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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及其声道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耳机及其声道控制方法，

该声道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S1，打开耳机，第

一触碰模块和第二触碰模块侦测使用者是否将

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分别佩戴至一耳朵内，当侦

测到使用者已将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分别佩戴

至一耳朵内时，执行步骤S2；S2，分别取得控制盒

和第一耳机的第一加速规模组和第二加速规模

组的3轴G值变化量的数值，然后传输至微处理器

计算出第一耳机和控制盒佩戴时的倾斜角度；

S3，根据第一耳机和控制盒佩戴时的倾斜角度判

断出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分别是佩戴于使用者

左耳或者右耳中的哪一只，然后，根据具体佩戴

情况分别输出相对应的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

号至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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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耳机，与一音频设备电性连接，其特征在于：包括一控制盒、一第一耳机和一第

二耳机；所述控制盒与所述音频设备电性连接，该音频设备用于传输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

信号至控制盒，所述控制盒包括一微处理器、一第一加速规模组和一音源输出控制器；所述

微处理器处理音频设备传输过来的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所述第一加速规模组与微处

理器电性连接，用于读出3轴G值变化量的数值然后传输至微处理器计算出控制盒佩戴时的

倾斜角度；所述音源输出控制器与微处理器电性连接，音频设备传输过来的经由微处理器

处理后的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通过音源输出控制器进行切换和传输；所述第一耳机与

控制盒电性连接，接收来自音源输出控制器传输过来的左声道信号或右声道信号，所述第

一耳机包括一第一触碰模块和一第二加速规模组；所述第一触碰模块用于侦测第一耳机是

否佩戴至耳朵内；所述第二加速规模组用于读出3轴G值变化量的数值，然后传输至微处理

器计算出第一耳机佩戴时的倾斜角度；所述第二耳机与控制盒电性连接，接收来自音源输

出控制器传输过来的左声道信号或右声道信号，所述第二耳机包括一第二触碰模块，所述

第二触碰模块用于侦测第二耳机是否佩戴至耳朵内；藉此根据第一耳机和控制盒佩戴时的

倾斜角度判断出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分别是佩戴于使用者左耳或者右耳中的哪一只，然

后，根据具体佩戴情况对声道信号进行切换和传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触碰模块和第二触碰模块均为电容

式触碰模块。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盒还包括一无线接收模块，无线接

收模块与微处理器电性连接；所述音频设备上设置有一无线发射模块，所述无线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无线发射模块所发送的所述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并将接收到的左声道信号

和右声道信号传输至微处理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盒的两端相对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

分别设有一第一线缆和一第二线缆，所述第一耳机和所述第二耳机分别通过所述第一线缆

和所述第二线缆与控制盒电性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线缆于邻近控制盒一端的外侧固设

有一固定部。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线缆于邻近控制盒一端的外侧固设

有一固定部。

7.一种适用于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耳机的声道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打开耳机，第一触碰模块和第二触碰模块侦测使用者是否将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分别

佩戴至一耳朵内，当侦测到使用者已将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分别佩戴至一耳朵内时，执行

步骤S2；S2，分别取得控制盒和第一耳机的第一加速规模组和第二加速规模组的3轴G值变

化量的数值，然后传输至微处理器计算出第一耳机和控制盒佩戴时的倾斜角度；S3，根据第

一耳机和控制盒佩戴时的倾斜角度判断出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分别是佩戴于使用者左耳

或者右耳中的哪一只，然后，根据具体佩戴情况分别输出相对应的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

号至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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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及其声道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耳机及其控制方法，尤其涉及一种能根据佩戴位置自动选择相对

应的声道信号进行传输的耳机及其声道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立体声耳机使用时需与一音频设备相连接，该音频设备分别输出一左声道

信号和一右声道信号。立体声耳机对应音频设备输出的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需分别设

置一左声道耳机和一右声道耳机，为了使收听到音频设备的声音具有立体声效果，需将左

声道耳机戴设于左耳上，右声道耳机戴设于右耳上。为了区分左声道耳机和右声道耳机，现

有的一种方法是在左声道耳机上刻上“L”，在右声道耳机上刻上“R”。

[0003] 但大多数人在使用时耳机时，通常不会刻意去分辨左声道耳机和右声道耳机，从

而戴上该立体声耳机无法具有较好的收听效果，如果要具有较好的收听效果还需重新调整

左声道耳机和右声道耳机的佩戴位置。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使用者佩戴后会根据是佩戴位置自动选择相对应的声道信

号进行传输，无需刻意去分辨左声道耳机和右声道耳机的耳机及其声道控制方法，从而提

高立体声耳机使用的便利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使用者佩戴后会根据

佩戴位置自动选择相对应的声道信号进行传输，无需刻意去分辨左声道耳机和右声道耳机

的耳机及其声道控制方法，从而提高立体声耳机使用的便利性。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耳机，与一音频设备电性连接，包括一控制

盒、一第一耳机和一第二耳机；所述控制盒与所述音频设备电性连接，该音频设备用于传输

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至控制盒，所述控制盒包括一微处理器、一第一加速规模组和一

音源输出控制器；所述微处理器处理音频设备传输过来的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所述

第一加速规模组与微处理器电性连接，用于读出3轴G值变化量的数值然后传输至微处理器

计算出控制盒佩戴时的倾斜角度；所述音源输出控制器与微处理器电性连接，音频设备传

输过来的经由微处理器处理后的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通过音源输出控制器进行切换

和传输；所述第一耳机与控制盒电性连接，接收来自音源输出控制器传输过来的左声道信

号或右声道信号，所述第一耳机包括一第一触碰模块和一第二加速规模组；所述第一触碰

模块用于侦测第一耳机是否佩戴至耳朵内；所述第二加速规模组用于读出3轴G值变化量的

数值，然后传输至微处理器计算出第一耳机佩戴时的倾斜角度；所述第二耳机与控制盒电

性连接，接收来自音源输出控制器传输过来的左声道信号或右声道信号，所述第二耳机包

括一第二触碰模块，所述第二触碰模块用于侦测第二耳机是否佩戴至耳朵内。

[0007]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第一触碰模块和第二触碰模块均为电容式触碰模块。

[0008]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控制盒还包括一无线接收模块，无线接收模块与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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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电性连接；所述音频设备上设置有一无线发射模块，所述无线接收模块用于接收无线发

射模块所发送的所述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并将接收到的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传

输至微处理器。

[0009]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控制盒的两端相对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分别设有一第一

线缆和一第二线缆，所述第一耳机和所述第二耳机分别通过所述第一线缆和所述第二线缆

与控制盒电性连接。

[0010]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第一线缆于邻近控制盒一端的外侧固设有一固定部。

[0011]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适用于如上所述的耳机的声道控制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S1，打开耳机，第一触碰模块和第二触碰模块侦测使用者是否将第一耳机和第

二耳机分别佩戴至一耳朵内，当侦测到使用者已将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分别佩戴至一耳朵

内时，执行步骤S2；S2，分别取得控制盒和第一耳机的第一加速规模组和第二加速规模组的

3轴G值变化量的数值，然后传输至微处理器计算出第一耳机和控制盒佩戴时的倾斜角度；

S3，根据第一耳机和控制盒佩戴时的倾斜角度判断出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分别是佩戴于使

用者左耳或者右耳中的哪一只，然后，根据具体佩戴情况分别输出相对应的左声道信号和

右声道信号至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

[0012] 如上所述，本发明耳机及其声道控制方法通过第一耳机和控制盒佩戴时的倾斜角

度判断出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分别是佩戴于使用者左耳或者右耳中的哪一只，然后根据使

用者具体佩戴情况分别输出相对应的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至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相

对于现有技术而言，使用者无需刻意去分辨左声道耳机和右声道耳机，从而提高立体声耳

机使用的便利性。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耳机及其声道控制方法所使用的耳机一种实施例的立体图。

[0014] 图2为图1所示本发明耳机的构造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耳机及其声道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16] 图4为图3中所示步骤S3中判断第一耳机和第二耳机分别是佩戴于左耳或者右耳

中的哪一只的具体流程图。

[0017] 图5为将使用者第一耳机佩戴于左耳上、第二耳机佩戴于右耳上对耳机进行测试

的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耳机及其声道控制方法进行测试的数据图。

[0019] 图中各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20] 耳机              100        控制盒           10

[0021] 微处理器          11         第一加速规模组   12

[0022] 音源输出控制器    13        无线接收模块     14

[0023] 第一耳机          20         第一触碰模块     21

[0024] 第二加速规模组    22         第二耳机         30

[0025] 第二触碰模块      31         第一线缆         40

[0026] 第二线缆          50        固定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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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所实现的目的及功效，以下结合具体实

施例并配合附图予以详细说明。

[0028] 请参阅图1，本发明耳机100包括一控制盒10、一第一耳机20和一第二耳机30。

[0029] 请参阅图1和图2，所述耳机100的控制盒10与一音频设备(图未示)电性连接，该音

频设备用于传输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至控制盒10。所述控制盒10包括一微处理器11、

一第一加速规模组12、一音源输出控制器13和一无线接收模块14。所述微处理器11处理音

频设备传输过来的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所述第一加速规模组12与微处理器11电性连

接，用于读出3轴G值变化量的数值，然后传输至微处理器11计算出控制盒10佩戴时的倾斜

角度。所述音源输出控制器13与微处理器11电性连接，音频设备传输过来的经由微处理器

11处理后的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通过音源输出控制器13进行切换和传输。本实施例

中，所述控制盒10和音频设备之间采用无线传输，在所述音频设备上设置有一无线发射模

块(图未示)，所述无线接收模块14与微处理器11电性连接，所述无线接收模块14用于接收

无线发射模块所发送的所述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并将接收到的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

信号传输至微处理器11。

[0030] 请续参阅图1和图2，所述第一耳机20与控制盒10电性连接，接收来自音源输出控

制器13传输过来的左声道信号或右声道信号，所述第一耳机20包括一第一触碰模块21和一

第二加速规模组22。所述第一触碰模块21用于侦测第一耳机20是否佩戴至耳朵内。所述第

二加速规模组22用于读出3轴G值变化量的数值然后传输至微处理器11计算出第一耳机20

佩戴时的倾斜角度。所述第二耳机30与控制盒10电性连接，接收来自音源输出控制器13传

输过来的左声道信号或右声道信号，所述第二耳机30包括一第二触碰模块31。所述第二触

碰模块31用于侦测第二耳机30是否佩戴至耳朵内。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触碰模块21和

一第二触碰模块31均为电容式触碰模块。

[0031] 请参阅图1和图5，本发明耳机100的控制盒10的两端相对第一耳机20和第二耳机

30分别设有一第一线缆40和一第二线缆50，所述第一耳机20和所述第二耳机30分别通过所

述第一线缆40和所述第二线缆50与控制盒10电性连接。所述第一线缆40或第二线缆50于邻

近控制盒10一端的外侧固设有一呈半圆形的固定部60，所述固定部60用于套设于使用者的

脖子上防止使用者在使用时耳机100脱落。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固定部60固设于第二线缆50

于邻近控制盒10一端的外侧，当使用者将固定部60套上于脖子上后，控制盒10将会位于与

第一耳机20所佩戴的耳朵同侧的肩膀上。例如，将第一耳机20佩戴于左耳时，控制盒10位于

使用者左侧的肩膀上。

[0032] 请参阅图1至图3，本发明耳机100的声道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3] S1，打开耳机100，第一触碰模块21和第二触碰模块31侦测使用者是否将第一耳机

20和第二耳机30分别佩戴至一耳朵内，当侦测到使用者已将第一耳机20和第二耳机30分别

佩戴至一耳朵内时，执行S2；

[0034] S2，分别取得控制盒10和第一耳机20的第一加速规模组12和第二加速规模组22的

3轴G值变化量的数值，然后传输至微处理器11计算出第一耳机20和控制盒10佩戴时的倾斜

角度；

[0035] S3，根据第一耳机20和控制盒10佩戴时的倾斜角度判断出第一耳机20和第二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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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别是佩戴于使用者左耳或者右耳中的哪一只，然后，根据具体佩戴情况分别输出相对

应的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至第一耳机20和第二耳机30。

[0036] 请结合图1并参阅图4，步骤S3中判断第一耳机20和第二耳机30分别是佩戴于左耳

或者右耳中的哪一只的具体流程为：首先，根据第一耳机20的倾斜角度判断第一耳机20和

第二耳机30分别是佩戴于左耳或者右耳中的哪一只，如果无法判断，则使用控制盒10进行

判断从而确定第一耳机20和第二耳机30分别佩戴于哪一只耳朵上，如果使用控制10盒仍无

法判断，则保持目前的状态，即根据耳机100初始的设置分别输出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

号。

[0037] 请参阅图1、图2、图5和图6，图6中X坐标表示身体主要躯干相对地平面的角度。使

用站立时，X轴上的角度为90度；使用者面部朝下趴下时、X轴上的角度为0度；使用者面部朝

上躺下时，X轴上的角度为180度；X轴上30度和60度分别表示使用者俯卧不同程度的角度；

120度和150度分别表示使用者后仰不同程度的角度。图6中Y轴表示测试时，根据第一加速

规模组12和第二加速规模组22的3轴G值变化量的数值计算出第一耳机20和控制盒10佩戴

时的倾斜角度。LH和LB分别表示将第一耳机20放置于左耳内，第二耳机30放置于右耳内时，

在身体主要躯干相对地平面的角度为0度至180度之间根据第一加速规模组12和第二加速

规模组22的3轴G值变化量的数值分别计算出第一耳机20和控制盒10佩戴时的倾斜角度。RH

和RB表示分别表示将第一耳机20放置于右耳内，第二耳机30放置于左耳内时，在身体主要

躯干相对地平面的角度为0度至180度之间根据第一加速规模组12和第二加速规模组22的3

轴G值变化量的数值分别计算出第一耳机20和控制盒10佩戴时的倾斜角度。在本实施例中，

确定第一耳机20或第二耳机30分别是佩戴于哪一只耳朵的临界值分别为63度和121度(第

一耳机20和第二耳机30分别佩戴至使用者一耳朵内时，根据第一加速规模组12和第二加速

规模组22的3轴G值变化量的数值分别计算出第一耳机20和控制盒10佩戴时的倾斜角度均

大于121度时，判定第一耳机20佩戴于左耳上、第二耳机30佩戴于右耳上，第一耳机20和控

制盒10佩戴时的倾斜角度均小于63度时，判定第一耳机20佩戴于右耳上、第二耳机30佩戴

于左耳上)。

[0038] 综上所述，本发明耳机100及其声道控制方法通过第一耳机20和控制盒佩10戴时

的倾斜角度判断出第一耳机20和第二耳机30分别是佩戴于使用者左耳或者右耳中的哪一

只，然后根据使用者具体佩戴情况分别输出相对应的左声道信号和右声道信号至第一耳机

20和第二耳机30，相对于现有技术而言，使用者无需刻意去分辨左声道耳机和右声道耳机，

从而提高立体声耳机使用的便利性。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391864 B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7

CN 109391864 B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8

CN 109391864 B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9

CN 109391864 B

9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0

CN 109391864 B

10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1

CN 109391864 B

11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2

CN 109391864 B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