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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音响麦克风，该音响

麦克风包括主麦，所述主麦包括壳体、左喇叭、右

喇叭、咪头组件，所述壳体包括握柄部和位于握

柄部上端呈三面体结构的功能部，所述左喇叭和

右喇叭位于功能部的腔体内并嵌装在功能部的

两个面上，所述咪头组件设置在功能部的顶部。

该音响麦克风通过在壳体上设置有三面体结构

的功能部，在功能部内设置有喇叭时，将左喇叭

和右喇叭设置于壳体的功能部的腔体内并嵌装

在功能部的两个面上，从而使得两个喇叭发声时

的声音不会相互抵消，加强了声音扩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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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音响麦克风，其特征在于，包括主麦，所述主麦包括壳体、左喇叭、右喇叭、咪头

组件，所述壳体包括握柄部和位于握柄部上端呈三面体结构的功能部，所述左喇叭和右喇

叭位于功能部的腔体内并嵌装在功能部的两个面上，所述咪头组件设置在功能部的顶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音响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部中用于嵌装左喇叭和右

喇叭的两个面对称设置且所述两个面之间具有夹角。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音响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喇叭和右喇叭对称设置，且

所述左喇叭和右喇叭之间具有夹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音响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音响麦克风还包括按键组件，

所述按键组件设置于所述三面体结构中的另一个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音响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按键组件为实体按键、显示有

虚拟按键的触控屏或者实体按键和显示有虚拟按键的触控屏组合中的一者。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音响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按键组件包括实体按键，设置

有所述按键组件的另一个面还设有显示屏，所述显示屏靠近所述咪头组件，所述按键组件

靠近所述握柄部。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音响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三面体结构的三个

面均为曲面。

8.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音响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三面体结构中用于

嵌装左喇叭和右喇叭的两个面上分别贴设有左喇叭网和右喇叭网。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音响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部内通过主PCBA支架设有

主PCBA，所述主PCBA与按键组件紧密贴合，所述主PCBA支架的中间设有振膜安装孔，所述振

膜安装孔上通过振膜支架安装有振膜。

10.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音响麦克风，其特征在于，所述音响麦克风还包

括FM接收器，所述FM可插拔地连接于所述握柄部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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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音响麦克风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音频处理装置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音响麦克风。

背景技术

[0002] 麦克风，学名为传声器，是将声音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能量转换器件，由"

Microphone" 这个英文单词音译而来。也称话筒、微音器。

[0003] 扬声器又称“喇叭”。是一种十分常用的电声换能器件，在发声的电子电气设备中

都能见到它。

[0004] 麦克风音响，为麦克风与扬声器的一体设备。目前，市场上现有麦克风音响设置多

个扬声器，扬声器发声时存在声音的相互抵消，导致声音扩散效果不好，声音效果不佳。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声音效果较佳的音响

麦克风。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音响麦克风，该音响麦克风，包括主麦，

所述主麦包括壳体、左喇叭、右喇叭、咪头组件，所述壳体包括握柄部和位于握柄部上端呈

三面体结构的功能部，所述左喇叭和右喇叭位于功能部的腔体内并嵌装在功能部的两个面

上，所述咪头组件设置在功能部的顶部。

[0007] 优选地，所述功能部中用于嵌装左喇叭和右喇叭的两个面对称设置且所述两个面

之间具有夹角。

[0008] 优选地，所述左喇叭和右喇叭对称设置，且所述左喇叭和右喇叭之间具有夹角。

[0009] 优选地，所述音响麦克风还包括按键组件，所述按键组件设置于所述三面体结构

中的另一个面。

[0010] 优选地，所述按键组件为实体按键、显示有虚拟按键的触控屏或者实体按键和显

示有虚拟按键的触控屏组合中的一者。

[0011] 优选地，所述按键组件包括实体按键，设置有所述按键组件的另一个面还设有显

示屏，所述显示屏靠近所述咪头组件，所述按键组件靠近所述握柄部。

[0012] 优选地，所述三面体结构的三个面均为曲面。

[0013] 优选地，所述三面体结构中用于嵌装左喇叭和右喇叭的两个面上分别贴设有左喇

叭网和右喇叭网。

[0014] 优选地，所述功能部内通过主PCBA支架设有主PCBA，所述主PCBA与按键组件紧密

贴合，所述主PCBA支架的中间设有振膜安装孔，所述振膜安装孔上通过振膜支架安装有振

膜。

[0015] 优选地，所述音响麦克风还包括FM接收器，所述FM可插拔地连接于所述握柄部的

底部。

[0016] 本实用新型的带无线录制功能的音响麦克风可以达到如下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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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1、该音响麦克风通过在壳体02上设置有三面体结构的功能部，在功能部内设置两

个喇叭时，将左喇叭21和右喇叭22设置于壳体02的功能部的腔体内并嵌装在功能部的两个

面上，从而使得两个喇叭发声时的声音不会相互抵消，加强了声音扩散效果。

[0018] 2、通过将左喇叭和右喇叭对称设置在三面体结构的两个面中，该扩音排布方式使

声音传播有效范围更广，有立体环绕效果，低音更加震撼，人声更加优美动听。

[0019] 3、设置有可拆卸的FM接收器，采用无线录制功能，能够实现多人对唱，无线录制并

上传到K歌平台，增强接收信号，方便拆装，不仅可插接在主麦克风上，也可以拔下来插接到

音箱或手机等智能数码产品上，使用方便、灵活，增强了用户体验。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音响麦克风提供的一实例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图1的背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图1的俯视图；

[0024] 图4为图1的爆炸示意图。

[0025] 图中：01、咪头组件，02、壳体，03、FM接收器，1、上网头，2、咪头，3、硅胶咪头支架，

4、下网头，5、网头连接件，6、背盖，7、右喇叭，8、右喇叭网，9、电池盖，10、电池，11、显示屏，

13、充电板PCBA，14、FM接收器底壳，15、FM接收器PCBA，16、FM  接收器按键，17、FM接收器面

壳，18、振膜支架，19、振膜，20、主PCBA支架，21、左喇叭，22、左喇叭网，23、主PCBA，24、按键

组件，25、面盖，26、显示屏防尘网，27、装饰罩。

[0026] 本实用新型目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较佳实施例中

所引用的如“上”、“下”、“左”、“右”、“中间”及“一”等用语，仅为便于叙述的明了，而非用以

限定本实用新型可实施的范围，其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术内容下，当亦

视为本实用新型可实施的范畴。

[0028] 如图1所示，音响麦克风包括主麦和咪头组件01，所述主麦包括壳体02、左喇叭21、

右喇叭7、咪头组件01。所述壳体02包括握柄部和位于握柄部上端呈三面体结构的功能部，

所述左喇叭21和右喇叭7位于功能部的腔体内并对称嵌装在功能部的另两个面上，所述咪

头组件01设置在功能部的顶部并与左喇叭21、右喇叭7、电连接，用于获取外部声音信息。所

述咪头组件01包括硅胶咪头支架3和安装在所述硅胶咪头支架3上的咪头2。该音响麦克风

通过在壳体02上设置有三面体结构的功能部，在功能部内设置两个喇叭时，将左喇叭  21和

右喇叭22设置于壳体02的功能部的腔体内并嵌装在功能部的两个面上，从而使得两个喇叭

发声时的声音不会相互抵消，加强了声音扩散效果。

[0029] 具体实施中，所述壳体02包括相互扣合的背盖6和面盖25。该背盖6和面盖25合围

后形成功能部，该功能部呈三面体结构，所述三面体结构中用于嵌装左喇叭21和右喇叭7 

的两个面对称设置在背盖6上，且该两个面之间具有夹角，优选地，该夹角在60°-130°之间。

左喇叭21和右喇叭7对称设置，分别固定于该两个对称且呈夹角设置的面上且左喇叭2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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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喇叭7固定后，左喇叭21和右喇叭7之间具有夹角。进一步，功能部用于嵌装左喇叭21和右

喇叭7的两个面上分别贴设有左喇叭网22和右喇叭网8，以保护对应的喇叭。

[0030] 音响麦克风还包括按键组件24，按键组件24位于功能部的腔体内，并镶嵌与该功

能部的一个面上，优选地，设置于所述三面体结构中的另一个面，也即面盖25，从而使得按

键组件24不会影响左喇叭21和右喇叭7的发声效果。

[0031] 所述按键组件24可以是实体按键、显示有虚拟按键的触控屏、或者实体按键和显

示有虚拟按键的触控屏组合中的一者。

[0032] 优选地，所述按键组件24包括实体按键，所述设置所述按键组件的另一个面还设

有显示屏11，该显示屏11可以是LED屏或OLED显示屏，所述显示屏11靠近所述咪头组件  01，

所述按键组24件靠近所述握柄部。

[0033] 优选地，该三面体结构的三个面均为曲面，使得功能部呈三角体对称曲面扬声器

扩音排布方式，其使声音传播有效范围更广，更具有立体环绕效果，低音更加震撼，人声更

加优美动听，增强了用户体验。

[0034] 具体实施中，所述功能部内通过主PCBA支架20设有主PCBA23，所述主PCBA23与按

键组件24紧密贴合，所述主PCBA支架20的中间设有振膜19安装孔，所述振膜19安装孔上通

过振膜支架18安装有振膜19，通过设置振膜19，在右喇叭7和右喇叭8在腔内的扰动空气振

动时声音通过该振膜19从而使得该音响麦克风的低音效果更优。

[0035] 具体实施中，所述主PCBA23上设有显示屏11，所述面盖25上设有与显示屏11相对

应的开孔，所述开孔内嵌有显示屏防尘网26，所述开孔位于三面体结构中用于嵌装按键组

件24的曲面上，且该曲面罩盖有装饰罩27。

[0036] 具体实施中，所述咪头组件01包括上网头1、咪头2、硅胶咪头支架3以及下网头4，

其中，功能部的顶部设置有网头连接件5，下网头4连接在网头连接件5上，硅胶咪头支架  3

固定于下网头4，咪头2安装于硅胶咪头支架3，上网头1与下网头4相连以形成咪头2  安装腔

以将咪头2安装于安装腔中。

[0037] 该音响麦克风还包括FM接收器03，FM接收器03可插拔的连接在握柄部的底部，从

而使得该音响麦克风具有FM接收功能和播放功能。

[0038] 具体实施中，所述背盖6位于握柄部设有安装电池10的电池10仓，以及罩盖所述电

池10仓的电池盖9，所述握柄部的顶部嵌装有充电板PCBA13，所述充电板PCBA13的Mirco 

USB数据接口与FM接收器03的MIRCO  USB数据接口可插拔连接，即FM接收器03与主麦之间，

通过Mirco  USB数据接口进行数据通讯，并且主麦可通过充电板PCBA13对电池10进行充电。

[0039] 具体实施中，所述FM接收器03包括FM接收器底壳14、FM接收器面壳17、FM接收器

PCBA15以及FM接收器按键16。其中，FM接收器底壳14和FM接收器面壳17相互扣合。FM接收器

PCBA15设置在FM接收器底壳14和FM接收器面壳17之间。FM接收器按键16设置在FM接收器面

壳17上并与FM接收器PCBA15相连，所述FM接收器  PCBA15上还连接有3.5音频线接头。

[0040] 本实用新型中，FM接收器03为FM无线录制歌曲接收器的简称，其与主麦可在以下

三种情况下使用：

[0041] FM接收器03单独拔出来时，麦克风音响正常工作使用，如k歌等；

[0042] FM接收器03与主麦组合使用，用于接收FM信号功能，音源来源于主麦或其它带FM 

发射功能的数码产品所产生的音频信号，通过转音频输出，最后音频信号经过主麦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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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放出来；

[0043] FM接收器03可以单独拔出来使用，通过其3.5音频线接头插入手机等数码终端，由

于主麦中集成了FM发射器，通过主麦唱歌时，FM接收器03接收主麦的FM信号，转成音频信

号，由手机录制，然后由手机将数据转发到K歌平台。

[0044] 与现有设计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音响麦克风具有以下有点：

[0045] 1、该音响麦克风通过在壳体02上设置有三面体结构的功能部，在功能部内设置两

个喇叭时，将左喇叭21和右喇叭22设置于壳体02的功能部的腔体内并嵌装在功能部的两个

面上，从而使得两个喇叭发声时的声音不会相互抵消，加强了声音扩散效果。

[0046] 2、通过将左喇叭和右喇叭对称设置在三面体结构的两个面中，该扩音排布方式使

声音传播有效范围更广，有立体环绕效果，低音更加震撼，人声更加优美动听。

[0047] 3、设置有可拆卸的FM接收器，采用无线录制功能，能够实现多人对唱，无线录制并

上传到K歌平台，增强接收信号，方便拆装，不仅可插接在主麦克风上，也可以拔下来插接到

音箱或手机等智能数码产品上，使用方便、灵活，增强了用户体验。

[0048]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熟练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这些仅是举例说明，可以对本实施方式做出多种变更或修改，而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原

理和实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仅由所附权利要求书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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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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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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