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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提供了一种相机壳。该相机壳包括第

一壳部分和第二壳部分，其中当相机的侧面被包

围在腔内时，相机的前面和相机的后面被暴露；

按钮，被配置为允许用户操控相机上的与相机功

能相关联的对应的按钮；第一紧固结构和第二紧

固结构，其中第一紧固结构被配置为可拆卸地耦

合至第二紧固结构以形成闩扣，并且其中闩扣被

配置为将第二壳部分紧固到第一壳部分；第一铰

链结构和第二铰链结构，其中第二铰链结构被配

置为耦合至第一铰链结构以形成铰链，铰链允许

第二壳部分相对于第一壳部分旋转；以及紧固结

构，具有从第一壳部分延伸的紧固突出部，紧固

突出部被配置为与从相机底座延伸的对应的装

配突出部互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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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相机壳，包括：

第一壳部分，具有形成用以接纳相机的腔的第一部分的四个侧面，

第二壳部分，具有形成用以接纳所述相机的所述腔的第二部分的四个侧面，其中当所

述相机的侧面被包围在所述腔内时，所述相机的前面和所述相机的后面被暴露；

在所述第一壳部分或所述第二壳部分上的按钮，所述按钮被配置为允许用户操控所述

相机上的与相机功能相关联的对应的按钮；

第一紧固结构，被枢转地耦合至所述第一壳部分的第一侧面；

第二紧固结构，被定位在所述第二壳部分的第一侧面上，

其中所述第一紧固结构被配置为可拆卸地耦合至所述第二紧固结构以形成闩扣，并且

其中所述闩扣被配置为将所述第二壳部分紧固到所述第一壳部分；

第一铰链结构，被耦合至所述第一壳部分的第二侧面；

第二铰链结构，被耦合至所述第二壳部分的第二侧面，其中所述第二铰链结构被配置

为耦合至所述第一铰链结构以形成铰链，所述铰链允许所述第二壳部分相对于所述第一壳

部分旋转；以及

紧固结构，具有从所述第一壳部分延伸的紧固突出部，所述紧固突出部被配置为与从

相机底座延伸的对应的装配突出部互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相机壳，其中所述第一紧固结构包括钩形条，并且所述第二紧

固结构包括L形条，并且其中所述第一侧面平行于所述第二侧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相机壳，其中所述相机壳被配置为当所述第二壳部分在闭合

位置被紧固到所述第一壳部分时将所述相机紧固地包围在所述腔内，并且其中当所述第二

壳部分的所述第一侧面与所述第一壳部分的所述第一侧面在打开位置间隔开时，所述相机

能够被插入所述相机壳中并且能够从所述相机壳中移除。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相机壳，其中所述相机底座包括装配结构，以将经耦合的所述

相机壳和相机底座紧固到用户的身体、用户的背包或体育装备中的至少一个，使得用户能

够以免提方式操作所述相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相机壳，其中在所述第一壳部分或所述第二壳部分上的所述

按钮由柔韧材料形成，所述柔韧材料被配置为允许用户通过柔韧材料操控所述相机上的对

应的所述按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相机壳，包括：

在所述第一壳部分或所述第二壳部分上的暴露区域，所述暴露区域被配置为在所述相

机被紧固地包围在所述相机壳内时，允许用户操控所述相机上与相机功能相关联的另一按

钮或者访问所述相机的I/O接口或麦克风接口。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相机壳，其中所述紧固突出部和所述装配突出部包括孔，所述

孔在所述紧固突出部和所述装配突出部互锁时对准，使得可转动的手动螺杆能够插入穿过

对准的所述孔以将所述相机壳耦合至所述相机底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相机壳，其中当所述可转动的手动螺杆处于解锁位置时，所述

相机壳能够相对于所述相机底座枢转地转动，并且当所述可转动的手动螺杆处于锁定位置

时，所述相机壳相对于所述相机底座被固定就位。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相机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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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壳部分或所述第二壳部分上的一个或多个指示器窗，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指

示器窗被配置为当所述相机被设置在所述相机壳的所述腔中时与所述相机上的一个或多

个对应的相机指示器基本上对准，并且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指示器窗由透明或半透明材料

形成。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相机壳，其中所述第二铰链结构被配置为可拆卸地耦合至所

述第一铰链结构，使得所述第二壳部分能够从所述第一壳部分移除。

11.一种相机壳，包括：

具有四个侧面的主体，所述四个侧面形成腔以接纳相机，

门，被可拆卸地耦合至所述主体，以将所述相机紧固在所述腔中，其中当所述相机被所

述门紧固时，所述相机的前面和所述相机的后面被暴露；

在所述主体中的暴露区域，所述暴露区域被配置为当所述相机被紧固地包围在所述相

机壳内时，允许用户操控所述相机上与相机功能相关联的按钮或者访问所述相机的I/O接

口或麦克风接口；

在所述主体上的指示器窗，所述指示器窗被配置为当所述相机被设置在所述主体的所

述腔中时与所述相机上的可见指示器基本上对准；

闩扣，被配置为将所述门的第一侧面可拆卸地紧固到所述主体的第一侧面；

铰链，被配置为将所述门的第二侧面耦合至所述主体的第二侧面并允许所述门相对于

所述主体旋转；以及

紧固突出部，从所述主体延伸，所述紧固突出部被配置为与从相机底座延伸的对应的

装配突出部互锁。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相机壳，其中所述铰链包括被设置在所述主体的所述第二

侧面的边缘上的第一铰链结构和被设置在所述门的所述第二侧面的边缘上的第二铰链结

构，所述第二铰链结构被配置为可拆卸地耦合至所述第一铰链结构。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相机壳，其中所述第二铰链结构包括钩形突出部，并且所述

第一铰链结构包括杆形构件，并且其中所述钩形突出部被构造成紧固地连结到所述杆形构

件。

14.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相机壳，包括：

按钮，由柔韧材料形成，所述按钮被设置在所述主体上并且被配置为允许用户通过柔

韧材料操控所述相机上的对应的所述按钮。

15.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相机壳，其中所述闩扣包括钩形条和L形条，并且其中所述

第一侧面平行于所述第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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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壳

[0001] 本申请是于2014年7月14日向国际局提出、于2016年3月9日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国

家申请号为201480046598.6、发明名称为“相机壳”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公开内容涉及一种相机系统并且更具体地涉及一种灵活的用于相机的壳。

背景技术

[0003] 在户外和体育环境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相机。为了允许在这样的环境中安全使

用相机，相机需要被紧固到相机底座，这些相机底座继而可以被紧固到例如体育装备、车辆

或者用户。一个这样的用于将相机紧固到相机底座的装置是牢固地包围或者部分地包围相

机的相机壳。相机壳可以包括用于耦合到相机底座的装置从而允许用户在使用相机期间安

装紧固的相机。用于在相机壳内紧固相机或者从相机壳移除相机的困难或者复杂机构可能

削弱用户对相机壳的体验。此外，如果在相机壳内紧固或者从相机壳移除相机之前必须从

相机底座对相机壳去耦则可能进一步使用户的体验变复杂。

附图说明

[0004] 公开的实施例具有将从在结合附图阅读时的对本发明和所附权利要求的以下具

体描述中更容易地清楚的其它优点和特征，在附图中：

[0005] 图1a图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的相机系统的透视图。

[0006] 图1b图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的相机系统的另一备选透视图。

[0007] 图1c图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的相机系统的后部的透视图。

[0008] 图2a图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的用于与相机系统使用的相机的透视图。

[0009] 图2b图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的用于与相机系统使用的相机的后部的透视图。

[0010] 图3a图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配置为包围相机的相机壳的透视图。

[0011] 图3b图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有紧固闩扣机构的相机壳的透视图。

[0012] 图4a图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有闩扣机构的相机壳的透视图。

[0013] 图4b图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在打开位置中的闩扣机构的近透视图。

[0014] 图4c图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在闭合位置中的闩扣机构的近透视图。

[0015] 图5a-5c图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有配置为用作紧固臂的可折叠柄机构的相机的

透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各图和以下描述仅通过示例而涉及优选实施例。应当注意，从以下讨论将容易地

认识这里公开的结构和方法的备选实施例作为可以在未脱离要求保护的权利的原理的情

况下运用的可行备选。

[0017] 现在将具体参照若干实施例，在附图中图示这些实施例的例子。应当注意，只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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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就可以在各图中使用相似或者相同标号并且可以指示相似或者相同功能。各图仅出于示

例的目的而描绘公开的系统(或者方法)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从以下描述容易地认

识可以运用这里所示结构和方法的备选实施例而不脱离本文描述的原理。示例相机系统配

置

[0018] 相机系统包括相机和构造为至少部分地包围相机的相机壳。相机包括相机体，该

相机体具有在相机体的前表面上构造的相机透镜、在相机体的表面的前部上的各种指示器

(比如LED、显示器等)、各种输入机构(比如按钮、开关和触屏机构)和在相机体内部用于经

由相机透镜捕获图像和/或执行其它功能的电子装置(例如成像电子装置、功率电子装置

等)。相机壳可以包括在相机壳的前表面上构造和配置为与相机透镜大致对准的透镜窗并

且可以包括在相机壳的前表面上构造和配置为与相机指示器基本上对准的一个或者多个

指示器窗。

[0019] 图1a和图1b图示了根据一个示例实施例的相机系统的各种视图。相机系统包括相

机壳100以及其它部件。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壳部分102包括有四个侧面(即顶侧面、底侧

面、左侧面和右侧面)的前面，这四个侧面被构造为形成接受相机(例如静止相机或者视频

相机)的腔。在其它实施例中，相机壳100可以不包括一个或者多个边或者面。例如相机壳

100可以不包括前面或者后面，从而允许相机的前面和后面在被相机壳100的顶侧面、底侧

面、左侧面和右侧面部分地包围时被暴露。

[0020] 在一个实施例中，相机壳100具有小形状因子(例如，近似2至7厘米的高度、近似2

至7厘米的宽度和近似1至5厘米的深度)和轻重量(例如近似50至150克)。相机壳100可以是

刚性(或者基本上刚性)(例如塑料、金属、纤维玻璃等)或者柔韧(或者基本上柔韧)(例如皮

革、乙烯、氯丁橡胶等)的。在一个实施例中，相机壳100可以被适当地配置用于在各种元件

中使用。例如相机壳100可以包括在例如在冲浪或者水中驾驶之时使用时使相机防水的防

水罩。

[0021] 相机壳100的部分可以包括用于允许用户操控相机上的与相机功能关联的按钮的

暴露区域。备选地，这样的区域可以由柔韧材料覆盖以允许用户经过相机壳100操控按钮。

例如在一个实施例中，相机壳100的顶面包括外快门按钮112，该外快门按钮被构造使得相

机的快门按钮112在相机被紧固在相机壳100内时与外快门按钮112大致对准。相机的快门

按钮112操作地耦合到外快门按钮112，从而按压外快门按钮112允许用户操作相机快门按

钮。

[0022] 相机壳100的前面可以包括透镜窗104，该透镜窗被构造使得相机的透镜在相机被

紧固在相机壳100内时与透镜窗104大致对准。透镜窗104可以被适配用于与常规透镜宽角

度透镜、平坦透镜或者任何其它特殊化的相机透镜使用。在这一实施例中，透镜窗104包括

防水密封以便维持相机壳100的防水方面。

[0023] 在一个实施例中，相机壳100包括用于将相机壳100紧固到多种装配设备之一的一

个或者多个紧固结构120。例如图1a图示紧固到夹式底座122的相机壳。在这一例子中，相机

壳100包括第一多个突出部(如图1b中所示突出部124)，并且底座122包括第二多个突出部。

每个突出部包括在突出部内的相似位置的孔(如图1b中所示孔126)，使得第一和第二多个

突出部可以以突出孔大致对准这样的方式而互锁。继续本例，经过对准的孔插入可转动手

动千斤顶从而将相机壳100耦合到底座122，使得相机壳可以在可转动手动千斤顶在第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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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位置中时相对于底座枢转地旋转，并且使得相机壳在可转动手动千斤顶在第二锁定位

置中时相对于底座被位置固定。在其它实施例中，相机壳100可以被紧固到不同类型的装配

结构并且可以经由不同类型的耦合机构被紧固到装配结构。

[0024] 在将壳紧固到相机底座之后，相机底座继而可以可选地被紧固到用户的背包、体

育装备或者身体。这允许用户使用相机用于拍摄(例如在免提配置或者方式中)而无需物理

地手持、防护或者以别的方式物理地握持相机。

[0025] 在一个实施例中，相机壳100包括指示器窗106，该指示器窗被构造使得一个或者

多个相机指示器在相机被紧固在相机壳100内时与指示器窗106基本上对准。指示器窗106

可以是任何形状或者大小并且可以由与相机壳100的其余部分相同的材料制成或者可以由

任何其它材料、例如透明或者半透明材料和/或非反射材料制成。

[0026] 描述的壳100除了相机之外也可以被适配用于可变形状、大小和尺度的更广范围

的设备。例如膨胀模块可以被附着到壳100以向电子设备，比如蜂窝电话、音乐播放器、个人

数字助理(“PDA”)、全球定位系统(“GPS”)单元或者其它便携电子设备添加膨胀特征。

[0027] 图1c是根据一个实施例的图示了第二壳部分128的相机壳100的后透视图。与第一

壳部分102的前面相反，第二壳部分128与第一壳部分可拆卸地耦合。第一壳部分102和第二

壳部分128被共同地构造为当第二壳部分128在闭合位置中被紧固到第一壳部分102时在腔

内包围相机。

[0028] 第二壳部分128可以包括允许从壳100移除相机的门130。门130绕着允许打开或者

关闭门130的铰链136转动。在一个实施例中，位于相机壳100的顶面上的第一紧固结构138

可拆卸地耦合到门130上的第二紧固结构140。紧固结构138、140如图2中所示在耦合时在闭

合位置中将门130紧固到相机壳100的第一部分102。在一个实施例中，紧固结构138包括钩

形横条，而紧固结构140包括L形条。紧固结构138可以向上转动以允许门130闭合、然后可以

绕着紧固结构140被向下按压以在闭合位置中保持门130。在不同实施例中，用于紧固门130

的紧固结构例如可以包括按钮组件、带扣组件夹组件、钩和环组件、磁体组件、球和钩组件

以及粘合组件或者任何其它类型的紧固机构。

[0029] 在一个备选实施例中，铰链136替代地位于壳100的顶面上，并且紧固结构138、140

替代地位于壳100的底面上。备选地，铰链136和紧固结构138、140可以位于相机壳100的相

反侧面上。

[0030] 在一个实施例中，壳100包括防水密封，从而壳100在门130被关闭时防水。例如在

一个实施例中，门130包括定位在门130的内边缘上的密封结构。密封结构在相机壳100的顶

面上的第一紧固结构138耦合到门130的顶侧边缘上的第二紧固结构140时提供在相机壳

102的第一部分与门130之间的防水密封。

[0031] 在一个实施例中，在第二壳部分128的底侧边缘上的外铰链结构132可拆卸地耦合

到第一壳部分102的底侧边缘上的内铰链结构134以形成铰链136。例如在一个实施例中，外

铰链结构132包括构造为紧固地连结到内铰链结构134的杆形构建上的一个或者多个钩形

突出部。也可以在各种备选实施例中使用用于将第二壳部分128耦合到壳100的其它机构。

在其它实施例中，第二壳部分128可以被持久地附着到第一壳部分102。

[0032] 图2a图示了根据一个示例实施例的用于与本文描述的相机系统使用的相机200。

相机200被配置为捕获图像和视频并且存储捕获的图像和视频以用于后续显示或者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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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200被适配为在相机壳、比如以上讨论的壳100或者本文描述的任何其它壳内相配。如

图所示，相机200包括透镜202，该透镜被配置为接受在透镜上入射的光并且将接受的光指

引到透镜内部的图像传感器上。透镜202被透镜环204包围。

[0033] 相机200可以包括各种指示器，包括图2a中所示的LED灯206和LED显示器208。在壳

100内包围相机200时，LED显示器208被配置为与指示器窗106基本上对准，而LED灯207被配

置为经过壳100可见。相机200也可以包括配置为允许相机的用户与相机交互、接通相机和

以别的方式配置相机的操作模式的按钮210。相机200也可以包括配置为与记录视频结合接

收和记录音频信号的麦克风212。相机200这一侧包括I/O接口214。尽管图2a的实施例图示

被紧固门包围的I/O接口214，但是I/O接口可以包括任何类型或者数目的I/O端口或者机

构、比如USC端口、HDMI端口、记忆卡槽等。

[0034] 图2b图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的用于与相机系统使用的相机200的后部的透视图。

相机200包括覆盖可移除电池和电池接口的门216。可以经由门释放机构218而移除门216。

相机也包括配置为接收可移除膨胀包、比如显示模块、额外电池模块、无线模块等的膨胀包

接口220。可移除膨胀包在耦合到相机200时经由膨胀包接口220向相机提供附加功能。

[0035] 例子相机壳

[0036] 图3a图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配置为包围相机的相机壳300的透视图。如图3a中

所示，相机壳300包括配置为包围相机的四侧面框320。图3a的相机壳沿着相机的横向侧面

(顶侧面、底侧面、左侧面和右侧面)牢固地包围相机而未遮蔽相机的前面和后面。相机壳

300有益地未遮蔽相机透镜、任何LCD或者其它显示器(前或者后)、任何光指示器或者按钮

和其它用户界面元素。为了在被壳包围时向相机提供附加保护，相机侧面可选地由材料(比

如橡胶)层覆盖以在包围位置中提供在相机侧面与相机壳的内周长之间的摩擦紧握。

[0037] 如图3a所示，相机壳300包括四侧面框320，该四侧面框包括顶侧面320-1(包括段

320-1-a和320-1-b)、底侧面320-2、左侧面320-3和右侧面320-4。在一个实施例中，四侧面

框320为单体构造。在一个备选实施例中，四侧面框320可以由耦合在一起的一个或者多个

段构造(例如胶合、焊接或者拼接)。

[0038] 段320-1-a枢转地耦合到由闩扣臂350-1制成的第一闩扣部件，而段320-1-b枢转

地耦合到由闩扣臂350-2和闩扣臂350-3制成的第二闩扣部件。第一闩扣部件和第二闩扣部

件枢转地耦合在一起以形成闩扣机构350。在闩扣机构350在闭合位置中时(例如，如参照图

3b和图4c进一步说明的那样)，框牢固地包围相机。在闩扣机构处于打开位置中时(如以下

参照图3a和图4a进一步说明的那样)，段320-1-a和段320-1-b可分离，从而允许插入或者移

除相机。在一些常规相机壳配置中，向框中插入相机或者从框移除相机需要从相机底座390

移除相机。因而，闩扣机构350允许从相机壳320移除相机而无需从相机底座移除壳。

[0039] 四侧面框320具有如用图3b进一步描述的那样允许框与相机的周长相配的周长尺

度。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顶侧面具有近似为2至7厘米的长度和近似为1至5厘米的宽度。在

一些实施例中，闩扣臂350-1具有近似为3至4厘米的长度和近似为0.25至1厘米的宽度，而

闩扣臂350-2和350-3具有近似为2至3厘米的长度和近似为0.25至1厘米的宽度。

[0040] 如图3a中所示，闩扣臂350-1包括由铰链机构370-1枢转地(例如可旋转地)耦合到

段320-1-a的框耦合臂端。闩扣臂350-2和闩扣臂350-3各自包括对应框耦合的臂端，并且分

别由铰链机构370-2和370-3枢转地耦合到段320-1-b。应当注意，虽然闩扣臂350-2和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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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3a的实施例中形成单个闩扣部件，但是在其它实施例中，闩扣臂是分离/非耦合部件。

闩扣臂350-1由铰链机构370-4枢转地耦合到闩扣臂350-2和350-3。铰链机构370-4允许闩

扣臂350-1相对于闩扣臂350-2和350-3枢转地旋转。

[0041] 壳320包括从壳的底侧面320-2突出的多个突出部(突出部385-1和385-2)。突出部

被配置为与相机底座390的配对突出部互锁。应当注意虽然在壳的底侧面320-2上示出，但

是在备选实施例中，多个突出部从相机壳的左侧面、右侧面或者顶部突出。类似地，虽然在

相机壳的顶侧面320-1上示出闩扣机构，但是在备选实施例中，闩扣机构位于相机壳的不同

侧面、比如左侧面或者右侧面上。

[0042] 相机壳300可以由机械上顺应或者柔韧的材料(如比如塑料、树脂或者聚碳酸酯材

料)制成，从而允许框充分地曲折和弯曲以便实现向框中插入和从框抽出相机。闩扣部件可

以由电气上非传导的材料(比如塑料或者树脂)制成以防止或者最小化对位于相机上的天

线的干扰。在一些实施例中，相机壳300具有近似为4至6厘米的高度、近似为5至7厘米的宽

度和近似为1至4厘米的深度。相机壳300可以由光透明、基本上透明、半透明或者不透明材

料制成。在一些实施例中，相机壳300由防水或者耐水材料制成。

[0043] 图3b图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有紧固闩扣机构350的相机壳300的透视图。在闭合

位置中，相机被框320基本上包围，并且相机320的内周长(周长P1)基本上等于相机的外横

向周长。作为结果，在闩扣机构处于闭合位置中时，相机被牢固地包围在相机壳以内。

[0044] 如图3b中所示，在闭合位置中，闩扣机构350在位置396与侧面320-1和在位置397

与侧面320-4基本上齐平。作为结果，在闭合位置中，闩扣机构与框的其余部分齐平由此提

高相机壳的美观度。另外，框在闭合位置中与闩扣机构的均匀和无缝表面(例如由于在闩扣

区域周围不存在暴露的接头或者裂缝)可以帮助保证框未物理地钩在周围物体(例如在环

境中的其它体育装备、用户或者物体)上或者与周围物体纠缠。

[0045] 在一些实施例中，替代在位置396与侧面320-1和在位置397与侧面320-4基本上齐

平的是，闩扣机构350在位置396处在侧面320-1的表面以上和在位置397处在侧面320-4的

表面以上突出。在其中闩扣机构350比相机壳300的顶侧面320-1更厚的这样的实施例中，闩

扣机构350可以有益地提供更好的加固、强度和稳定性、因此更安全。

[0046] 另外，在闩扣机构处于闭合位置中时，段320-1-a和段320-1-b被分离第一预定义

的分离距离D1。在闩扣机构在闭合位置中时，框320的有效周长P1基本上等于相机的横向周

长。在一些实施例中，在闩扣机构350在闭合位置中时，段320-1-a和320-1-b基本上接触从

而将有效距离D1减少至基本上为零。

[0047] 回到图3a，段320-1-b包括包围间隙380的段边界，该间隙被配置为在闭合位置中

接收闩扣机构350(例如，如图3b中所示)，从而在闭合位置中，闩扣机构350占据间隙380并

且被段边界包围。在一些实施例中，段边界的沿着段320-1-b的长度形成的长度方向部分被

宽度方向支撑构件(图3b的构件395)硬性地连接、由此紧固在段边界的长度方向部分之间

的固定间距。这使得闩扣机构350有可能打开而未横向地向外推动段边界、由此在横向方向

上将框的顶侧面约束在它的原有形状中。

[0048] 图4a图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有闩扣机构350的相机壳300的另一透视图。在打开

位置中，闩扣机构350从框320向外提起，由此允许段320-1-a和段320-1-b相互分离。在段

320-1-a和320-1-b被分离时，框320的内周长被放大成比相机的外横向周长更大的有效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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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P2，由此允许向框中插入或者从框中移除相机。在段320-1-a和段320-1-b之间的间距D2

在闩扣机构处于打开位置中时随着闩扣臂350-1相对于闩扣臂350-2和350-3枢转地旋转时

增加或者减少。

[0049] 在一些实施例中，相机壳300还包括一个或者多个相应开口(例如开口或者孔洞

420-1和420-1)以容纳以下各项中的一项或者多项：相机电源按钮数据端口、麦克风接口

等。在框上的这些开口在相机被牢固地包围在壳内时与对应相机特征对准从而允许方便地

访问相机功能而无需从壳中移除相机。

[0050] 图4b图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在打开位置中的闩扣机构350的近透视图。如图4b

所示，闩扣部件350-1、350-2和350-3各自形成相对于框320的顶侧面的角度分离。在一些实

施例中，闩扣臂350-1形成相对于框320的顶侧面的角度分离A1，闩扣臂350-2形成相对于框

320的顶侧面的角度分离A2，而闩扣臂350-1形成相对于闩扣臂350-2的角度分离A3。随着闩

扣机构350从闭合位置移向打开位置，角度A2和A3增加而A1减少。类似地，随着段320-1-a和

320-1-b被分离从而使闩扣臂350-1从闩扣臂350-2和350-3转动角度离开，角度A3增加。

[0051] 图4c图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在闭合位置中的闩扣机构350的近透视图。如图4c

所示，在闭合位置中，段320-1-a和段320-1-b被分开距离D1。如图4b-4c中所示，段320-1b的

至少部分在配置为在闩扣机构处于闭合位置中时密封如果存在的在段320-1-a与320-1-b

之间的间隙的可压缩材料切片(例如橡胶件)450中终止。

[0052] 如图4b-4c所示，闩扣部件350-1、350-2和350-3包括配置为在与第二段320-1b相

邻的拐角460之上折叠的基本上成直角弯曲。成直角弯曲允许闩扣机构与壳的顶侧面、壳的

相邻侧面和壳的拐角——顶侧面和相邻侧面相交于该拐角——齐平。

[0053] 图5a-5c图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有可折叠柄机构520的相机壳300的透视图，该

可折叠柄机构被配置为用作紧固臂。在一些实施例中，可折叠柄520用作配置为容纳和紧固

耦合到相机体的延伸模块的紧固保持器。可折叠柄520包括枢转地耦合到相机壳的一个侧

面的第一臂530-1和第二垂直臂530-2。图5b图示了在配置为紧固相机和耦合的延伸模块的

第一位置中的柄520。相机壳可以包括配置为在被向下折叠到第二位置中时容纳柄的互反

缺口540(如图5c中所示)。互反缺口允许柄在第二位置中时与相机壳的内壁齐平。

[0054] 附加配置考虑

[0055] 贯穿本说明书，一些实施例已经使用表达“耦合”及其派生表达。如这里所用术语

“耦合”未必限于两个或者多个元件直接物理或者电接触。实际上，术语“耦合”也可以涵盖

两个或者更多元件未相互直接接触、但是仍然相互配合或者交互或者被构造为提供在元件

之间的热传导路径。

[0056] 类似地，如这里所用，术语“包括”、“具有”或者其任何其它变化旨在于覆盖非穷举

包括。例如包括要素列表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装置未必仅限于那些要素、但是可以包括

未明确地列举的或者这样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装置固有的其它要素。

[0057] 此外，运用对“一个/一种”的使用以描述这里的实施例的要素和部件。这样做仅为

了方便并且给出本发明的一般意义。应当解读这一描述包括一个或者至少一个，并且单数

除非明显的是它另有含义则也包括多个。

[0058] 最后，如这里所用，对“一个实施例”或者“实施例”的任何引用意味着结合该实施

例描述的特定单元、特征、结构或者特性被包括在至少一个实施例中。短语“在一个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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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于说明书中的各处未必都指代相同实施例。

[0059] 在阅读本公开内容时，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从这里的原理理解用于如公开的相机壳

的更多附加备选结构和功能设计。因此，尽管已经图示和描述具体实施例和应用，但是将理

解，公开的实施例不限于这里公开的精确构造和部件。可以在这里公开的方法和装置的布

置、操作和细节上做出本领域技术人员将清楚的各种修改、改变和变化而不脱离在所附权

利要求中定义的精神实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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