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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located at the inner side of the edge (20) of the shell (2). A manufacturing method of the electroacoustic transducer comprises the
following steps of: (1) performing injection molding on the first sub shell (21) at a posi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bonding part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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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ing faces at the end parts of the first sub shell (21) before the step (3). The solution has the advantages that the occupie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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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公开 了一种 电声换 能器 ，包括弹片 （1) 和壳体 （2 ) ，其 中，壳体 （2 ) 由第一子壳 （2 1 ) 和第二子壳 （22 )
固定接合形成 ；弹片 （1) 部分与第一子壳 （2 1 ) 注塑结合 ，在第一子壳 （2 1 ) 上设有与第二子壳 （22 ) 接合
的结合面 ，弹片 （1 ) 在 结合面处弯折形成弯折部 ；在第二子 壳 （22 ) 上设有避让弯折部 的避让结构 ，弯折
部位于壳体 （2 ) 边缘 （20 ) 的 内侧 。上述 电声换 能器 的制造方法包括 ：步骤一 ，对应片状弹片 （1) 与第一
子壳 （2 1 ) 注塑结合 的部分位置注塑形成第一子壳 （2 1 ) ；步骤二 ，注塑形成第二子壳 （22 ) ；步骤三 ，将
第一子壳 （2 1) 和第二子壳 （22 ) 固定接合为一体 ；其 中，在步骤三之前将弹片 （1) 从第一子壳 （2 1) 端部
的结合面处进行弯折形成 弯折部 。该方案可控制弹片 （1 ) 的 占用空间，节省 电声换 能器 与终端产 品装配时
的安装空间，有利于终端产 品的微型化 。



说 明 书

电声换能器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 电声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 电声换能器及其制造方法 。

背景技术

现有技术中，电声换能器 的弹片与壳体主要通过卡扣或注塑方式结合 。，

但是弹片与壳体通过卡扣方式结合时弹片容易偏斜 ，而且 固定不牢固，组装

的工艺复杂；而采用注塑方式结合 ，工艺简单而且结合稳定。

对于弹片与壳体通过注塑方式结合 的结构 ，现有技术 中将弹片成型为片

状结构后 ，再将弹片的结合部与壳体注塑结合 ，结合部为弹片上与壳体结合

的部分 ，结合后片状弹片的一端露出于壳体 的边缘 ，然后将弹片从壳体边缘

处进行弯折 ，弯折后形成弹片的弯折部 ，弯折部可 以发生弹性形变使弹片与

终端产 品的电路弹性接触实现 电连接 。

但是 ，在现有 的这种结构 中，弹片在边缘处进行弯折时弯折部具有一定

弧度 ，必然会 凸出于壳体 的边缘 ，这无疑增大 了电声换能器 的体积 ，使 电声

换能器与终端产 品安装时容易浪费终端产 品的空间，不利于终端产 品的微型

化 。因此 ，有必要对这种结构的电声换能器进行改进 ，以避免上述缺 陷。

发明内容

为 了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发 明提供一种 电声换能器及其制造方法 ，可

以节省 电声换能器 的安装空间，有利于产 品的微型化 。

为 了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 明提供一种 电声换能器 ，包括弹片和壳体 ，所

述弹片用于 电连接 电声换能器 的内部 电路和外部 电路 ，其 中，所述壳体为 中

空的环状结构 ，由第一子壳和第二子壳固定接合形成 ；所述弹片部分与所述

第一子壳注塑结合 ，在所述第一子壳靠近所述第二子壳的端部设有与所述第

二子壳接合 的结合面 ，所述弹片露出于所述结合面并在所述结合面处弯折形

成弯折部 ；在所述第二子壳上对应于所述弯折部 的位置设有避让所述弯折部



的避让结构 ，所述弯折部位于所述壳体边缘的内侧 。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所述第一子壳与所述第二子壳在所述结合面处形

成台阶状避让结构 。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所述第一子壳靠近所述结合面 的部分设有水平方

向的第一端面 ，所述第二子壳靠近所述结合面 的部分设有水平方 向的第二端

面 ，所述第一端面所在 的平面高于所述第二端面所在 的平面 ，并且所述弯折

部位于所述第二端面的上侧 。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所述弹片包括结合部 、形变部和 自由端部 ，其中，

所述结合部用于将所述弹片与所述壳体 固定结合 ，所述形变部与所述结合部

连接 ，所述 自由端部位于所述形变部的端部 。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所述结合部 的端部设有焊盘 ，所述焊盘露出于所

述壳体的内侧表面 。

一种制造如上所述 电声换能器 的制造方法 ，其中，包括如下步骤 ：

步骤一 ，将冲压形成 的片状结构 的弹片进行定位 ，对应所述弹片与所述

第一子壳注塑结合的部分位置加注胶料形成第一子壳；

步骤二，注塑形成第二子壳；

步骤三 ，将第一子壳和第二子壳固定接合为一体 ，形成 中空的环状结构

的壳体；

其 中，在步骤三之前将片状结构 的所述弹片从所述第一子壳端部 的所述

结合面处进行弯折形成弯折部 。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所述第一子壳和所述第二子壳通过涂胶或超声波

焊接 的方式在所述结合面处固定接合 。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所述第一子壳和所述第二子壳通过卡扣或压膜 的

方式在所述结合面处固定接合 。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 ，与传统结构相 比，本发 明先将弹片与第一子壳注

塑结合后将弹片进行弯折 ，然后再将第一子壳与第二子壳结合 ，这种 电声换

能器及其制造方法可 以有效 的控制弹片的占用 空间，从而有利于节省 电声换

能器与终端产 品装配时的安装空间，有利于终端产 品的微型化 。

为 了实现上述 以及相关 目的，本发 明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包括后面将详细



说 明并在权利要求 中特别指 出的特征 。下面 的说 明以及 附图详细说 明了本发

明的某些示例性方面 。然而 ，这些方面指示 的仅仅是可使用本发 明的原理 的

各种方式 中的一些方式 。此外 ，本发 明旨在包括所有这些方面 以及它们 的等

同物 。

附图说明

通过参考 以下结合 附图的说 明及权利要求书的内容 ，并且随着对本发 明

的更全面理解 ，本发 明的其它 目的及结果将更加 明白及易于理解 。在 附图中：

图 1 是本发 明电声换能器 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图 2 是图 1 所示 A 部分 的放大结构示意 图；

图 3 是本发 明电声换能器 的制造方法步骤一的组装结构示意图；

图 4 是本发 明电声换能器 的制造方法步骤二的组装结构示意图；

图 5 是本发 明壳体与弹片组装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在所有附图中相 同的标号指示相似或相应 的特征或功能。

具体实施方式

在下面 的描述 中，出于说 明的 目的，为 了提供对一个或多个实施例 的全

面理解 ，阐述 了许多具体细节 。然而 ，很 明显 ，也可 以在没有这些具体细节

的情况下实现这些实施例 。在其它例子中，为了便于描述一个或多个实施例 ，

公知的结构和设备 以方框 图的形式示出。

以下将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

图 1 和 图 2 示出了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电声换能器 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如 图 1 和 图 2 所示 ，电声换能器包括振动系统、磁路系统 以及收容固定振动

系统和磁路系统 的壳体 2，其中壳体 2 为中空的环状结构；振动系统包括振膜

和结合于振膜靠近磁路系统一侧 的音 圈，磁路系统包括依次结合 的华司、磁

铁和盆架 3，磁路系统形成收容音圈的磁 间隙。此外 ，电声换能器还包括与壳

体 2 结合 的弹片 1，弹片 1 电连接 电声换能器 的内部 电路和外部 电路 。

本实施例 中，弹片 1 结合于壳体 2 的底部 ，弹片 1 设有形变部 12，形变

部 12 可 以发生弹性形变并与外部 电路 电连接 ，本实施例 中，形变部 12 与盆



架 3 的底壁位于壳体 2 相 同的一侧 ，但不限于这种情况 。

本实施例 中，壳体 2 由第一子壳 21 和第二子壳 22 固定接合形成 ，弹片 1

的一部分与第一子壳 21 通过注塑方式结合 ，第一子壳 21 靠近第二子壳的并

且与第二子壳 22 接合的端部设有结合面 212 ，弹片 1 从结合面 212 处露出并

弯折形成弯折部 121，第二壳体 22 需要为弯折部 121 提供避让空间。

本实施例 中，第一子壳 21 与第二子壳 22 在结合面 212 处形成台阶状结

构 ，如 图 1 和 图 2 所示 ，第一子壳 2 1 上靠近结合面 212 的位置设有水平方 向

的第一端面 211，第二子壳 22 上靠近结合面 212 的位置设有水平方 向的第二

端面 221，其 中第一端面 211 所在 的平面高于第二端面 221 所在 的平面 ，这种

结构可 以使弹片 1 从结合面 212 的相对上侧露出，并且弯折部 121 位于第二

端面 221 的上侧部分 ，从而为弹片 1 的弯折部 121 提供 了避让空间。如 1 图

所示 ，弹片 1弯折后 ，弯折部 121 位于壳体 2 的边缘 20 的内侧 。

需要说 明的是，避让结构不限于上述结构 ，使弹片 1 能够从结合面 212

处弯折即可 。

图 3〜 图 5 示 出了根据本发 明电声换能器 的制造方法 的组装结构示意图。

如 图 3 所示 ，弹片 1 包括 ：用于与壳体 2 固定结合的结合部 11，连接结合部

11 的形变部 12，位于结合部 11 端部的焊盘 111，以及位于形变部 12 端部的

自由端部 13。

如 图 3 至 图 5 所示 ，电声换能器 的制造方法如下 ：

步骤一 ，将弹片 1 成型为片状结构后 ，将弹片 1 进行定位 。在对应于弹

片 1 结合部 11 的位置加注胶料形成第一子壳 21，使弹片 1 与第一子壳 21 通

过注塑方式结合 ，其中焊盘 111 的一面露出于第一子壳 21 的表面用于与 电声

换能器音 圈的引线 电连接 ；

步骤二，注塑形成第二子壳 22;

步骤三 ，将第一子壳 21 和第二子壳 22 固定接合为一体 。

其 中在步骤三之前 ，即在上述步骤二之前或步骤二之后将片状 的弹片 1

从第一子壳 21 的结合面 212 处弯折 ，即将形变部 12 从位于结合面 212 的一

端处弯折形成弯折部 121。此外 ，对 自由端部 13 进行弯折使 自由端部 13 与壳

体 2 自由结合 。

步骤三中，第一子壳 2 1 与第二子壳 22 在结合面 212 处接合 ，可 以采用



胶体粘结接合 ，采用超声波焊接 的方式接合 ，或者通过卡扣或压膜等方式接

合 。壳体 2 与弹片 1 组装完成后 ，将 电声换能器 的磁路系统和振动系统与壳

体 2 固定结合 。

壳体 2 分为第一子壳 21 和第二子壳 22，并且首先将弹片 1 与第一子壳

2 1 注塑结合后将弹片 1 弯折 ，然后再将第一子壳 21 与第二子壳 22 结合 ，这

种设计可 以通过控制第一子壳 21 和第二子壳 22 的比例来控制弹片 1 弯折 的

位置和弹片 1 的大小，并且弹片 1 的弯折部 121 位于壳体 2 边缘 20 的内侧 ，

从而可 以减小弹片 1 占用 的空间，有利于 电声换能器与终端产 品装配时空间

的节约 ，有利于实现终端产 品的微型化 。

在本发 明的上述教导下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 以在上述实施例 的基础上进

行其他 的改进和变形 ，而这些改进和变形 ，都落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 围内，本

领域技术人员应该 明白，上述 的具体描述只是更好 的解释本发 明的 目的，本

发 明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及其等 同物 限定。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 电声换能器 ，包括弹片和壳体 ，所述弹片用于 电连接 电声换能器

的内部 电路和外部 电路 ，其特征在于，

所述壳体为中空的环状结构 ，由第一子壳和第二子壳固定接合形成；

所述弹片部分与所述第一子壳注塑结合 ，在所述第一子壳靠近所述第二

子壳的端部设有与所述第二子壳接合 的结合面 ，所述弹片露出于所述结合面

并在所述结合面处弯折形成弯折部 ；所述第二子壳上对应于所述弯折部 的位

置设有避让所述弯折部的避让结构 ，所述弯折部位于所述壳体边缘 的内侧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电声换能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子壳与所述第二子壳在所述结合面处形成台阶状避让结构 。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电声换能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子壳靠近所述结合面 的部分设有水平方 向的第一端面 ，所述第

二子壳靠近所述结合面 的部分设有水平方 向的第二端面 ，所述第一端面所在

的平面高于所述第二端面所在 的平面；并且 ，

所述弯折部位于所述第二端面的上侧 。

4、根据权利要求 2 或 3 所述的电声换能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弹片包括结合部 、形变部和 自由端部 ，其 中，所述结合部用于将所

述弹片与所述壳体 固定结合 ，所述形变部与所述结合部连接 ，所述 自由端部

位于所述形变部 的端部 。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电声换能器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结合部的端部设有焊盘 ，所述焊盘露出于所述壳体的内侧表面 。

6、一种制造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电声换能器 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

括如下步骤 ：

步骤一 ，将冲压形成 的片状结构 的弹片进行定位 ，对应所述弹片与所述

第一子壳注塑结合的部分位置加注胶料形成第一子壳；

步骤二，注塑形成第二子壳；

步骤三 ，将第一子壳和第二子壳固定接合为一体 ，形成 中空的环状结构

的壳体；

其 中，在步骤三之前将片状结构 的所述弹片从所述第一子壳端部 的所述



结合面处进行弯折形成弯折部 。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电声换能器 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子壳和所述第二子壳通过涂胶或超声波焊接 的方式在所述结合

面处固定接合 。

8、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电声换能器 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子壳和所述第二子壳通过卡扣或压膜 的方式在所述结合面处固

定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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