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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FLAT PLATE TYPE BASS LOUDSPEAKER

(54) 发明名称 ：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57) Abstract: The present invention provides a flat plate type bass loud
speaker comprising a flat plate-shaped vibration diaphragm, at least three
driving units independent o f each other and a housing. The driving unit com
prises a voice coil unit and a magnetic circuit unit corresponding to the voice
coil unit; the voice coil units are dispersedly combined and fixed at one side
o f the vibration diaphragm near the housing; mounting holes for accommod
ating and fixing the magnetic circuit units, and voice outlet holes penetrating
through the housing and communicated with the outside are arranged on the
housing; the number and position of the mounting holes are corresponding
to the number and position of voice coils attached to the spherical top of the
vibration diaphragm; and the ratio o f the total area of the voice outlet holes
to the orthographic projection area o f the vibration diaphragm on the hous
ing i s within a numerical range less than 0.9. The flat plate type bass loud
speaker provided i n the present invention can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thick
and heavy voice coils and excessive magnet performance.

(57) 摘要：本发 明提供一种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包括平板状 的振
膜 、至少三个相互独立 的驱动单元和外壳；驱动单元包括音圈
单元和与音 圈单元相对应 的磁路单元 ；音圈单元分散地结合固
定在振膜靠近外壳的一侧 ；在外壳上设置有用于收容 固定磁路
单元 的安装孔 以及贯通外壳的与外界连通的出声孔 ；安装孔的
数量和位置 与贴合在振膜 的球顶 部 的音 圈的数量和位置相对
应；出声孔总面积与振膜在外壳上正投影面积 的比值在小于 0.9图1/Fig. l
的数值范围内。本发 明提供 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能够解决音
圈厚重和磁铁性能过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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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 电声技术领域 ，更为具体地 ，涉及一种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

背景技术

随着社会 的进步和技术 的发展 ，近年来 ，电视机等 电子产 品体积不断减

小 日趋薄型化 ，人们对这些 电子产 品的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 ，从而也要求与

之配套的电子零件 的体积不断厚度也在减小、性能和一致性不断提高 。

传统结构 的低音扬声器通常采用锥形纸盆状 的振膜 ，锥形振膜 的中心位

置包含一个音 圈，而且磁路系统 的尺寸 比较大也 比较厚 。这种结构 的低音扬

声器 ，产 品的厚度较大 ，无法满足 目前 电子产 品 日趋薄型化 的需求 ，实用性

不强。

并且 ，低音扬声器为 了保证其低频声效通常具有更大 的 口径 ，即具有更

大 的振膜面积 。若采用一个平板状振膜 ，结合有一个音 圈的结构 （音 圈需要

位于靠近边缘的位置 ），大面积 的振膜要求音 圈尺寸也要 比较大 ，绕制 困难 ，

较易变形 。另外 ，现有 的低音扬声器 的磁铁尺寸 比较大 ，薄型化应用 时要求

华司和盆架厚度都较小 ，磁路系统容易饱和 ，磁铁性能过剩 ，造成浪费，而

且成本较高。

基于 以上 因素 ，需要对这种传统结构 的低音扬声器产 品进行改进 ，以避

免上述缺 陷。

发明内容

鉴于上述 问题 ，本发 明的 目的是提供一种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以实现低

音扬声器 的薄型化 ，并且解决音 圈厚重和磁铁性能过剩 的问题 。

本发 明提供一种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包括平板状 的振膜 、至少三个相互

独立 的驱动单元 以及 固定结合振膜和驱动单元 的外壳；其 中，驱动单元包括

音 圈单元和与音 圈单元相对应 的磁路单元 ，音 圈单元分散地结合 固定在振膜



靠近外壳 的一侧 ；在外壳上设置有用 于收容 固定磁路单元 的安装孔 以及 贯通

外壳 的与外界连通 的出声孔 ；并且 ，安装孔 的数量和位置与贴合在振膜 的球

顶部 的音 圈的数量和位置相对应 ；出声孔 总面积 与振膜在外壳上正投影面积

的比值在 小于 0.9 的数值范 围内。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振膜 为矩形结构 ，包括位 于 中心位置 的刚性 的球

顶部和位 于边缘位置 的折环部 ；音 圈单元与球顶部 固定结合 。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外壳包括安装平面和环绕 安装平面设置 的环形侧

壁 ；安装孔和 出声孔设置在安装平面上 ；环形侧壁 的上侧面与振膜 的折环部
结合 。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驱动单元为 四个或者六个 ，其 中，在球顶部 的四

个角部位置分别结合有一个音 圈单元 ；并且 ，出声孔 总面积 与振膜 向外壳正

投影面积 的比值在 0.2 至 0.6 的数值范 围内。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出声孔包括设置在 安装平面 中心位置 的中心 出声

孔和设置在 安装平面边缘位置 的边缘 出声孔 ；并且 ，中心 出声孔 的面积大 于

边缘 出声孔 的面积 。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还包 括 电连接低音扬 声器 内部 电路和外部 电路 的

FPCB 连接件 ，其 中，在驱动单元为 四个 时，FPCB 连接件为 T 型 ，夹持 固定

在 中心 出声孔边缘 的安装平面上 ，FPCB 连接件 的一部分处于安装平面靠近振

膜 的一侧 ，另一部分处于安装平面远离振膜 的一侧 ；

在驱动单元为六个 时，FPCB 连接件为条形 ，FPCB 连接件 的中部结合在

振膜上设置有音 圈的一侧 ，FPCB 连接件 的两端部通过边缘 出声孔延伸至安装

平面远离所述振膜 的一侧 。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在驱动单元为六个 时，

中心 出声孔为 圆形或者方形 ，设置在 的每 四个相邻安装孔之 间；

边缘 出声孔为长条形 ，分别设置在环形侧壁 四边和安装孔之 间。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折环部采用 PU 或硅橡胶制作 ；所述外壳采用铝合

金材料 。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在环形侧壁周边还具有延伸 部 ，在延伸部上均匀

设置有 固定扬声器 的固定孔 。

此外 ，优选 的方案是 ，音 圈单元包括定心支片 、音 圈骨架和音 圈；



在所安装平面的上表面设置有限定定心支片的限位部 。

从上面 的技术方案可知 ，本发 明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能够取得 以下有

益效果 ：

1) 至少三个驱动单元 ，采用小尺寸的音圈单元和磁路单元驱动大尺寸的

低音扬声器 的振膜 ，能够减少低音扬声器 的厚度 ，还能够节省磁铁 的尺寸 降

低成本 ，提高扬声器 的灵敏度 ，并且这种驱动单元设置于角部 的结构有利于

平衡 的驱动低音扬声器 的振膜 ；

2 ) 由于振膜 中心部分产生的气流较多，出声孔总面积与振膜在外壳上正

投影面积 的比值在小于 0.9 的数值范围内，这种该结构有利于气流流通 的顺畅

性 ，能够提高声学性能；

3 ) 外壳采用铝合金材料 ，铝合金材料强度 比较大 ，稳定性高；

4 ) 采用 FPCB (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Board, 简称 FPCB 或 FPC ，挠性

印刷 电路板 ）连接音圈和外 电路 ，能够节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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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一 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四个驱动单元 的结构示

意图；

图 2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二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六个驱动单元结构示意

图。

图 3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驱动单元结构示意图；

图 4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一 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四个驱动单元剖视 图；



图 5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一 的低音扬声器另一角度 的剖视 图；

图 6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一 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四个驱动单元 的外壳和

驱动单元 的反面视 图；

图 7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一 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应用状态 图。

其 中的附图标记包括 ：球顶部 1、折环部 2、外壳 3、安装孔 4、驱动单

元 5、 FPCB 连接件 6、中心 出声孔 7、边缘 出声孔 8、安装平面 9、环形侧壁

10、音 圈 11、音 圈骨架 12、定心支片 13、华司 14、磁铁 15、 T 铁 16、磁 间

隙 17、振膜 18、后声腔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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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将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详细

描述 。

低音扬 声器需要较大 的振膜面积 ，为 了在 限制音 圈和磁铁尺寸 的基础上

给大面积 的振膜提供足够 的驱动 ，本发 明从分散布置多个相互独立 的驱动单

元 的角度 出发 ，使得振膜 由多个独立 的音 圈驱动 ，每个音 圈对应独立 的磁路

单元 ，从而 以更合理有效地驱动单元布设结构实现低音扬声器 的薄型化 。

本发 明提供 的平板式低音扬 声器 ，包括平板状 的振膜 、至少三个相互独

立 的驱动单元和采用铝合金材料制作 的外壳 ，外壳用于 固定结合振膜和驱动

单元 。并且 ，相互独立 的驱动单元分散设置 以平衡地驱动振膜使振膜 能够平

衡 的振动 。

其 中，振膜为宽 口径 的结构 ，即振膜 的面积较大 以保证产 品的低频声效 。

在 以下具体实施例 的示例性说 明中，振膜为矩形结构 ，但不 限于这种结构 ，

如可 以采用 圆形 。振膜包括位于 中心位置 的刚性 的球顶部和位于边缘位置 的

折环部 ，球顶部和折环部可 以采用粘接等方式 固定结合 。驱动单元包括音 圈

单元和与音 圈单元相对应 的磁路单元 。音 圈单元贴合 固定在振膜 的球顶部 。

外壳包括安装平面和设置在 安装平面周 围的环形侧壁 ，在安装平面上设

置有用于收容 固定磁路单元 的安装孔 以及贯通 安装平面 的出声孔 ，环形侧壁



的上侧面与振膜的折环部固定连接；其中，安装孔的数量和位置与贴合在振

膜的球顶部的音圈的数量和位置相对应。

音圈单元通过 FPCB 连接件与外部电路电连接，也就是说，FPCB 连接件

用于电连通低音扬声器的内部电路和外部电路。

图 1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四个驱动单元的结构示

意图。如图 1 所示，本实施例一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包括振膜、四个驱动单

元 5 和外壳 3。

振膜包括位于中心位置的刚性的球顶部 1 和位于边缘位置的折环部 2，驱

动单元 5 包括音圈单元和磁路单元，每个音圈单元与每个磁路单元分别相对

应。外壳 3 包括位于中心位置的安装平面 9 和环绕设置在安装平面周围的环

形侧壁 10，环形侧壁 10 的上侧面与振膜的折环部 2 结合。在

另外，还可以在环形侧壁的边缘设置固定孔 （未在图 1 中标出），以便平

板式低音扬声器与电子装置的固定结合。该固定孔可以设置在环形侧壁上远

离振膜的一侧，也可以在环形侧壁周边增加一圈延伸部，固定孔均匀设置在

该延伸部上。

在图 1 所示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中，包含四个驱动单元，分别结合在振

膜的球顶部 1 的四个角部。

在安装平面 9 上设置有与驱动单元数 目和位置对应的安装孔 4 以及贯通

安装平面的出声孔，安装孔 4 用于容纳音圈单元并且安装固定磁路单元。在

安装平面 9 的安装孔 4 中设置有限定定心支片位置的限位部。安装孔 4 可用

于安装固定磁路单元。

出声孔包括中心出声孔 7 和边缘出声孔 8，中心出声孔 7 设置在安装平面

9 的中心位置，与振膜中间区域相对应，边缘出声孔 8 设置在安装平面 9 的边

缘位置，即环形侧壁 10 和安装孔 4 之间，相对于整个安装平面而言，边缘出

声孔 8 设置在与中心出声孔 7 平行的边缘上。为了保证振膜中心位置的产生

的气流多于振膜边缘位置产生的气流，从而使外壳 3 两侧的气流可以顺畅的

流通，中心出声孔的尺寸要大于边缘出声孔的尺寸。另外，出声孔应避开安

装孔 4 设置，并且保持一定间距，以保证外壳 3 的强度。

另外，出声孔总面积与振膜在外壳上正投影面积的比值在小于 0.9 的数值

范围内，以提升气流流通的顺畅性，提高这种低音扬声器的声学性能。其中，



振膜在外壳上正投影 的面积 即振膜在垂直于其振动方 向上 的正投影面积 。这

种结构可 以确保气流流通 的顺 畅性 ，并且可 以保证外壳 的强度和散热等性能 。

对 于长方形 的振膜 ，振膜 中间的区域 比较大 ，该部分振膜 的产 生 的气流

也较多 ，因此 ，在安装平面 9 上对应于该部分 的位置设有 中心 出声孔 7，而且

中心 出声孔 7 的尺寸较大 ，以供较多的气流从此处流入或流 出。

在 图 1 所示 的实施例 中，边缘 出声孔 7 为长条形 ，和 中心 出声孔 8 平行

设置在 安装平面上 。当然 ，也可 以根据扬 声器 应用 的需求将边缘 出声孔设计

为 圆形或者其他不规则形状 。

环形侧壁 10 的上侧面与振膜 的折环部 2 固定连接 。

图 1 实施例 中所示 的四个驱动单元 5 采用 FPCB 连接件 6 进行 电连接 ，

在本实施例 中，FPCB 连接件 6 为 T 形 ，夹持 固定在 中心 出声孔 7 边缘 的安装

平面 9 上 。在 FPCB 连接件 6 上面设置有多个焊盘 （在 图 1 未标 出），焊盘与

音 圈和外部 电路相连接 。

由于 FPCB 连接件 6 是夹持 固定在安装平面上 的，因此 ，FPCB 连接件 的

一部分处于在安装平面 9 靠近振膜 的一侧 ，另一部分处于安装平面 9 远离振

膜 的一侧 。驱动单元 5 与 FPCB 连接件 6 在靠近振膜 的一侧 电连接 。

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也可 以为六个驱动单元 ，图 2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

平板式低音扬声器六个驱动单元结构示意 图，如 图 2 所示 的平板式低音扬 声

器包括振膜 、六个相互独立 的驱动单元 5 和外壳 3。

该平板 式低音扬 声器 中包含六个驱动单元 ，将其 中四个驱动单元分别设

置在振膜 的球顶部 的四个角部 ，另外两个音 圈单元分别设置在 四个角部 的音

圈单元所形成 的一组或者两组对边上 ，并且与所在边 的两个音 圈等 间距排布 ，

形成更大 的驱动力 ，以作用于功率更大 的电子装置 。

外壳 3 包括安装平面 9 和安装平面周 围的环形侧壁 10，在环形侧壁 的边

缘上还设置有 固定孔 （未在 图 2 中标 出），固定孔用于平板式低音扬 声器与 电

子装置 固定结合 。在 图 2 所示 的实施方式 中，在环形侧壁周边具有延伸部 ，

在该延伸部上均匀设置有 固定扬声器 的固定孔 。

在 安装平面 9 上设置有与驱动单元数 目和位置对应 的安装孔 4 以及贯通

安装平面 的出声孔 ，安装孔 4 可用于容纳音 圈单元并且安装 固定磁路单元 。

出声孔包括两个 圆形 的中心 出声孔 7 和 四个条形 的边缘 出声孔 8，中心 出声孔



7 设置在相邻 的每 四个安装孔 4 之 间，边缘 出声孔 8 为 四个 ，分别设置在环形

侧壁 四边和安装孔 4 之 间。在 图 2 所示 的实施例 中，边缘 出声孔 7 为长条形 ，

中心 出声孔 8 为 圆形 。当然 ，也可 以根据扬声器应用 的需求将边缘 出声孔设

计为 圆形或者其他不规则形状 。

环形侧壁 10 的上侧面与振膜 的折环部 2 固定连接 。驱动单元 5 采用 FPCB

连接件 6 进行 电连接 ，FPCB 连接件 6 设置有多个焊盘 （在 图 2 未标 出），焊

盘与音 圈和外部 电路相连接 。

FPCB 连接件 6 与振膜结合 ，并与驱动单元 5 的音 圈位于 同侧 ；FPCB 连

接件 6 的焊盘与音 圈的引线 电连接 ；FPCB 连接件 6 的端部从 出声孔延伸至安

装平面 9 远离振膜 的一侧 。

在 图 2 的实施例二 中，对于六个驱动单元 的结构 ， FPCB 连接件 6 为条

形 ，FPCB 连接件 的中部结合在振膜上设置有音 圈的一侧 ，FPCB 连接件 的两

端部通过边缘 出声孔延伸至安装平面远离振膜 的一侧 。在连接过程 中，利用

焊 点之 间的 电路 ，音 圈之 间可 以以串联 、并联或者 串并联结合 的方式灵活连

接 。

此外 ，在外壳 3 薄边缘还设置有 固定孔 ，固定孔 11 用于低音扬 声器与 电

子装置 固定 。

在 图 1 和 图 2 的实施例 中，振膜 的球顶部 1 为刚性结构 ，刚性结构能够

提升振膜 声学特性 。在本发 明的实施 中，振膜 的球顶部 1 也可 以为蜂窝结构

或者发泡体结构等质量 比较轻而且 刚性 比较好 的材料 ，这两种 结构也能够 提

升振膜声学特性 。振膜 的折环部 2 采用 PU 或硅橡胶等相对于球顶部 1 较软 的

材料制作 ，使振膜 能够 自由的上下振动 。

在 图 1 和 图 2 的实施例 中，振膜为矩形结构 ，可 以为长方形 ，也可 以为

正方形 。但 是 ，在具体 的应用过程 中，振膜不 限于矩形 ，也可 以为 圆形 ，圆

形结构 的振膜对应 的驱动单元 的数量至少为三个 ，任一相邻 的两驱动单元 与

圆心之 间的夹角均为 120 度 ，圆形振膜对应 的驱动单元 的数量也可 以为更 多

个 ，在此不再详述 。

由于本发 明采用 的驱动单元较多 ，因此 ，在发 明的实施例 中，采用 FPCB

连接件进行 电连接驱动单元和外部 电路 ，相 比较于普通 的导线连接方式 ，采

用 FPCB 连接件 能够使制造工艺简化 ，节省扬声器 的 内部空 间，并且 能够提



高扬声器 的稳定性 。

对 于多个驱动单元 的结构 ，为 了使 FPCB 连接件 即能够便于与外壳 固定

结合 ，又 能够方便地连接 多个音 圈，在 FPCB 连接件 的表面设置有多个焊盘

和连接这些焊盘 的电路 ，音 圈与 FPCB 连接件上靠近振膜一侧 的焊盘通过 点

焊等方式 电连接 。在连接过程 中，利用焊 点之 间的 电路 ，音 圈之 间可 以以串

联 、并联或者 串并联结合 的方式灵活连接 。电子装置 （如液 晶电视机 ）与 FPCB

连接件远离安装平面 的一侧 电连接 ，FPCB 连接件夹持 固定于 中心 出声孔边缘

的安装平面上 ，也能够充分利用扬声器 内部有 限的空 间。

四个或者六个驱动单元 中的四个分别设置在振膜上对应于 的球顶部 1 边

缘 的位置 ，有利于驱动单元 5 的音 圈与振膜稳定 的结合 ，优选地 ，位 于球顶

部 1 的四个角部位置 ，使振膜 能够平衡 的驱动 。这种 结构采用小尺寸 的音 圈

单元和磁路单元驱动大尺寸 的低音扬 声器 的振膜 ，能够减少低音扬 声器 的厚

度 ，还 能够节省磁铁 的尺寸 降低成本 ，提高低 音扬 声器 的灵敏度 。这种 多个

驱动单元作用 于振膜 ，驱动力均匀 ，能够在 降低驱动单元体积 的基础上保 证

足够大 的驱动功率 ，从而使产 品更加薄型化 ，这种性 能能够使本发 明的平板

式低音扬 声器用 于功率较大 的电子装置 ，如液 晶电视机等 。

图 3 和 图 4 分别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驱动单元结构示意 图和剖视 图，

如 图 3 和 图 4 所示 ，驱动单元包括音 圈单元和磁路单元 。其 中，音 圈单元包

括音 圈 11、音 圈骨架 12、定心支片 13，磁路单元包括华司 14、磁铁 15、 T

铁 16。

音 圈 11 的顶部与振膜 18 结合 固定 ，音 圈骨架 12 用 于支持音 圈 11，使音

圈 11 在磁 间隙 17 中位 于合适 的位置 。定心支片 13 用于 固定音 圈 11，防止音

圈 11 在水平方 向发生偏振 。在接通 电信号后 ，音 圈单元在磁路系统 中受力振

动 ，多个音 圈单元 的共 同振动带动大 口径振膜 的振动发 出声音 。在本实施例

中，相互独立 的驱动单元 的大小和性 能相 同，但不 限于这种 结构 。这种用 多

个 小型驱动单元驱动低音扬 声器 的大型振膜 的结构 ，可 以有效 降低低音扬 声

器 的厚度 ，适应 当前 电子产 品的薄型化发展趋 势 ，使这种 结构 的低音扬 声器

实用性更强 。

图 3 和 图 4 所示 的实施例 中的驱动单元为 圆形结构 ，与长方形结构音 圈

相 比这种 结构设计能够使振膜 18 的受力更加均匀 。华司 14 和 T 铁 16 均为导



磁结构，用于修正磁力线；磁铁 15 和 T 铁 16 之间形成的磁间隙 17 用于容纳

音圈 11。

图 5 为根据本实施例一的低音扬声器另一角度 （垂直于出声孔延伸方向）

的剖视图，再结合图 1 可知，中心出声孔 7 和边缘出声孔 8 均为长条形结构，

中心出声孔 7 的孔径大于边缘出声孔 8 的孔径，而且中心出声孔 7 对应的振

膜的面积也大于边缘出声孔 8 对应的振膜面积。

出声孔的这种结构可以保证振膜振动产生的气流及时的通过出声孔传输

到外界，以保证产品的声学性能。出声孔总面积与振膜在外壳上正投影面积

的比值在小于 0.9 的数值范围内，能够提升气流流通的顺畅性，提高这种低音

扬声器的声学性能。其中，振膜在外壳上正投影的面积即振膜在垂直于其振

动方向上的正投影面积。

此外，对于实施例一中的具有四个驱动单元的低音扬声器，出声孔的面

积比较大，优选的，出声孔总面积与振膜在外壳上正投影面积的比值在 0.2 至

0.6 的数值范围内。对于实施例二中的具有六个驱动单元的低音扬声器，优选

出声孔总面积与振膜在外壳上正投影面积的比值在 0.1 至 0.4 的数值范围内。

这种结构可以确保气流流通的顺畅性，并且可以保证外壳的强度和散热等性

能。

图 6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四个驱动单元的外壳和驱

动单元的反面视图。如图 6 所示，外壳 3 包括安装平面和环形侧壁，在安装

平面上有容纳驱动单元的四个安装孔 4 和出声孔；其中，外壳 3 采用铝合金

材料，铝合金材料强度比较大，稳定性高。出声孔包括中心出声孔 7 和边缘

出声孔 8。

在图 6 所示的实施例中，中心出声孔 7 设置在安装平面与振膜中间区域

对应的位置。对于长方形的振膜，如果在边缘位置设置四个音圈，振膜中间

的区域会比较大，该部分振膜的产生的气流也较多，因此，安装平面上对应

于该部分的位置设有中心出声孔 7，并且中心出声孔 7 的尺寸较大，以供较多

的气流从此处流入或流出。此外，边缘出声孔 8 设置在与中心出声孔 7 对应

的安装平面的边缘位置。

FPCB 连接件 6 用于驱动单元和外部电路的电连接，并且本发明中采用的

FPCB 连接件 6 为刚性结构，与现有的塑料结构相比，具有较强的弹性，不容



易发生断裂 。

此外在外壳 3 的四个角部还设置有 固定孔 （未在 图 6 中标 出），用 于 固定

低音扬声器与 电子装置 。

图 7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平板式低音扬 声器应用状态 图。

如 图 6 所示 ，由于 FPCB 连接件 6 的中间部分结合在振膜上设置有音 圈

的一侧 ，因此 ，在扬声器产 品中，FPCB 连接件 6 的中间部分位于安装平面靠

近振膜 的一侧 ，FPCB 连接件 6 的两端部从 出声孔延伸至安装平面 9 远离振膜

的一侧 。安装平面上 的出声孔使振膜 18 后侧 的空间与整个后声腔 19 连通 ，

在后声腔 19 中可 以添加吸音材料或者气体吸 附材料 。吸音材料可能够调整声

学 曲线 ，调整声音性能；气体吸 附材料可吸 附气体 ，调整后声腔 19 气压 ，从

而提高后声腔 19 的等效体积 ，提升产 品的低频声效 。

通过上述实施方式可 以看 出 ，本发 明提供 的平板式低音扬 声器采用至少

三个驱动单元分散设置在振膜 的球顶部 ，这种 结构采用 小尺寸 的音 圈和磁 路

系统驱动大尺寸 的低音扬 声器 的振膜 ，能够减 少低音扬 声器 的厚度 ，还 能够

节省磁铁 的尺寸 降低成本 ，提高扬 声器 的灵敏度 ；至少三个驱动单元作用 于

振膜 ，驱动力均匀 ，并且 能够保证驱动功率足够大 ，产 品薄 ；振膜 的球顶部

产生 的气流较多 ，大 的出声孔有利于气流 的流通 ，能够增加扬声器 的驱动力 ；

外壳采用铝合金材料 ，铝合金材料强度 比较大 ，稳定性高 ；采用 FPCB 连接

音 圈和外 电路 ，能够节省 空间。

如 上 参 照 附 图 以示例 的方 式 描 述 了根据 本 发 明提 出 的平板 式低 音扬 声

器 。但 是 ，本领域技术人 员应 当理解 ，对 于上述本发 明所提 出的平板式低 音

扬 声器 ，还可 以在不脱离本发 明内容 的基础上做 出各种 改进 。因此 ，本发 明

的保护范 围应 当 由所 附的权利要求书 的 内容确定 。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包括平板状 的振膜 、至少三个相互独立的驱

动单元 以及 固定结合所述振膜和所述驱动单元 的外壳；其中，

所述驱动单元包括音圈单元和与所述音 圈单元相对应的磁路单元 ，所述

音圈单元分散地结合固定在所述振膜靠近所述外壳的一侧 ；

在所述外壳上设置有用于收容固定所述磁路单元 的安装孔 以及贯通所述

外壳的与外界连通 的出声孔 ，并且 ，

所述安装孔 的数量和位置与贴合在所述振膜 的球顶部的音圈的数量和位

置相对应 ；

所述出声孔总面积与所述振膜在外壳上正投影面积 的比值在小于 0.9 的

数值范围内。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其 中，

所述振膜为矩形结构 ，包括位于中心位置的刚性 的球顶部和位于边缘位

置的折环部；

所述音圈单元与所述球顶部固定结合 。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其 中，

所述外壳包括安装平面和环绕所述安装平面设置 的环形侧壁 ；

所述安装孔和所述 出声孔设置在所述安装平面上 ；

所述环形侧壁 的上侧面与所述振膜 的折环部结合 。

4、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其 中，

所述驱动单元为四个或者六个 ，其 中，在所述述球顶部 的四个角部位置

分别结合有一个音圈单元 ；并且 ，

所述出声孔总面积与所述振膜 向外壳正投影面积 的比值在 0.2 至 0.6 的数

值范围内。

5、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其中，

所述出声孔包括设置在所述安装平面中心位置的中心出声孔和设置在所

述安装平面边缘位置的边缘出声孔；并且 ，

所述中心出声孔的面积大于所述边缘出声孔的面积 。



6、如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平板式低音扬 声器 ，还包括 电连接所述低音扬声

器 的内部 电路和外部 电路 的 FPCB 连接件 ，其 中，

在所述驱动单元为 四个 时 ，所述 FPCB 连接件为 T 型 ，夹持 固定在所述

中心 出声孔边缘 的所述安装平面上 ，所述 FPCB 连接件 的一部分处于所述安

装平面靠近所述振膜 的一侧 ，另一部分处于所述安装平面远离所述振膜 的一

在所述驱动单元为六个 时 ，所述 FPCB 连接件为条形 ，所述 FPCB 连接件

的中部结合在所述振膜上设置有所述音 圈的一侧 ，所述 FPCB 连接件 的两端

部通过所述边缘 出声孔延伸至所述安装平面远离所述振膜 的一侧 。

7、如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其 中，

在所述驱动单元为六个 时，

所述 中心 出声孔为 圆形或者方形 ，设置在 的每 四个相邻 安装孔之 间；

所述边缘 出声孔为长条形 ，分别设置在所述环形侧壁 四边和所述安装孔

之 间。

8、如权利要求 1〜 7 中任一项所述 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其 中，

所述折环部采用 PU 或硅橡胶制作 ；

所述外壳采用铝合金材料 。

9、如权利要求 1〜 7 中任一项所述 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其 中，

在所述环形侧壁周边还具有延伸部 ，在所述延伸部上均匀设置有 固定所

述扬声器 的固定孔 。

10、如权利要求 1〜 7 中任一项所述 的平板式低音扬声器 ，其 中，

所述音 圈单元包括定心支片 、音 圈骨架和音 圈；

在所述安装平面 的上表面设置有 限定所述定心支片 的限位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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