的内表面。触控组件400可以与

电子设备20的电路板800电性连接。电子设备20的电路板800上可集成有处理器、存储器等

器件，处理器可用来处理电子设备20的各种操作。比如：处理器可控制电子设备20中显示屏

100的显示，处理器可控制电子设备20中手电筒600开启等。触控组件400可在触控区2222接

收控制信号，该控制信号可以是控制电子设备20音量的信号，该控制信号可以是控制电子

设备20开关机的信号，该控制信号也可以是控制手电筒工作状态的信号。

[0041] 本申请实施例将触控组件400设置在侧边222的内表面，且侧边222上未设置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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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让触控组件400的孔结构，用户可透过触控区2222位置的侧边222产生控制信号驱动触控

组件400以控制电子设备20，诸如控制电子设备20的音量、控制电子设备20的开关机、控制

电子设备20中手电筒的工作状态等。

[0042] 请参阅图3，图3为图2所示电子设备中触控组件的第一种结构示意图。触控组件

400可以包括压力检测模组420，压力检测模组420可包括第一柔性电路板422和与第一柔性

电路板422电性连接的压力检测器424。第一柔性电路板422可设置在侧边222的内表面，诸

如采用胶水、双面胶等粘贴到侧边222的内表面上。第一收纳槽2224的宽度可以为1.6毫米

左右或2毫米左右。

[0043] 其中，压力检测器424可以包括电阻式传感器或电容式传感器。需要说明的是，当

压力检测器424包括电容式传感器时则在压力检测器424位置不设置金属，以确保电容式传

感器检测的准确性。其中，电阻式传感器可以采用MEMS(Micro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微机电系统)传感器，其需要第一收纳槽2224的宽度为1.6毫米。需要说明的是，电

阻式传感器并不限于MEMS压阻IC，电阻式传感器可以采用应变片，需要说明的是，应变片需

要第一收纳槽2224的宽度为2毫米左右。

[0044] 可以理解的是，侧边222的厚度较薄，受到按压作用力可产生形变，第一柔性电路

板422及压力检测器424一起设置在侧边222的内表面。当侧边222受到按压作用力时，侧边

222产生形变，并带动第一柔性电路板422及压力检测器424一起产生形变，并将压力转换成

电信号传输给电路板800的处理器，处理器可以根据按压操作控制电子设备20。按压操作可

以包括按压一下、按压多下、长按等。长按为按压时长超过预设时长。按压多下可以为在预

设时间内检测到多次按压操作。

[0045] 需要说明的是，压力检测模组420也可以检测到其他操作，诸如滑动操作等。压力

检测模组420可根据其检测到的压力持续移动来确定。

[0046]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记录用户在触控区输入的沿所述侧边宽度方向上的滑动操

作组合，比如，在所述触控区沿侧边宽度方向先左划，再右划，再左划，再右划，形成类似一

个“W”的滑动操作组合，或者在触控区沿侧边宽度方向先左划，再右划，形成类似一个“V”的

滑动操作组合，并将该滑动操作组合确定为滑动操作组合信号，当该滑动操作组合信号为

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时，可以控制电子设备20的手电筒600开启工作模式。从而用户无需

触控显示屏100即可实现控制手电筒600的开启，不仅能够节省触控显示屏100的功耗，而且

方便用户操作。尤其是方便一些用户单手操作。需要说明的是控制电子设备20的手电筒600

开启的操作并不限于上述操作，还可以为其他操作。

[0047]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将按压操作确定为按压触控信号，即当触控组件400在触控

区2222接收到按压操作时可以控制电子设备20的手电筒600亮度的调节。从而用户无需触

控显示屏100即可实现控制手电筒600亮度调节的功能，不仅能够节省触控显示屏100的功

耗，而且方便用户操作。

[0048] 在一些实施例中，在开启手电筒600的工作状态后，还可以将沿所述侧边长度方向

或者宽度方向上的滑动操作确定为滑动触控信号，即当触控组件400在触控区2222接收到

滑动触控信号时可以调节手电筒600的光发射角度。从而用户无需触控显示屏100即可实现

控制手电筒600亮度调节的功能，不仅能够节省触控显示屏100的功耗，而且方便用户操作。

[0049] 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装配过程中，由于第一柔性电路板422为软质材料，容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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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形变，为了在装配过程中减少第一柔性电路板422的形变，可以增加第一柔性电路板422

的厚度。当然，也可以采用以加强片与第一柔性电路板422固定连接在一起。

[0050] 请参阅图4，图4为图2所示电子设备中触控组件的第二种结构示意图。触控组件

420还可以包括增强片426，增强片426和第一柔性电路板422固定连接，且增强片426和压力

检测器424分别设置在第一柔性电路板426的两面。增强片426与触控区2222位置的侧边222

内表面固定连接。从而增强片426可以增加压力检测模组420的整体强度，以便组装，防止在

组装过程中产生形变而不易装配。需要说明的是，压力检测器424和增强片426也可以不设

置在第一柔性电路板422的两面。

[0051] 请参阅图5，图5为图2所示电子设备中触控组件的第三种结构示意图。增强片426

和压力检测器424可以设置在第一柔性电路板422的同一面，压力检测器424可设置在增强

片426的空隙428内，且空隙428的空间大于压力检测器424的尺寸。诸如增强片426的厚度大

于压力检测器424的厚度，增强片426和压力检测器424不接触。从而可以确保压力检测器

424在受到压力作用而产生形变时不与增强片426或侧边222接触，而影响压力检测器424检

测按压作用力的准确性。

[0052] 可以理解的是，为了压力检测器424能够有效的检测到压力，可以在增强片426上

设置有空隙428，在空间上压力检测器424位于空隙428内。从而当触控区2222位置的侧边

222接收到作用力时，由于增强片426的设置使得作用力的应力作用到空隙428位置的压力

检测器424，从而可以使得压力检测模组420所检测的信号更加准确。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

通过两片增强片426与第一柔性电路板422连接以形成空隙428，也可以在一增强片426上开

设空隙428。

[0053] 需要说明的是，不设置增强片426也可以提高压力检测模组420所检测信号的准确

性，诸如在触控区2222位置的侧边222设置一凹槽，以将压力检测器424设置在凹槽内，而使

得凹槽两侧的厚度较大，从而压力检测器424位置的厚度较小，同样容易产生形变。

[0054] 请参阅图6，图6为图2所示电子设备中触控组件的第四种结构示意图。触控组件

400还可以包括超声波检测模组440，超声波检测模组440可包括第二柔性电路板442、信号

发射部444和信号接收部446。信号发射部444和信号接收部446均与第二柔性电路板442电

性连接。信号发射部444和信号接收部446均可以采用压电陶瓷材料制成。第二柔性电路板

442可设置在触控区2222的侧边222的内表面，诸如采用胶水、双面胶等粘贴到侧边222的内

表面上。超声波检测模组440可接收不同的信号，诸如接收到不同的操作方式，可以通过操

作方式确定控制信号，以根据控制信号控制电子设备20的各个功能。

[0055] 超声波检测模组440可检测到触控区2222被按压的位置，以实现定位。或者说超声

波检测模组440可检测用于手指放置在触控区2222的具体位置，以实现定位。当按压作用力

持续移动，或者说用户手指在触控区进行滑动操作时，超声波检测模组440可接收到该滑动

操作组合信号或者滑动触控信号，以将其确定为相应的控制信号，可以将相应的控制信号

转换为电信号并传输给电路板800的处理器，处理器可调节手电筒600的开启或者光发射角

度。从而实现通过对手电筒600开关的控制或者光发射角度的调节。需要说明的是，超声波

检测模组440也可以根据其检测到的其他操作来控制手电筒600开启或者光发射角度。还需

要说明的是，超声波检测模组440可以根据两种不同的滑动操作来分别控制手电筒600开启

或者光发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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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可以理解的是，超声波检测模组440也可以检测到其他操作，诸如轻触等操作。超

声波检测模组440还可以根据其他操作或不同的滑动操作来控制电子设备20的其他功能。

[0057] 其中，滑动操作的滑动方向为沿侧边222长度或者宽度的方向。

[0058] 可以理解的是，超声波检测模组440上可间隔设置一个信号发射部444和一个信号

接收部446。也可以间隔设置多个信号发射部444和多个信号接收部446。

[0059] 需要说明的是，触控组件400并不限于超声波检测模组440，也不限于压力检测模

组420。在一些实施例中，触控组件400可包括压力检测模组和超声波检测模组。诸如将压力

检测器、超声波信号发射部及超声波信号接收部设置在同一柔性电路板上。例如：一个压力

检测器设置在一个信号发射部和一个信号接收部之间。当然，若压力检测器为多个，则每一

个压力检测器设置在一个信号发射部和一个信号接收部之间。触控组件400即包括压力检

测器，又包括超声波检测器，通过压力检测器可以有效检测到按压力度，通过超声波检测器

可以有效检测按压位置。由此不仅可以准确根据接收到的信号控制电子设备20的功能诸如

控制手电筒600开启、控制手电筒600光角度发射。同时还可以根据按压力度和按压位置实

现手电筒600的亮度变化。

[0060] 还需要说明的是，电子设备20还可以在不同的触控区2222设置一个或多个超声波

检测器和一个或多个压力检测器。

[0061] 为了进一步描述本申请实施例防误触的功能，下面从电子设备的控制方法的角度

进行限定。

[0062] 请参阅图7，图7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电子设备的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电子

设备可参阅以上电子设备20，在此不再赘述。电子设备的控制方法可包括：

[0063] 101，通过触控组件接收控制信号。

[0064] 其中，该控制信号为用户在触控区上进行触控操作生成，具体，用户可以在触控区

上进行按压操作、滑动操作或者滑动操作组合等等，在开启手电筒之前，该按压操作可以为

增加或者降低音量，该滑动操作可以为当前页面的浏览内容的调节，该滑动操作组合为用

户在沿侧边宽度方向的滑动组合，即用户在沿侧边宽度方向的连续滑动，比如，在所述触控

区沿侧边宽度方向先左划，再右划，再左划，再右划，形成类似一个“W”的滑动操作组合，或

者在触控区沿侧边宽度方向先左划，再右划，形成类似一个“V”的滑动操作组合，将该沿侧

边宽度方向上的连续滑动生成相应的控制信号。

[0065] 102，检测控制信号是否为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

[0066] 其中，该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可以为为用户在沿侧边宽度方向的滑动组合，如

在所述触控区沿侧边宽度方向先左划，再右划，再左划，再右划，形成类似一个“W”的滑动操

作组合，当检测到该触控组件接收到的控制信号为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时，执行步骤

103。当检测到该触控组件接收到的控制信号不为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时，忽略该控制信

号，返回继续通过触控组件接收控制信号。

[0067] 103，开启手电筒的工作状态。

[0068] 其中，当检测到该触控组件接收到的控制信号为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时，说明

用户操作符合要求，直接开启手电筒的工作状态，该过程不需要点亮屏幕的，只需要用户输

入相应的滑动操作组合即可，方便简单，且由于为滑动操作组合，不会造成误触控开启手电

筒的工作状态，给用户带来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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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请参阅图8，图8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电子设备的控制方法的另一流程示意图。

电子设备可参阅以上电子设备20，在此不再赘述。电子设备的控制方法可包括：

[0070] 201，通过触控组件接收控制信号。

[0071] 其中，该控制信号为用户在触控区上进行触控操作生成，具体，用户可以在触控区

上进行按压操作、滑动操作或者滑动操作组合等等，在开启手电筒之前，该按压操作可以为

增加或者降低音量，该滑动操作可以为当前页面的浏览内容的调节，该滑动操作组合为用

户在沿侧边宽度方向的滑动组合，即用户在沿侧边宽度方向的连续滑动，比如，在所述触控

区沿侧边宽度方向先左划，再右划，再左划，再右划，形成类似一个“W”的滑动操作组合，或

者在触控区沿侧边宽度方向先左划，再右划，形成类似一个“V”的滑动操作组合，将该沿侧

边宽度方向上的连续滑动生成相应的控制信号。

[0072] 202，检测控制信号是否为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

[0073] 其中，该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可以为为用户在沿侧边宽度方向的滑动组合，如

在所述触控区沿侧边宽度方向先左划，再右划，再左划，再右划，形成类似一个“W”的滑动操

作组合，当检测到该触控组件接收到的控制信号为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时，执行步骤

203。当检测到该触控组件接收到的控制信号不为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时，忽略该控制信

号，返回继续通过触控组件接收控制信号。

[0074] 203，开启手电筒的工作状态，并生成马达信号，执行马达信号控制电子设备执行

相应的振动操作。

[0075] 其中，当检测到该触控组件接收到的控制信号为预设滑动操作组合信号时，说明

用户操作符合要求，直接开启手电筒的工作状态，该过程不需要点亮屏幕的，只需要用户输

入相应的滑动操作组合即可，方便简单，并且生成相应的马达信号，执行马达信号控制电子

设备执行独特的振动操作，从触感上提醒用户开启了手电筒。

[0076] 204，获取触控区上的触控操作。

[0077] 其中，在开启手电筒的工作状态之后，为了方便后续调节手电筒的亮度或者光线

照射角度，可以继续接收触控区上的触控操作，该触控操作具体可以为按压操作或者滑动

操作。

[0078] 205，当触控操作为按压操作时，根据按压操作的按压力度调节手电筒的功率，当

触控操作为滑动操作时，根据滑动操作的方向调节手电筒的光发射角度。

[0079] 其中，当触控操作为按压操作时，可以获取该按压操作相应的按压力度，判断按压

力度处于的力度区间范围，比如可以分为3个力度区间范围，为第一力度区间范围、第二力

度区间范围和第三力度区间范围，第三力度区间范围大于第二力度区间范围，第二力度区

间范围大于第一力度区间范围。每一中力度区间范围对应相应的手电筒功率，具体手电筒

功率的分配规则与力度区间范围的大小一致，即第三力度区间范围的功率大于第二力度区

间范围的功率，第二力度区间范围的功率大于第一力度区间范围的功率，也就是说不同的

力度区间范围对应不同的手电筒亮度，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手电筒在开启时，默认为最低的

使用功率，即最暗的手电筒亮度，用户可以根据输入不同的按压力度确定相应的力度区间

范围，来实时改变手电筒亮度，全程操作简单，不需要点亮屏幕或者单手操作即可。

[0080] 进一步的，当触控操作为滑动操作时，该滑动操作可以有沿着触控区域长度方向

或者沿着触控区域宽度方向上的滑动操作，在现有手电筒使用过程中，电子设备上的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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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的光发射角度为固定的，无法调节，而本申请实施例中，在开启手电筒后，用户可以通过

在中框上的触控区的滑动操作来实现手电筒的光发射角度的改变，具体的，当用户在中框

上的触控区左滑时，光发射角度向左偏。当用户在中框上的触控区右滑时，光发射角度向右

偏。当用户在中框上的触控区上滑时，光发射角度向上偏。当用户在中框上的触控区下滑

时，光发射角度向下偏。也就是说，用户可以通过在中框上的触控区的滑动操作实现手电筒

的光发射角度在360度进行偏移，极大的方便了用户的使用，扩大了实际应用范围。

[0081] 需要说明的是，处理器还可以根据其他控制信号控制手电筒600的状态，在此不再

一一举例说明。当然，处理器还可以根据其他控制信号控制电子设备20的其他功能。

[0082] 以上对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壳体组件、电子设备、电子设备的控制方法及手电筒

的控制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申请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

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申请。同时，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依据本申

请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

解为对本申请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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