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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一种TWS耳机及TWS耳机充电盒，

该TWS耳机包括一对耳机，每个耳机包括耳机后

壳、耳机前壳、入耳部和喇叭。该耳机前壳与耳机

后壳扣合形成耳机腔体，该耳机腔体内设有耳机

电池和耳机PCBA板，喇叭设置在入耳部内，入耳

部设置在耳机前壳的一侧。该耳机前壳表面嵌入

至少两块金属电极片，该金属电极片内侧设置有

凸起，该凸起与耳机PCBA板电性连接。将TWS耳机

置于TWS耳机充电盒上，巧妙地采用了电极片+电

极柱的方式，替换了原有的电极柱+电极柱触点

接触式充电方式，增大了充电面积、可避免出现

充电接触不良的现象，也可提高电极柱的使用寿

命，避免小面积接触出现尖端强电流烧坏电极柱

的现象。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5页

CN 212519387 U

2021.02.09

CN
 2
12
51
93
87
 U



1.一种TWS耳机，包括一对耳机，其特征在于：每个耳机包括耳机后壳(9)、耳机前壳

(10)、入耳部(11)和喇叭(12)，所述耳机前壳(10)与耳机后壳(9)扣合形成耳机腔体，所述

耳机腔体内设有耳机电池(14)和耳机PCBA板(13)，所述喇叭(12)设置在入耳部(11)内，所

述入耳部(11)设置在耳机前壳(10)的一侧，所述耳机前壳(10)表面嵌入至少两块金属电极

片(15)，所述金属电极片(15)内侧设置有凸起，所述凸起与耳机PCBA板(13)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WS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电极片(15)采用贴附方式贴

于耳机前壳(10)表面，所述凸起嵌入耳机前壳(10)的安装孔中，所述凸起与耳机PCBA板

(13)通过引脚焊接在一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WS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电极片(15)与耳机前壳(10)

无缝贴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WS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电极片(15)按照耳机前壳

(10)的表面弧度通过冲压或者粉末冶金加工，再经过阳极氧化、喷砂的表面处理后，与耳机

前壳(10)表面的形状相同；所述耳机前壳(10)的表面通过套啤或卯压将所述金属电极片

(15)压合于耳机前壳(10)表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WS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电极片(15)为两片，包括：正

极片和负极片。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WS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电极片(15)为三片，包括：正

极片、负极片和电压检测电极片。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TWS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正极片、负极片设置于两侧，所述

电压检测电极片设置于中部。

8.一种TWS耳机充电盒，其特征在于：包括充电座(1)以及设置在充电座表面的至少一

个充电槽位(4)，所述充电座内设置有充电盒电池(8)和充电盒PCBA板(7)，所述充电盒PCBA

板(7)上设有至少两个电极柱(5)，所述电极柱(5)的端部穿过充电槽位(4)表面伸出一段距

离；如权1至权5任一项所述的TWS耳机置于TWS耳机充电盒时，金属电极片(15)与电极柱(5)

接触。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TWS耳机充电盒，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极柱(5)为弹性柱，

所述电极柱(5)受到压力时，向下移动。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TWS耳机充电盒，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槽位(4)为凹陷

槽，所述凹陷槽弧度与耳机前壳(10)表面弧度相同；所述充电槽位(4)设置于充电座(1)端

部。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2519387 U

2



一种TWS耳机及TWS耳机充电盒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智能耳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TWS耳机及TWS耳机充电盒。

背景技术

[0002] TWS(True  Wireless  Stereo，真无线立体声)耳机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无线耳机，

TWS技术的实施基于芯片技术的发展，它借助蓝牙芯片，先将手机与主耳机建立无线连接，

再建立起主耳机和副耳机的无线通讯，从而完全摒弃了传统耳机间的线材连接，极大地方

便了用户的使用。

[0003] TWS耳机的系统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充电盒以及耳机。充电盒的作用类似

于便携式充电宝，专门给两个耳机进行充电。目前，TWS耳机充电盒常采用电极+电极的触点

接触方式为耳机进行充电。

[0004] 安全、充电高效、轻巧便于携带，美观整洁是TWS耳机充电盒重要的设计目标。然

而，现有耳机表面较多曲面，外露的充电触点会造成表面平滑度和完整性被破坏，缺乏美

感。同时点接触式的充电方式充电接触面积小，容易接触不良，而且小面积接触也容易出现

尖端强电流烧坏电极柱的问题。另一方面，下沉导致容易积累污垢导致电路无法导通充电，

电极柱的使用寿命大大降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TWS耳机及TWS耳机充电盒，工艺设计巧妙且加工难度不大，

并可增大充电面积，解决接触不良的问题，。

[0006] 根据第一方面，一种实施例中提供一种TWS耳机，包括一对耳机，每个耳机包括耳

机后壳、耳机前壳、入耳部和喇叭，所述耳机前壳与耳机后壳扣合形成耳机腔体，所述耳机

腔体内设有耳机电池和耳机PCBA板，所述喇叭设置在入耳部内，所述入耳部设置在耳机前

壳的一侧，所述耳机前壳表面嵌入至少两块金属电极片，所述金属电极片内侧设置有凸起，

所述凸起与耳机PCBA板电性连接。

[0007] 在一些实施例，所述金属电极片采用贴附方式贴于耳机前壳表面，所述凸起嵌入

耳机前壳的安装孔中，所述凸起与耳机PCBA板通过引脚焊接在一起。

[0008] 在一些实施例，所述金属电极片与耳机前壳无缝贴合。

[0009] 在一些实施例，所述金属电极片按照耳机前壳的表面弧度通过冲压或者粉末冶金

加工，再经过阳极氧化、喷砂的表面处理后，与耳机前壳表面的形状相同；所述耳机前壳的

表面通过套啤或卯压将所述金属电极片压合于耳机前壳表面。

[0010] 在一些实施例，所述金属电极片为两片，包括：正极片和负极片。

[0011] 在一些实施例，所述金属电极片为三片，包括：正极片、负极片和电压检测电极片。

[0012] 在一些实施例，所述正极片、负极片设置于两侧，所述电压检测电极片设置于中

部。

[0013] 根据第二方面，一种实施例中提供一种一种TWS耳机充电盒，包括充电座以及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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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电座表面的至少一个充电槽位，所述充电座内设置有充电盒电池和充电盒PCBA板，所

述充电盒PCBA板上设有至少两个电极柱，所述电极柱的端部穿过充电槽位表面伸出一段距

离；如第一方面所述的TWS耳机置于TWS耳机充电盒时，所述金属电极片与电极柱接触。

[0014] 在一些实施例，所述充电柱为弹性柱，所述充电柱受到压力时，向下移动。

[0015] 在一些实施例，所述充电槽位为凹陷槽，所述凹陷槽弧度与耳机前壳表面弧度相

同；所述充电槽位设置于充电座端部。

[0016] 依据上述实施例，本申请巧妙地在耳机表面设置了至少两块金属电极片取代了现

有技术中耳机常见的充电触点(电极柱)，优势在于：不仅能增大充电面积、防止接触不良，

防止小面积接触出现尖端强电流烧坏电极柱的问题；而且由于充电处表面光滑、无凹陷，不

产生污垢堆积，可保证电路长久导通；同时，由于该金属电极片与耳机前壳无缝贴合，保持

了外形一致性的，充电极片与耳机壳浑然一体，表面无缝而不藏污垢，美观干净。而本申请

配套提供的TWS耳机充电盒，巧妙地采用了电极片+电极柱的方式，增大了充电面积、可避免

出现充电接触不良的现象，也可提高电极柱的使用寿命，避免小面积接触出现尖端强电流

烧坏电极柱的现象。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一种实施例提供的TWS耳机充电盒及TWS耳机的充电状态示意图；

[0018] 图2为一种实施例提供的TWS耳机充电盒及TWS耳机的分离状态示意图；

[0019] 图3为一种实施例提供的TWS耳机充电盒及TWS耳机的拆卸状态示意图一；

[0020] 图4为一种实施例提供的TWS耳机充电盒及TWS耳机的拆卸状态示意图二；

[0021] 图5为一种实施例提供的TWS耳机的示意图；

[0022] 图6为另一种实施例提供的TWS耳机充电盒及TWS耳机的拆卸状态示意图。

[0023] 图中：1、充电座；2、TWS耳机；4、充电槽位；5、电极柱；7、充电座PCBA板；8、充电座电

池；9、耳机后壳；10、耳机前壳；11、入耳部；12、扬声器；13、耳机PCBA板；14、耳机电池；15、金

属电极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不同实施

方式中类似元件采用了相关联的类似的元件标号。在以下的实施方式中，很多细节描述是

为了使得本申请能被更好的理解。然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毫不费力的认识到，其中部分

特征在不同情况下是可以省略的，或者可以由其他元件、材料、方法所替代。在某些情况下，

本申请相关的一些操作并没有在说明书中显示或者描述，这是为了避免本申请的核心部分

被过多的描述所淹没，而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详细描述这些相关操作并不是必要的，

他们根据说明书中的描述以及本领域的一般技术知识即可完整了解相关操作。

[0025] 另外，说明书中所描述的特点、操作或者特征可以以任意适当的方式结合形成各

种实施方式。同时，方法描述中的各步骤或者动作也可以按照本领域技术人员所能显而易

见的方式进行顺序调换或调整。因此，说明书和附图中的各种顺序只是为了清楚描述某一

个实施例，并不意味着是必须的顺序，除非另有说明其中某个顺序是必须遵循的。

[0026] 本申请所说“连接”、“联接”，如无特别说明，均包括直接和间接连接(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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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请参考图1-6，本申请提供一种TWS耳机，包括一对耳机，每个耳机2包括耳机后壳

9、耳机前壳10、入耳部11(入耳软塞)和喇叭12，该耳机前壳10与耳机后壳9扣合形成耳机腔

体，该耳机腔体内设有耳机电池14和耳机PCBA板13，该喇叭12设置在入耳部11内，该喇叭12

与耳机PCBA板13电性连接，该入耳部11设置在耳机前壳10的一侧。该耳机前壳10表面嵌入

至少两块金属电极片15，该金属电极片15内侧设置有凸起，该凸起与耳机PCBA板13电性连

接。该耳机PCBA板13与该耳机电池14电连接，从而使得该耳机电池14通过该凸起、耳机PCBA

板13与金属电极片15电连接。本申请巧妙地在耳机2表面设置了至少两块金属电极片15，取

代了现有技术中常见的充电触点，不仅能增大充电面积、防止接触不良；而且由于充电处表

面光滑、无凹陷，不产生污垢堆积，可保证电路长久导通，也更美观。

[0028] 在一些实施例，该金属电极片15采用贴附方式贴于耳机前壳10表面，该凸起嵌入

耳机前壳10的安装孔中，该凸起与耳机PCBA板13通过引脚焊接在一起。

[0029] 在一些实施例，该金属电极片15按照耳机前壳10的表面弧度通过冲压或者粉末冶

金加工，再经过阳极氧化、喷砂的表面处理后，与耳机前壳10表面的形状相同；该耳机前壳

10的表面通过套啤或卯压将该金属电极片15压合于耳机前壳10表面。从而使得该金属电极

片15与耳机前壳10无缝贴合，不仅美观，保持了外形一致性的，充电极片与耳机壳浑然一

体，表面无缝而不藏污垢，干净整洁。

[0030] 如图3-4所示，在一些实施例，该金属电极片15为两片，包括：正极片和负极片。

[0031] 如图6所示，在另一些实施例，该金属电极片15为三片，包括：正极片、负极片和电

压检测电极片。该正极片、负极片设置于两侧，该电压检测电极片设置于中部，增加了对耳

机电池电压的电压检测电极片，用来测耳机的真实电量。

[0032] 相应的，本申请提供一种TWS耳机充电盒，包括充电座1以及设置在充电座1表面的

至少一个充电槽位4，该充电座内设置有充电盒电池8和充电盒PCBA板7，充电盒电池8与充

电盒PCBA板7电连接。该充电盒PCBA板7上设有至少两个电极柱5(金属柱)，该电极柱5的端

部穿过充电槽位4表面伸出一段距离；前述TWS耳机置于TWS耳机充电盒时，该金属电极片15

与电极柱5接触。

[0033] 在一些实施例，该充电柱5为弹性柱，该充电柱5受到压力时，向下移动。

[0034] 在一些实施例，充电槽位4为凹陷槽，该凹陷槽弧度与耳机前壳10表面弧度相同。

[0035] 在一些实施例，该充电槽位4设置于充电座1端部，便于将耳机的金属电极片置于

充电槽位4上。

[0036] 在一些实施例，充电座1表面设置一个充电槽位4，本申请的TWS耳机(一对耳机)通

过两个TWS耳机充电盒分别充电，该充电盒PCBA板7上设有两个或三个电极柱5；在另一些实

施例，充电座1表面设置两个充电槽位4，本申请的TWS耳机(一对耳机)可同时在一个TWS耳

机充电盒上充电，该充电盒PCBA板7上设有两组电极柱，每组电极柱包括两个或三个电极柱

5。

[0037] 在一些实施例，耳机腔体和充电座1内均分别设置有磁铁，以便TWS耳机置于TWS耳

机充电盒上进行充电时固定。

[0038] 综上所述，本申请的TWS耳机充电盒匹配本申请的TWS耳机，使得该耳机电池14通

过该凸起、耳机PCBA板13与金属电极片15电连接，TWS耳机置于TWS耳机充电盒时，金属电极

片15与电极柱5电接触后，可实现充电盒电池8通过充电盒PCBA板7、电极柱5对耳机电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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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充电。本申请巧妙地采用了电极片+电极柱的方式，增大了充电面积、可避免出现充电

接触不良的现象，也可提高电极柱的使用寿命，避免小面积接触出现尖端强电流烧坏电极

柱的现象。

[0039] 以上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阐述，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实用新型，并

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思

想，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变形或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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