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393208.9

(22)申请日 2018.11.21

(71)申请人 广州番禺巨大汽车音响设备有限公

司

地址 511430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

石北工业大道巨大德威工业园

(72)发明人 庄少宏　曾庆法　何艳　高正彬　

吴亚新　劳凯邦　

(74)专利代理机构 佛山市广盈专利商标事务所

(普通合伙) 44339

代理人 李俊

(51)Int.Cl.

H04R 1/2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

音响设备，其中，所述一体化音响设备包括：外形

为六面体的外壳、通过弹簧固定柱固定在外壳内

部的支撑板、设置在支撑板上的控制电路板和与

控制电路板电连接的两个音响播放器、无线数据

传输模块、电源模块、语音采集模块；其中，外壳

的正面内嵌LED显示屏，在LED显示屏下方分别设

置有电源开关按键、USB接口和Tpye-c接口；控制

电路板上设置有主控芯片、音频解码器、功率放

大器和语音控制模块；在外壳底部四个支撑脚上

分别设置金属脚垫；弹簧固定柱分别内嵌设置在

外壳底部四个支撑脚的内部。在本发明实施例

中，可以有效防止音响在使用时过度震动，影响

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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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体化音响设备包括：外形

为六面体的外壳、通过弹簧固定柱固定在所述外壳内部的支撑板、设置在所述支撑板上的

控制电路板和与所述控制电路板电连接的两个音响播放器、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电源模块、

语音采集模块；其中，

所述外壳的正面内嵌LED显示屏，在所述LED显示屏下方分别设置有电源开关按键、USB

接口和Tpye-c接口；

所述控制电路板上设置有主控芯片、音频解码器、功率放大器和语音控制模块，所述主

控芯片分别与所述音频解码器、所述语音控制模块电连接，所述功率放大器与所述音频解

码器电连接；

在所述外壳底部四个支撑脚上分别设置金属脚垫；所述弹簧固定柱分别内嵌设置在所

述外壳底部四个支撑脚的内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音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簧固定柱的弹簧两端分

别固定有比弹簧截面圆形直径大五分之一，且厚度为0.3-0.5cm的金属圆柱；金属脚垫为铜

脚垫。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体化音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板通过固定钉固定在

所述弹簧固定柱的一端金属柱上，所述弹簧固定柱的另一端的金属柱卡扣连接在所述外壳

底部的支撑脚底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音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的背面设置有横条状

的散热孔；所述外壳的左右两个侧面分别设有网状圆形小孔；所述两个音响播放器分别正

对外壳的左右两个侧面的所述网状圆形小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音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LED显示屏、所述电源开关

按键、所述USB接口和所述Tpye-c接口分别与所述控制电路板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音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语音采集模块为麦克风设

备。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音响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包括

WiFi无线数据传输模块、蓝牙数据传输模块和zigbee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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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音响防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音响设备的声学特性不仅要满足声学特性指标国家标准的要求，还要满足主观听

音的要求，因为声学特性指标不能完全体现实际语音效果，语音的好坏最终是由人的主观

听音感觉来决定，在声学设计时，电声与建声设计应良好配合，满足以下主观听音要求：恰

当的响度；响度是实际听音的强度感觉，它与扩声系统的最大声压级指标有直接关系，对于

演出来讲，只有达到足够的响度，才能使音响效果得以充分表现；系统输出功率、音箱的摆

放位置等将直接决定听音区域的响度状态：高清晰度。

[0003] 但是现在音响设备的设计中，若不注意减少震动，则音响设备在播放音乐的时候，

语音越大，其整个音响设备的震动就越大，音响设备的震动越大，播放出来的语音品质则越

差，将严重影响用户对音响设备的使用体验。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

化音响设备，设置多重防震涉及，具备了良好的防震效果，减小音响设备的震动幅度，保证

音乐等播放品质。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

备，所述一体化音响设备包括：外形为六面体的外壳、通过弹簧固定柱固定在所述外壳内部

的支撑板、设置在所述支撑板上的控制电路板和与所述控制电路板电连接的两个音响播放

器、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电源模块、语音采集模块；其中，

[0006] 所述外壳的正面内嵌LED显示屏，在所述LED显示屏下方分别设置有电源开关按

键、USB接口和Tpye-c接口；

[0007] 所述控制电路板上设置有主控芯片、音频解码器、功率放大器和语音控制模块，所

述主控芯片分别与所述音频解码器、所述语音控制模块电连接，所述功率放大器与所述音

频解码器电连接；

[0008] 在所述外壳底部四个支撑脚上分别设置金属脚垫；所述弹簧固定柱分别内嵌设置

在所述外壳底部四个支撑脚的内部。

[0009] 可选的，所述弹簧固定柱的弹簧两端分别固定有比弹簧截面圆形直径大五分之

一，且厚度为0.3-0.5cm的金属圆柱；金属脚垫为铜脚垫。

[0010] 可选的，所述支撑板通过固定钉固定在所述弹簧固定柱的一端金属柱上，所述弹

簧固定柱的另一端的金属柱卡扣连接在所述外壳底部的支撑脚底部。

[0011] 可选的，所述外壳的背面设置有横条状的散热孔；所述外壳的左右两个侧面分别

设有网状圆形小孔；所述两个音响播放器分别正对外壳的左右两个侧面的所述网状圆形小

孔。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561370 A

3



[0012] 可选的，所述LED显示屏、所述电源开关按键、所述USB接口和所述Tpye-c接口分别

与所述控制电路板电连接。

[0013] 可选的，所述语音采集模块为麦克风设备。

[0014] 可选的，所述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包括WiFi无线数据传输模块、蓝牙数据传输模块

和zigbee模块。

[0015]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在在音响设备底部设置金属脚垫和在支撑板与外

壳之间采用弹簧固定柱的设计，可以防止音响在使用时过度震动，具备了良好的防震效果，

减小音响设备的震动幅度，保证音乐等播放品质；通过设置语音采集模块和语音控制模块，

用户可以通过语音对音响设备进行控制，提高用户在使用时的体验度。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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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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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备的外观整体结构组成示

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备的爆炸结构组成示意

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备的正面切面结构组成示

意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备的内部结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2]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备的外观整体结构组成示

意图；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备的爆炸结构组成示意图；图

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备的正面切面结构组成示意图；图4是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备的内部结构俯视图。

[0023] 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一种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备，所述一体化音

响设备包括：外形为六面体的外壳1、通过弹簧固定柱4固定在所述外壳内部的支撑板3、设

置在所述支撑板3上的控制电路板31和与所述控制电路板31电连接的两个音响播放器35、

无线数据传输模块33、电源模块34、语音采集模块32；其中，

[0024] 所述外壳1的正面内嵌LED显示屏11，在所述LED显示屏11下方分别设置有电源开

关按键12、USB接口13和Tpye-c接口14；

[0025] 所述控制电路板31上设置有主控芯片311、音频解码器312、功率放大器313和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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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模块314，所述主控芯片311分别与所述音频解码器312、所述语音控制模块314电连接，

所述功率放大器313与所述音频解码器312电连接；

[0026] 在所述外壳1底部四个支撑脚上分别设置金属脚垫2；所述弹簧固定柱4分别内嵌

设置在所述外壳1底部四个支撑脚的内部。

[0027]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过程中，语音采集模块32有两个，分别设置在无线数据传输模

块33的两边，这样可以增加语音采集的准确度。

[0028]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过程中，在外壳1的底部四个支撑脚上分别设置金属脚垫2，其

设计理念是利用多种不同金属物料的共震频率，将器材或音响所传出之震动作转移和底

消，以达到绝缘及改善音色的效果。

[0029]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弹簧固定柱4固定在支撑板3，在音乐的播放的过

程中，整个音响设备都可能产生振动等，并且播放音乐的两个音响播放器35均在支撑板3

上，由此支撑板3可能产生较大的震动，从而会影响两个音响播放器35播放的声音品质；通

过设置弹簧固定柱4来消除播放是产生的震动，保证音频播放的品质。

[0030]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在音响设备上增加语音采集模块32和语音控制模

块314，可以实现用户对音响设备的语音控制，用户通过自己的声音实现对音响设备的播放

等功能的控制，可以提高用户对音响设备的使用体验。

[0031]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过程中，所述弹簧固定柱4的弹簧两端分别固定有比弹簧截面

圆形直径大五分之一，且厚度为0.3-0.5cm的金属圆柱41；金属脚垫为铜脚垫；具体的，厚度

优选为0.3cm，金属柱41的的材料优选为铜，与金属脚垫的材料也优选为铜；铜具有较好的

防共震的效果。

[0032]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过程中，所述支撑板通过固定钉固定在所述弹簧固定柱4的一

端金属柱上，所述弹簧固定柱4的另一端的金属柱卡扣连接在所述外壳1底部的支撑脚底

部；具体的通过金属柱卡41卡扣，可以牢固的将弹簧固定柱4固定在外壳1底部的支撑脚底

部。

[0033]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过程中，所述外壳1的背面设置有横条状的散热孔16；所述外壳

1的左右两个侧面分别设有网状圆形小孔15；所述两个音响播放器35分别正对外壳的左右

两个侧面的所述网状圆形小孔15。

[0034] 具体的，因音响设备的内部的空间有限，并且内部的元器件在运行的时候，将会产

生一定的热量，通过在外壳1背面设置横条状的散热孔16可以加快整个音响设备的散热；通

过设置网状圆形小孔15，这样音响播放器35产生的声音即可无阻碍的传播出来，并且相对

于开放式的，可以对音响播放器35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0035]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过程中，所述LED显示屏11、所述电源开关按键12、所述USB接口

13和所述Tpye-c接口14分别与所述控制电路板31电连接。

[0036] 具体的，LED显示屏11用于对音响设备当前音频播放进度进行显示等，或者用于在

于用户进行交互时的交互显示等；电源开关按键12用于控制整个音响设备的电源；USB接口

13用于音响设备与外部终端设备的数据交互、对电源模块34充电或提供电源；Tpye-c接口

14用于与外部终端设备的数据交互等。

[0037]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过程中，所述语音采集模块32为麦克风设备。

[0038] 具体的，语音采集模块32为两个分别设置在无线数据传输模块33两侧；其中语音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561370 A

5



采集模块32优选为麦克风设备。

[0039]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过程中，所述无线数据传输模块33包括WiFi无线数据传输模

块、蓝牙数据传输模块和zigbee模块。

[0040] 具体的，通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33，用户可以控制其他终端与音响设备进行无线

连接，并进行数据传输，控制音响设备的播放内容。

[0041]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在在音响设备底部设置金属脚垫和在支撑板与外

壳之间采用弹簧固定柱的设计，可以防止音响在使用时过度震动，具备了良好的防震效果，

减小音响设备的震动幅度，保证音乐等播放品质；通过设置语音采集模块和语音控制模块，

用户可以通过语音对音响设备进行控制，提高用户在使用时的体验度。

[0042]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上述实施例的各种方法中的全部或部分步骤是可

以通过程序来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该程序可以存储于一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存储

介质可以包括：只读存储器(ROM，Read  Only  Memory)、随机存取存储器(RAM，Random 

Access  Memory)、磁盘或光盘等。

[0043] 另外，以上对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具有多级防震的一体化音响设备进行了

详细介绍，本文中应采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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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

依据本发明的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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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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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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