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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种电动式声变换器，其具有：膜

(140)，所述膜具有球顶形部(141)和卷边(142)；

以及振动圈(130)。声变换器还具有：第一磁环和

第二磁环(150，160)，作为磁性系统的部分，其中

第一磁环和第二磁环(150，160)分别设置在膜

(140)的相对置的侧上。振动圈(130)与膜(140)

耦合并且大致设置在第一磁环和第二磁环(150，

160)的环周上方或设置在环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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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式声变换器，具有：

形成闭合的面的膜(140)，所述膜具有球顶形部(141)和卷边(142)；

振动圈(130)，所述振动圈固定在所述膜(140)上；

在所述膜(140)的第一侧上的张开第一平面的第一磁环(150)；和

在所述膜(140)的第二侧上的张开第二平面的第二磁环(160)，

其中所述振动圈(130)或所述球顶形部设置在所述第一平面和所述第二平面(150，

160)之间，

其中所述第一磁环(150)的磁化方向与所述第二磁环(160)的磁化方向相反，

其中所述第一磁环(150)在其朝向所述膜(140)的侧(151)上是斜切的，并且

其中所述第二磁环(160)在其朝向所述膜(140)的侧(161)上是斜切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式声变换器，其中

所述振动圈(130)的内直径基本上对应于所述第一磁环和/或所述第二磁环(150，160)

的外直径。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动式声变换器，其中

所述第一磁环(150)设置在谐振器(120)中以及所述第二磁环(160)设置在机壳(110)

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动式声变换器，其中

所述第一磁环(150)的直径对应于所述第二磁环(160)的直径。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动式声变换器，其中

所述膜(140)具有扁平的球顶形部或扁平的线圈座。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动式声变换器，其中

所述振动圈(130)和/或其引线印刷在所述膜(14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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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式声变换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动式声变换器。

背景技术

[0002] 图9A示出根据现有技术的电动式声变换器的示意图。该声变换器具有膜140，所述

膜具有振动圈130和磁性系统110。膜140具有卷边区域和球顶形部区域。由磁性系统形成气

隙，振动圈130在所述气隙中在轴向方向上延伸。振动圈设计为，使得所述振动圈即使在最

大允许的偏移的情况下也处于气隙中。然而，在图9A示出的电动式声变换器中，振动圈具有

大的质量，使得所述振动圈具有比例如静电式声变换器更差的瞬态特性。由于振动圈的长

度，振动圈的多匝并不在气隙的实际有效磁通中并因此不会对机电式声变换有贡献。此外，

由于在振动圈和极板或杯形件之间的气隙中留有的缝隙的声质量，会出现不期望的谐振。

在幅值较大时，空气必然受在振动圈和极板或杯形件之间的气隙中留有的缝隙压缩，这会

引起不期望的流动效应。由于振动圈在轴向方向上的伸展会出现膜由于振动圈在径向方向

上的大伸展的杠杆作用而摆动运动。这会造成线圈不期望地和过早地碰撞到磁性系统。

[0003] 图9B示出用于说明作为偏移的函数的BI因数的曲线图。尤其，在此示出在气隙的

区域中的BI因数。BI因数的幅值不仅在极板或静止位置R上方而且下方都明显地下降。此

外，在极板上方o和下方u的曲线是不同的。

[0004] US  2008/0019558  A1示出等磁式(orthodynamisch)的或平面磁性的声变换器。变

换器具有直的膜和成对地相对置的磁体。磁体的磁化在此以如下方式进行：将各两个磁北

极或两个磁南极相对置。在相邻的磁体对中极性是相反的。因此，得到平行于膜延伸的磁

场。通过设置磁体对，在磁化方向上在相邻的磁体对之间的空隙中的磁场的磁化方向是相

反的。通过磁体和直的膜的构造，可以同时在多个部位驱动膜。另一方面，磁体设置在膜之

前和之后引起可供使用的结构空间减少，所述结构空间不能用于变换器的其他声学设计。

随着磁体的数量升高，相对置的磁体的排斥力也升高，所述排斥力必须通过结构来抵挡。自

由的声路径受到进一步限制，因为声波必须穿过在磁体之间留下的空间，这对膜会带来高

的声学负荷。在此，膜被加载有附加的声质量，所述声质量对变换器在较高的频率范围中的

频率响应有负面影响。通过在膜的不同的点处激励，会形成抹消和相位差。

[0005] 在基于优先权的德国专利申请中，德国专利和商标局已检索到如下文献：DE  43 

17  775  A1、US  6,636,612  B1和US  2008/0019558  A1。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改进的电动式声变换器。

[0007] 所述目的通过根据本发明的电动式声变换器实现。

[0008]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动式声变换器，其具有膜，所述膜具有球顶形部和卷边。膜形成

闭合的面。此外，声变换器还具有振动圈，所述振动圈固定在膜上。此外，声变换器还具有在

膜的一侧上的第一磁环和在膜的另一侧上的第二磁环。第一磁环张开第一平面而第二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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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第二平面。振动圈或球顶形部设置在第一平面和第二平面之间的区域中。第一磁环的

磁化方向与第二磁环的磁化方向相反。

[0009]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第一磁环在其朝向膜的侧上是斜削或斜切的。第二磁环

在其朝向膜的侧上是斜切的。

[0010]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振动圈的内直径基本上对应于第一磁环和/或第二磁环

的外直径。

[0011]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第一磁环设置在谐振器中而第二磁环设置在变换器的机

壳上。

[0012]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第一磁环的直径等于第二磁环的直径。

[0013]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膜具有扁平的球顶形部或扁平的线圈座。

[0014]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振动圈和/或振动圈的引线印刷在膜上。

[0015] 根据本发明，提出一种电动式声变换器，其具有膜、球顶形部和卷边以及振动圈。

此外，该声变换器还具有第一磁环和第二磁环，作为磁性系统的部分，其中第一磁环和第二

磁环分别设置在膜的相对置的侧上。振动圈与膜耦合并且设置在第一磁环和第二磁环的环

周上或在所述环周略微之外。

[0016] 这是有利的，因为刚好在该部位处磁力线具有正确的定向。第一磁环和第二磁环

同极相对置地设置。通过磁体的设置和所选择的磁化方向，在磁体的边缘上产生场分布，所

述场分布基本上平行于膜并且径向地朝变换器的中心定向。优选地，振动圈刚好设置在该

部位处。由此，在电流垂直于膜流经时得到膜的驱动力。

[0017] 根据本发明，提出一种电动式声变换器，所述声变换器具有：膜，所述膜具有球顶

形部和卷边；以及振动圈。至少两个磁环同极相对置地设置在膜的两侧上。振动圈径向相对

于磁环的中心错移并且位于如下区域中：在该区域中磁力线基本上垂直于线圈。

[001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膜可以构造为具有扁平的球顶形部。对此替选地或附加

地，膜可以在线圈座的区域中扁平地构造。

[0019] 根据本发明的电动式声变换器可以用作录音变换器以及用作放音变换器。

[0020]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振动圈可以构造为印制在膜上。振动圈的接触可以经由

模卷边进行并且同样可以被印制。

[0021] 根据本发明，膜形成闭合的面。根据本发明，第一磁环可以设置在闭合的膜面的一

侧上以及第二磁环可以设置在闭合的膜面的第二侧上，其中第二侧与第一侧相对置。

[0022] 根据本发明，第一膜环张开第一平面，第二膜环张开第二平面而球顶形部设置在

第一平面和第二平面之间。

[0023]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线圈可以设置在第一平面和第二平面之间，所述第一平

面和第二平面通过第一磁环和第二磁环张开。

[0024] 本发明的其他设计方案是下述实施例的主题。

附图说明

[0025] 下面，参照附图详细阐述本发明的优点和实施例。在此示出：

[0026] 图1示出根据第一实施例的电动式声变换器的示意剖视图；

[0027] 图2示出在根据第一实施例的电动式声变换器中的两个磁环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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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3示出在根据第一实施例的电动式声变换器中的两个磁环以及磁力线的示意

图；

[0029] 图4示出用于说明磁通密度的曲线的曲线图；

[0030] 图5示出在根据第一实施例的电动式声变换器中的第一磁环和第二磁环以及振动

圈的示意图；

[0031] 图6示出根据第二实施例的电动式声变换器的示意剖视图；

[0032] 图7示出在根据第二实施例的电动式声变换器中的两个磁环的示意图；

[0033] 图8示出用于说明作为膜的偏移的函数的BI因数的曲线图；

[0034] 图9A示出根据现有技术的电动式声变换器的示意图；

[0035] 图9B示出针对根据现有技术的电动式声变换器的用于说明作为偏移的函数的BI

因数的曲线图；以及

[0036] 图10示出针对根据现有技术的电动式声变换器的用于说明作为偏移的函数的膜

的柔韧性的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图1示出根据第一实施例的电动式声变换器的示意剖视图。电动式声变换器100可

选地具有机壳110，可选地具有谐振器120和膜140，所述膜具有球顶形部141和卷边142。在

球顶形部141和卷边142之间的区域中设有区域143：在该区域上设有振动圈130。此外，电动

式声变换器100还具有第一磁环150和第二磁环160，所述第一磁环和第二磁环设置在膜的

相对置的侧上。第一磁环150和第二磁环160例如具有相同的直径。振动圈130设置在第一磁

环150和第二磁环160的外边缘上。第一磁环150和第二磁环160同极地并且相对置地设置。

第一磁环150和第二磁环160安装为，使得磁化方向相反。由此，第一磁环150和第二磁环160

互相排斥。可选地，第一磁环150可以设置在谐振器120中而第二磁环160可以设置在机壳

110中。

[0038] 振动圈130具有至少一匝。可选地，线圈可以由多匝彼此并排地构成。由此，线圈的

高度可以对应于线圈金属线直径的高度。可选地，线圈也可以具有其他尺寸，以便在小的质

量和大的导线长度之间进行折衷。大的导线长度有利于改善的敏感度。根据本发明，线圈扁

平地构造。振动圈例如可以印刷到膜上。

[0039] 膜140形成闭合的面并且具有球顶形部141和卷边142。第一磁环张开第一平面而

第二磁环张开第二平面。振动圈和/或球顶形部设置在第一平面和第二平面之间的区域中。

[0040] 图2示出在根据第一实施例的电动式声变换器中的第一磁环和第二磁环的示意

图。在此变得清楚的是，第一磁环150的磁化方向与第二磁环160的磁化方向相反。

[0041] 图3示出第一磁环和第二磁环以及第一磁环150和第二磁环160的磁场的磁通线的

示意图。在此可看到的是，在第一磁环150和第二磁环160的左侧和右侧的部位处，磁力线基

本上平行于设置在那的膜140伸展。尤其，在第一磁环150和第二磁环160之间在磁环150、

160的外直径上得到垂直于振动圈定向的力线。因此，力可以传递到线圈上或者在线圈中可

以感生电压。

[0042] 图4示出用于说明在图3示出的情况中的磁通密度的曲线的曲线图。在图4中，长度

以mm为单位描绘在x轴上而磁通密度描绘在y轴上。气隙中心在静止位置中为大约0.5mm。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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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偏移由在膜140和谐振器120之间以及在膜140和机壳110之间的间距机械地限制。根据

本发明，振动圈130在磁通密度特征曲线的线性区域中移动。

[0043] 可选地，线圈130位于第一磁环150和第二磁环160之间的中心。可选地，线圈的内

直径对应于磁环的外直径。借助于线圈的径向位置可以确定：线圈在何种磁通密度特征曲

线上工作。

[0044] 图5示出第一磁环和第二磁环以及第一磁环150和第二磁环160的磁场的磁通线的

示意图。在此可看到的是，在第一磁环150和第二磁环160的左侧和右侧的部位处，磁力线基

本上平行于设置在那的膜140伸展。尤其，在第一磁环150和第二磁环160之间在磁环150、

160的外直径上得到垂直于振动圈定向的力线。因此，力可以传递到线圈上或者在线圈中可

以感生电压。

[0045] 图6示出根据第二实施例的电动式声变换器的示意性剖视图。电动式声变换器100

具有机壳110，可选地具有谐振器120和膜140(具有球顶形部141、卷边142和在球顶形部141

和卷边142之间的过渡区域143)。振动圈130设置在过渡区域143中。此外，电动式声变换器

还具有第一磁环150和第二磁环160，其中第一磁环150位于膜140上方而第二磁环160位于

膜140下方。根据第二实施例，第一磁环150具有斜切的端部151而第二磁环160同样具有斜

切的端部161。斜切的端部分别朝向膜。通过改变环的横截面，第一磁环和第二磁环可以匹

配于膜的几何形状。由此，可以提高磁通密度并且曲线可以在大的区域中线性化。

[0046] 图7示出在根据第二实施例的电动式声变换器中的第一磁环和第二磁环以及磁力

线的示意图。通过第一磁环150的斜切的端部151和第二磁环160的斜切的端部161引起磁力

线(相比于图5的磁体线)的移动，以至于也引起磁通线的垂直于振动圈设置的区域的移动。

与第一实施例(图5)相比，磁环150、160可以聚拢得更近。由此，得到磁通密度的提高并进而

得到BI因数的提高。

[0047]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横截面的改变也总是可以通过施加具有相应的几何形状

的极板来实现。

[0048] 借助于根据本发明的电动式声变换器，可以实现极大地降低振动的质量(膜质量

和线圈质量)。这使得能够将频率响应扩展至更高的频率。此外，可以降低气隙的在声学上

干扰性的影响。另外，可以借助于根据本发明的电动式声变换器实现动态式变换器的瞬态

特性(脉冲保真(Impulstreue))的改善。此外，带式声变换器的声学特性可以在机械上更坚

固的构造中得到。根据本发明，膜可以可选地粘结在整个边缘上，使得前侧和后侧被密封。

这在带式传声器中是不可能的。此外，可以以常规技术实现指向性传声器的构造。

[0049] 根据本发明，振动圈以及振动圈的引线可以蒸镀到膜上或者要不然沉积到膜上。

因此，可以实现质量小的线圈。

[0050] 根据本发明的电动式变换器可以设计成录音变换器，例如传声器或者设计成放音

变换器、例如扬声器，或者设计为耳机或听筒的电动式放音变换器。

[0051] 图8示出用于说明作为膜的偏移的函数的BI因数的曲线图。在图8中示出根据本发

明的电动式声变换器的BI因数关于膜的以mm为单位的偏移A的曲线。在根据本发明的BI因

数的曲线(图8)与根据现有技术的BI曲线(图9B)的比较中可看到的是，BI曲线在明显更大

的偏移区域上基本上更恒定地且关于静止位置更对称地伸展。由此得出更小的失真。

[0052] 根据本发明的声变换器由于振动圈的小的质量而是有利的。因此，也实现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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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态特性。线圈的所有匝都位于气隙的实际有效磁通中并进而也对机电式的变换有贡献。

[0053] 根据本发明的声变换器同样是有利的，因为取消在振动圈和极板/杯形件之间的

气隙中的缝隙并进而随之产生的问题也不再出现。此外，由于线圈扁平地设计，膜的摆动运

动不再会碰撞到磁性系统。

[0054] 根据图8的BI因数的曲线对于柔韧性的曲线基本上是颠倒的并进而克服在偏移较

大时由于柔韧性降低而引起的对膜运动的阻碍。由此得到在偏移较大时的线性的特性。

[0055] 此外，声变换器的根据本发明的设计方案是有利的，因为为磁体必须设置较小的

空间需要。本发明可以仅借助于两个磁体实现。

[0056] 根据本发明，球顶形部也可以设计为，使得所述球顶形部在整个可用的频率范围

上活塞式地运动。通过拱形的轮廓还可以实现更大的稳定性。在这个区域的外边缘上，振动

圈可以固定地与膜连接。因此，可以确保，整个球顶形部以相同形式且同相位地运动。

[0057] 膜的卷边区域还可以设计为，使得可以设定膜的柔韧性。

[0058] 图10示出针对电动式声变换器的用于说明作为偏移的函数的膜的柔韧性的曲线

图。与现有技术相比，柔韧性得到明显更多补偿。

[0059] 根据本发明的电动式声变换器可以使用在听筒或耳机中或在传声器中。因此，本

发明同样涉及具有上文描述的电动式声变换器的听筒或耳机或具有上文描述的电动式声

变换器的传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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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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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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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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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A

图9B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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