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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接元件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铰接元件，适用于电子装

置。铰接元件包含固定件、转动件及中心轴。固定

件包含侧板及二固定板，侧板上开设有弧状导

轨。转动件包含转动部、连接部及组接部。固定件

及转动件分别固接于电子装置的壳体内及背盖

上，可隐藏于壳体内部而不外露，能减少外力而

提升使用周期，且以背盖及壳体交接处做为虚拟

旋转轴心带动背盖旋转，能提供大角度的转动，

使背盖做为稳定支撑电子装置的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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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铰接元件，适用于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述铰接元件包含：

固定件，包含侧板及二固定板，上述二固定板由上述侧板的两端，朝一方向延伸出，上

述侧板上开设有弧状导轨；

转动件，包含转动部、连接部及组接部，上述转动部包含穿孔，上述连接部与上述转动

件连接，上述组接部由上述连接部延伸出；以及

中心轴，穿过上述穿孔及上述弧状导轨，上述中心轴的两端分别卡设于上述转动部及

侧板上，将上述转动部固定于上述侧板上，当上述组接部受力带动转动部转动时，上述中心

轴连动地在上述弧状导轨上滑动；

其中，上述中心轴在上述弧状导轨的第一位置时，上述组接部平行于上述二固定板，当

上述转动部转动，使上述中心轴移动至上述弧状导轨的第二位置时，上述组接部与上述固

定板夹有一角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铰接元件，其特征在于，还包含扭力装置，上述扭力装置组接

于上述中心轴上，并与上述转动部抵接，上述扭力装置包含第一弹片及第一螺帽，上述第一

弹片穿设于上述中心轴，并抵接上述转动部，上述第一螺帽穿设于上述中心轴，并将上述第

一弹片固定于上述中心轴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铰接元件，其特征在于，上述二固定板与上述侧板相互垂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铰接元件，其特征在于，还包含保护盖，上述保护盖固锁于上

述转动部的一侧，遮蔽上述转动部及上述中心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铰接元件，其特征在于，上述侧板上还包含有限位部，而上述

转动部上设置有第一滑动块，上述第一滑动块突出于上述转动部，上述限位部设置上述弧

状导轨的上方，且位于上述侧板的表面，并对应于上述第一滑动块。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铰接元件，其特征在于，上述侧板上还包含有抵接部，上述抵

接部由上述限位部延伸，位于上述弧状导轨的一端部，接近于上述第二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铰接元件，其特征在于，上述转动件还包含旋转轴，上述转动

部还具有第二穿孔、上述连接部开设有贯孔，上述旋转轴穿设于上述第二穿孔及所述贯孔，

且上述旋转轴的两端分别卡接于上述转动部及上述连接部，使上述连接部与上述转动部连

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铰接元件，其特征在于，上述中心轴移动至上述弧状导轨的上

述第二位置时，上述连接部与上述固定板呈垂直，而上述连接部沿上述旋转轴转动。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铰接元件，其特征在于，还包含扭力总成，上述扭力总成组接

于上述旋转轴上，上述扭力总成包含垫片、第二弹片及第二螺帽，上述垫片穿设于上述旋转

轴，并抵接上述连接部，上述第二弹片穿设于上述旋转轴，并抵接上述垫片，上述第二螺帽

穿设于上述旋转轴，并将上述垫片及上述第二弹片固定于上述旋转轴上。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铰接元件，其特征在于，上述转动部上还包含二限位突块，上

述二限位突块突出于上述转动部的表面，上述二限位突块之间形成导槽，上述连接部上还

包含第二滑动块，上述第二滑动块由上述连接部的表面突起，并会对应于上述导槽，上述二

限位突块导引并限制上述第二滑动块沿上述导槽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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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接元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关于一种铰接元件，特别用于电子装置的铰接元件壳体。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流行，因为重量轻薄及功能强大，已逐渐取代笔记本电

脑、随身DVD播放器等，做为随身的电子装置。当用以阅读文章、观看视听节目或影片时，会

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放置于桌上，而通常会采用支架支撑电子装置，以方便用户观看。

[0003] 目前的支架种类包含有外接式或直接固接于电子装置的方式。外接式可以为独立

式，或是安装于电子装置的保护套上。一般而言，保护套是皮质或塑料，其支架是包覆于其

中的纸片或塑料片，由于机械强度低而导致使用寿命较短。独立式的支架可以有较高的机

械强度，但携带上较为不便。直接固接于电子装置的支架，通常是以枢轴将支架与壳体相互

对接。然而，受到设计上轻薄短小的限制，枢轴对接的方式限制了转动的角度。同时，枢轴通

常外露在壳体的外部以方便与支架组接。这除了影响外观外，壳体及支架的枢接触容易因

碰撞、到外力冲击而脱落、损坏，影响到枢接的稳定性及使用周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公开一种铰接元件，尤其适用于电子装置的壳体及背盖的组接。铰接元件

包含固定件、转动件及中心轴。固定件包含侧板及二固定板。二固定板由侧板的两端，朝一

方向延伸出，侧板上开设有弧状导轨。转动件包含转动部、连接部及组接部。转动部包含穿

孔，连接部与转动件连接，组接部由连接部延伸出。中心轴穿过穿孔及弧状导轨，中心轴的

两端分别卡设于转动部及侧板上，将转动部固定于侧板上。当组接部受力带动转动部转动

时，中心轴连动地在弧状导轨上滑动，其中中心轴在弧状导轨的第一位置时，组接部平行于

二固定板，当组接部受力带动转动部转动，使中心轴移动至弧状导轨的第二位置时，组接部

与固定板夹持一角度。

[0005] 在上述说明中，本发明各实施例所公开的铰接元件，是组装于电子装置的壳体及

背盖，将背盖做为支架来支撑电子装置。铰接元件能能够装设于壳体的内部而不外露，以防

止受外力碰撞，而提升铰接元件使用周期，并且铰接元件以壳体及背盖的交接处做为虚拟

的旋转圆心，如此，可提供大角度的转动，而可不受到壳体厚度的限制。

[0006] 有关本发明的其它功效及实施例的详细内容，配合图式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0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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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中记载的一些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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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它的附图。

[0008] 图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组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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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图2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分解示意图；

[0010] 图3A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实际应用的作动示意图；

[0011] 图3B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实际应用的作动示意图；

[0012] 图3C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实际应用的作动示意图；

[0013] 图4A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作动示意图；

[0014] 图4B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作动示意图；

[0015] 图4C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作动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的组合示意图；

[0017] 图6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分解示意图；

[0018] 图7A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实际应用的作动示意图；

[0019] 图7B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实际应用的作动示意图；

[0020] 图8A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作动示意图；

[0021] 图8B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作动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参阅图1及图2，分别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组合示意图及爆炸示意图。如图1及图

2所示，铰接元件1包含固定件10、转动件20以及中心轴30。固定件10包含侧板11及二固定板

13。二固定板13由侧板11的两端，朝一方向延伸出，大致上二固定板13相互平行，并与侧板

11垂直，但实质上应考虑壳体的设计，在此仅为示例，并不限于此。侧板11上开设有弧状导

轨111，弧状导轨111贯穿侧板11。

[0023] 转动件20包含转动部21、连接部23及组接部25。转动部21包含穿孔211，连接部23

与转动件21连接，而组接部25由连接部23延伸出。中心轴30穿过穿孔211及弧状导轨111，中

心轴30的两端分别卡设于转动部21及侧板11上，将转动部21固定于侧板11上。当组接部25

受力带动转动部21转动时，中心轴30连动地在弧状导轨111上滑动。

[0024] 更进一步地，铰接元件1还包含扭力装置40，扭力装置40组接于中心轴30上，并与

转动部21接触。扭力装置40包含第一弹片41及第一螺帽43。第一弹片41为环状或管状，穿设

于中心轴30，并抵接转动部21。第一螺帽43穿设于中心轴30，并将第一弹片41固定于中心轴

30上。第一弹片41提供转动部21转动的扭力来源，第一螺帽43旋紧的程度，直接影响第一弹

片41的压缩量及扭力的大小。

[0025] 又进一步地，铰接元件1还包含保护盖50，保护盖50以螺丝固锁于转动部21的一

侧，遮蔽转动部21及中心轴30。

[0026] 参阅图3A至图3C，以及图4A至图4C。分别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作动示意图，以及

分别为本发明铰接元件第一实施例的作动示意图。如图3A至图3C所示，铰接元件1是以成对

地，并以镜射的方式组接于电子装置500的壳体510及背盖520的两侧，固定板13固锁至电子

装置500的壳体510内部，而组接部25固锁至电子装置500的背盖520上。在此，图4A至图4C所

示为方便说明，使用图3A中位于左侧的铰接元件1进行说明，其与图2所示的铰接元件1是呈

镜像对称，且元件大致相同。藉此，以使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作动示意图能清楚地描述。

[0027] 如图3A及图4A所示，在初始状态时，当转动部21于初始位置时，整个铰接元件1隐

藏壳体510之中。中心轴30位在弧状导轨111的第一位置P1，且组接部25平行于二固定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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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盖520平设于壳体510之上。如图3B、图3C、图4B及图4C所示，当施力于组接部25而带动转

动部21转动时，转动部21露出于壳体510之外，并以壳体510与背盖520的交接处为虚拟圆心

转动。也就是，弧状导轨111的虚拟圆心，是壳体510与背盖520的交接处。此时，中心轴30由

第一位置P1移动至弧状导轨111的第二位置P2时，组接部25与固定板13夹有一角度θ。

[0028] 在此，同时参照图3A、图4A，并参照图1及图2，第二位置P2是指弧状导轨111上不同

于第一位置P1的位置。组接部25与固定板13所夹的角度θ可以依据侧板11设置弧状导轨111

区域的厚度T、弧状导轨111，以及使用者的习惯来调整。例如，如图3B及图4B所示，中心轴30

在第二位置P2时，组接部25与固定板13所夹角度θ约为90度。此时，壳体510与背盖520所夹

角度θ约为90度。又例如，如图3C及图4C所示，中心轴在第二位置P2时，组接部25与固定板13

所夹角度θ约为120度，而壳体510与背盖520所夹角度θ约为120度。以上仅为示例，组接部25

与固定板13所夹的角度θ最大可达180度。也就是，背盖520与壳体510所夹角度θ为0-180度。

[0029] 再次参阅图2，侧板11上还包含有限位部113及抵接部115，而转动部21上设置有第

一滑动块213。第一滑动块213设置于转动部21朝向侧板11的表面。限位部113设置于弧状导

轨111上方，且位于侧板11面对转动部21的表面，并对应于第一滑动块213的位置与形状。限

位部113用以导引及限制第一滑动块213的滑动轨迹。抵接部115由限位部113延伸，位于弧

状导轨111的一端部，并接近于第二位置P2。尤其是，当中心轴30移动到第二位置P2时，中心

轴30与抵接部115接触。藉此，抵接部115用以限制中心轴30的最大移动位置。

[0030] 参阅图5及图6，分别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组合示意图及分解示意图。如图5及图

6所示，第二实施例的铰接元件2是依据第一实施例的变化。第二实施例的铰接元件2与第一

实施例同样地包含固定件10、转动件20以及中心轴30，其中固定件10、中心轴30与第一实施

例相同，在此不再赘述。此外，第二实施例的铰接元件2亦可包含扭力装置40及保护盖50。

[0031] 在第二实施例的铰接元件2中，转动件20除了转动部21、连接部23及组接部25外，

还包含旋转轴27。第二实施例中，转动件20的转动部21与连接部23分离，而组接部25与连接

部23连接，而形成二分离的部件。转动部21还具有第二穿孔215、连接部23开设有贯孔231，

旋转轴27穿设于第二穿孔215及贯孔231，且旋转轴27的两端分别卡接于转动部21及连接部

23，使连接部23与转动部21连接。

[0032] 更进一步地，第二实施例的铰接元件2还包含扭力总成60，扭力总成60组接于旋转

轴27上。扭力总成60包含垫片61、第二弹片62及第二螺帽63。垫片61穿设于旋转轴27，并抵

接连接部23。第二弹片62穿设于旋转轴27，并抵接垫片61。第二螺帽63穿设于旋转轴27，并

将垫片61及第二弹片62固定于旋转轴27上。因此，调整时即是将转动部21所对应的扭力装

置40所提供的扭力调整至低于连接部23所对应的扭力总成60所提供的扭力。

[0033] 在此，扭力装置40的第一弹片41及扭力总成60的第二弹片62分别提供了转动部21

及连接部23转动的扭力来源。第一螺帽43及第二螺帽63旋紧的程度，直接影响第一弹片41

及第二弹片62的压缩量及扭力的大小。在此实施例中，有转动部21的转动及连接部23的转

动的二段转动行程，第一弹片41及第二弹片62的压缩量及扭力的大小，可决定当施力于组

接部25时，转动部21的转动为第一转动行程、连接部23的转动为第二转动行程，或者连接部

23的转动为第一转动行程，而转动部21的转动为第二转动行程。在此，由于为二段式转动，

所以第一转动行程即为先行进行转动的作动元件及动作，第二转动行程即为在第一转动行

程旋转完成后，再行转动的作动元件及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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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参阅图7A、图7B、图8A及图8B，分别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作动示意图。如图7A及

图7B所示，铰接元件2同第一实施例相同，可以成对地、并以镜射的方式组接于电子装置500

的壳体510及背盖520的两侧。而第二实施例的初始状态与第一实施例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在此，是以转动部21的转动为第一转动行程、连接部23的转动为第二转动行程为示例，但实

际上并不限于此。

[0035] 如图7A及图8A所示，当组接部25带动转动部21及连接部23转动，使中心轴30移动

至弧状导轨111的第二位置P2时。例如，在连接部23与固定板13所夹角度θ接近90度时。也就

是使背盖520与壳体510接近相互垂直。在此之后，如图7B及图8B所示，组接部25继续带动连

接部23继续转动，使转动角度θ大于90度，例如角度θ接近150度。藉此方式，即使设计侧板11

的厚度较低、而弧状导轨111的长度受限时，可采用此方式来达成二阶段的旋转，且总旋转

的角度θ可达180度。

[0036] 再次参考图6，贯孔231可以为圆弧状，但不限于此，连接部23在贯孔231的限位下

移动。例如，在进入第二转动行程、组接部25带动连接部23继续转动时，连接部23可以基于

贯孔231的圆弧形状及旋转轴27的限位下，进行圆弧状转动。亦即旋转轴27固定不动，而连

接部23被带动时即会使得连接部23在旋转轴27的限制下，沿贯孔231的形状移动或转动。

[0037] 此外，转动部21上还包含二限位突块217，限位突块217突出于转动部21朝向连接

部23的表面，二限位突块217之间形成有导槽219。连接部23上还包含第二滑动块233，第二

滑动块233由连接部23朝向转动部21的表面突起，并对应于导槽219。当中心轴30移动至弧

状导轨111的第二位置P2，接着再继续使连接部23移动时，限位突块217可导引并限制第二

滑动块233沿导槽219滑动。

[0038] 在上述说明中，本发明各实施例所提供的铰接元件，其固定件组接于电子装置的

壳体与背盖。固定件能够装设于壳体的内部而不外露、以达到配合电子装置的厚度缩减的

设计，同时减少受到外力冲击而能提升铰接元件使用周期的功效。转动件以背盖及壳体交

接处，做为虚拟的旋转轴心而转动，同时，中心轴连动地在弧状导轨滑动，因而能达到大幅

度的尺寸转动，而不易受到壳体的限制，从而能提供更多的支架角度给使用者。

[0039]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及/或实施方式，仅是用以说明实现本发明技术的较佳实施例

及/或实施方式，并非对本发明技术的实施方式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任何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内容所公开的技术手段的范围，当可作些许的更动或修饰为其它等效

的实施例，但仍应视为与本发明实质相同的技术或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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