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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式耳机音响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复合式耳机音响，包

含两壳体、一无线讯号收发模块及一连接件，该

壳体设有一组接面，并于壳体内设有一播音模

块，该无线讯号收发模块设在壳体内，该无线讯

号收发模块能接收外部声音讯号，并将声音讯号

传输至播音模块，该连接件两端分别组合在各壳

体顶部，使所述壳体的组接面相互对应，所述壳

体能通过连接件配戴在人员头部，使壳体的组接

面接触人员耳朵，令播音模块通过组接面对外播

放声音讯号的声音，而成为耳机型态，所述壳体

亦能够以组接面相互对接成一体，令播音模块通

过壳体外壁对外播放声音讯号的声音，而成为音

响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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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式耳机音响，其特征在于，包含：

两壳体，分别设有一组接面，并于所述壳体内设有一播音模块；

一无线讯号收发模块，设在所述壳体内，所述无线讯号收发模块能够接收外部的声音

讯号，并将所述声音讯号传输至所述播音模块；

一连接件，两端分别组合在各所述壳体顶部，使所述壳体的组接面相互对应，所述壳体

能够通过所述连接件配戴在人员头部，使所述壳体的组接面接触人员耳朵，令所述播音模

块通过所述组接面对外播放所述声音讯号的声音，而成为耳机型态；以及

所述壳体能够以所述组接面相互对接成一体，令所述播音模块通过所述壳体外壁对外

播放所述声音讯号的声音，而成为音响型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式耳机音响，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未相互对接成一体

时，令所述播音模块通过所述壳体外壁对外播放所述声音讯号的声音，而成为音响型态。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复合式耳机音响，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外壁设成半球形，

使所述壳体在相互对接时成为一球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复合式耳机音响，其特征在于：所述播音模块包括一耳机及一

扩音喇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复合式耳机音响，其特征在于：所述组接面之间通过凹凸结

构、扣接结构、夹持结构或磁性结构相互对接组合。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复合式耳机音响，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讯号收发模块为蓝牙

模块、RFID模块或Wifi模块。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复合式耳机音响，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内设有一电连接所述

播音模块的收音机模块，所述组接面设有至少一耳机出音孔和至少一扩音喇叭出音孔，所

述壳体外壁设有至少一扩音喇叭出音孔。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复合式耳机音响，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上设有一电连接所述

无线讯号收发模块的麦克风连接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复合式耳机音响，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上设有一电连接所述

播音模块的USB连接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复合式耳机音响，其特征在于：所述播音模块连接一可外接

声音讯号的讯号线，所述壳体顶部设有一可供所述连接件伸入所述壳体内以调整长度的开

口，所述壳体上设有一可控制所述播音模块、所述无线讯号收发模块和所述收音机模块的

操作接口，所述壳体底部设有一可供所述壳体竖立的平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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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式耳机音响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复合式耳机音响，能够配戴在人员头部成为耳机，亦能够相

互对接成为音响，特别涉及该复合式耳机音响的壳体、播音模块、无线讯号收发模块和连接

件。

背景技术

[0002] 应用可配戴在人员耳朵的耳机，来接收随身听、电视、计算机或手机等电器的声音

讯号，并将该声音讯号转换成声音(语音、音乐、音效)，直接播放至人员耳朵，已经是常规技

术。常规耳机中包括有一种耳罩式耳机，这类耳机通常设成一左耳罩及一右耳罩，可分别罩

住人员左、右耳朵上，该左耳罩与右耳罩之间以一连接件相互连接，而且该左耳罩与右耳罩

可通过该连接件配戴在人员头部。

[0003] 然而，上述耳机仅具有贴在人员耳朵播放微小声音的能力，无法大幅提高音量，因

此难以将耳机放在桌上播放声音讯号的声音给众人聆听。此外，常规耳机的左耳罩、右耳罩

和连接件的整体宽度不小，容易占据较多收藏空间，并造成携带上的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复合式耳机音响，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复合式耳机音响，包含：两壳体，分别设有一组接面，并于

该壳体内设有一播音模块；一无线讯号收发模块，设在该壳体内，该无线讯号收发模块能够

接收外部的声音讯号，并将该声音讯号传输至该播音模块；以及一连接件，两端分别组合在

各该壳体顶部，使所述壳体的组接面相互对应。

[0006] 借由上述，所述壳体能够通过该连接件配戴在人员头部，使该壳体的组接面接触

人员耳朵，令该播音模块通过该组接面对外播放该声音讯号的声音，而成为耳机型态；并

且，所述壳体能够以该组接面相互对接成一体，令该播音模块通过该壳体外壁对外播放该

声音讯号的声音，而成为音响型态。

[0007] 依据上述主要结构特征，所述壳体未相互对接成一体时，令该播音模块通过该壳

体外壁对外播放该声音讯号的声音，而成为音响型态。

[0008] 依据上述主要结构特征，该壳体外壁设成半球形，使所述壳体在相互对接时成为

一球体。

[0009] 依据上述主要结构特征，该播音模块包括一耳机及一扩音喇叭。

[0010] 依据上述主要结构特征，所述组接面之间通过凹凸结构、扣接结构、夹持结构或磁

性结构相互对接组合。

[0011] 依据上述主要结构特征，该无线讯号收发模块为蓝牙模块、RFID模块或Wifi模块。

[0012] 依据上述主要结构特征，该壳体内设有一电连接该播音模块的收音机模块，该组

接面设有至少一耳机出音孔和至少一扩音喇叭出音孔，该壳体外壁设有至少一扩音喇叭出

音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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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依据上述主要结构特征，该壳体上设有一电连接该无线讯号收发模块的麦克风连

接器。

[0014] 依据上述主要结构特征，该壳体上设有一电连接该播音模块的USB连接器。

[0015] 依据上述主要结构特征，该播音模块连接一可外接声音讯号的讯号线，该壳体顶

部设有一可供该连接件伸入壳体内以调整长度的开口，该壳体上设有一可控制该播音模

块、无线讯号收发模块和收音机模块的操作接口，该壳体底部设有一可供壳体竖立的平坦

面。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两壳体可配戴在人员头部成为耳机，更可将两壳

体相互对接、结合成一体，即可放在桌上作为音响使用，同时该音响可利用底部平坦面平稳

站立，而且所述对接成一体的壳体可大幅缩减宽度、体积，节省收藏空间，有利于随身携带。

改善常规耳机无法扩音供众人聆听、占据收藏空间和携带不便等缺失。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较佳实施例的立体图；

[0018] 图2是图1的组成结构的方块图；

[0019] 图3是图1的一使用状态的立体图；

[0020] 图4是图1的另一使用状态的立体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

[0022] 1    壳体

[0023] 11   组接面

[0024] 12    平坦面

[0025] 13   耳机出音孔

[0026] 14    扩音喇叭出音孔

[0027] 15   开口

[0028] 2    连接件

[0029] 3    无线讯号收发模块

[0030] 4    播音模块

[0031] 41   耳机

[0032] 42    扩音喇叭

[0033] 43   讯号线

[0034] 5    收音机模块

[0035] 6     麦克风连接器

[0036] 60    麦克风

[0037] 7     USB连接器

[0038] 8     操作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

至终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9072671 U

4



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而不能解释为对本实用新型的

限制。

[0040] 请参阅图1和图2，揭示出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的图式，由上述图式说明本实用新

型的复合式耳机音响，包含两壳体1、一连接件2及一无线讯号收发模块3的组合结构。

[0041] 所述两壳体1分别设有一组接面11，所述壳体1的组接面11之间可通过凹凸结构、

扣接结构、夹持结构或磁性结构相互对接组合。该壳体1底部设有一可供壳体1竖立的平坦

面12。

[0042] 该壳体1内设有一播音模块4，该播音模块4包括一耳机41及一扩音喇叭42，该播音

模块4连接一可外接声音讯号的讯号线43。该壳体1组接面11设有至少一耳机出音孔13和至

少一扩音喇叭出音孔14，该壳体1外壁设有至少一扩音喇叭出音孔14。

[0043] 该无线讯号收发模块3可为蓝牙模块、RFID模块或Wifi模块，该无线讯号收发模块

3设在该壳体1内，该无线讯号收发模块3能够接收外部随身听、电视、计算机或手机等电器

的声音讯号，并将该声音讯号传输至该播音模块4。

[0044] 该连接件2两端分别组合在各该壳体1顶部，使所述壳体1的组接面11相互对应；在

本实施例中，该壳体1顶部设有一可供该连接件2伸入壳体1内以调整长度的开口15。

[0045] 如图1和图2所示，欲使用耳机41时，可先通过壳体1开口15调整该连接件2的长度，

再将所述壳体1通过该连接件2配戴在人员头部，使该壳体1的组接面11接触人员耳朵，即可

利用该无线讯号收发模块3或讯号线43接收外部声音讯号，并将声音讯号传输至该播音模

块4，令该播音模块4的耳机41通过该组接面11或耳机出音孔13对外播放该声音讯号的声

音，使所述壳体1和连接件2成为耳机型态。

[0046] 请参阅图2和图3，欲使用音响时可将所述壳体1以该组接面11相互对接成一体，当

所述对接成一体的壳体1摆放在桌上或任何平面时，该平坦面12可保持所述壳体1呈平稳站

立状态，再由该无线讯号收发模块3或讯号线43将外部声音讯号传输至该播音模块4，令该

播音模块4的扩音喇叭42通过该壳体1外壁或扩音喇叭出音孔14对外播放该声音讯号的声

音，使所述壳体1和连接件2成为音响型态。

[0047] 请参阅图4，所述壳体1未相互对接成一体时，亦可令该播音模块4的扩音喇叭42通

过该组接面11或壳体1外壁的扩音喇叭出音孔14对外播放该声音讯号的声音。

[0048] 据此，本实用新型的两壳体1可配戴在人员头部成为耳机，更可将两壳体1相互对

接、结合成一体，即可放在桌上作为音响使用，同时该音响可利用底部平坦面12平稳站立，

而且所述对接成一体的壳体1可大幅缩减宽度、体积，节省收藏空间，有利于随身携带。改善

常规耳机无法扩音供众人聆听、占据收藏空间和携带不便等缺失。

[0049] 如图2所示，该壳体1内亦可设置一电连接该播音模块4的收音机模块5，使该收音

机模块5接收外部的广播讯号，并将该广播讯号传输至该播音模块4，令该播音模块4对外播

放广播音乐或语音，让人员在使用耳机或音响时亦可聆听广播音乐或语音。

[0050] 如图1和图2所示，该壳体1上设有一电连接该无线讯号收发模块3的麦克风连接器

6，当该壳体1作为耳机使用时，该麦克风连接器6能够外接一麦克风60，使该麦克风60伸向

人员嘴巴，即可通过该麦克风60将人员发出的声音转换成语音讯号，并经由该无线讯号收

发模块3对外部电器(例如：计算机、电影游乐器)发送该语音讯号。

[0051] 图中并显示，该壳体1上设有一电连接该播音模块4的USB连接器7，该USB连接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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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插接外部随身碟或其他数据储存装置，从而读取数据至该播音模块4对外播放。并且，

该壳体1上设有一可控制该播音模块4、无线讯号收发模块3和收音机模块5的操作接口8(例

如：按钮、旋钮)。

[0052] 在较佳的考虑中，该壳体1外壁可设成半球形，使所述壳体1在相互对接时，成为一

球体，而且该半球形壳体1外壁可绘制图形或花纹，例如：西瓜图形，如此当所述壳体1相互

对接时，即可组成一完整的西瓜，提升使用上的趣味性。

[0053] 以上依据图式所示的实施例详细说明了本实用新型的构造、特征及作用效果，以

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但本实用新型不以图面所示限定实施范围，凡是依

照本实用新型的构想所作的改变，或修改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仍未超出说明书与图

示所涵盖的精神时，均应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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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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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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