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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扬声器模组，其包括具有容

纳空间的壳体和收容在所述壳体内的扬声器单

体，所述扬声器单体将所述容纳空间分割成前腔

和后腔，所述壳体上设置有与所述前腔相连通的

出音口，所述扬声器模组还包括覆盖所述出音口

的密封组件，所述密封组件包括环绕在所述出音

口的硬胶注塑层和贴附在所述硬胶注塑层的微

发泡注塑层。本发明提高了密封组件与壳体之间

的结合力以及密封组件内部的结合力，从而提高

了产品的可靠性，并且降低了成本，便于机械化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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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扬声器模组，其包括具有容纳空间的壳体和收容在所述壳体内的扬声器单体，

所述扬声器单体将所述容纳空间分割成前腔和后腔，所述壳体上设置有与所述前腔相连通

的出音口，其特征在于，所述扬声器模组还包括覆盖所述出音口的密封组件，所述密封组件

包括环绕在所述出音口的硬胶注塑层和贴附在所述硬胶注塑层的微发泡注塑层；所述硬胶

注塑层包括远离所述容纳空间一侧的第一表面和环绕所述第一表面的侧表面，所述侧表面

上还设置有向出音口内部方向凹陷的注浇槽，所述微发泡注塑层填充到所述注浇槽内并与

所述硬胶注塑层结合在一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发泡注塑层为在注塑过程中

充入惰性气体形成的多孔洞、可压缩、具有回弹力的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扬声器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惰性气体为二氧化碳或氮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表面与所述微发泡注塑层

相贴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扬声器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表面设置有用于增加注塑

结合力的注塑花纹，所述注塑花纹环绕在所述硬胶注塑层的边缘。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扬声器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注塑花纹自所述第一表面向外

凸起形成。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扬声器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注塑花纹为连续的波浪形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模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硬胶注塑层与所述壳体一体成

型。

9.一种如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扬声器模组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采用双料注塑形成具有出音口的壳体以及环绕所述出音口的硬胶注塑层，所述硬胶注

塑层由硬胶材料形成；

在形成的硬胶注塑层表面注入注塑材料并向注塑材料内通入惰性气体形成微发泡注

塑层；

提供扬声器单体，将所述扬声器单体装入所述壳体。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扬声器模组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惰性气体为二氧

化碳或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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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模组及扬声器模组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声转换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扬声器模组及扬声器模组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人们对电子产品的

各方面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中之一便是高品质的音乐功能，因此，电声系统需要不断

的提升性能，高品质的扬声器模组便是实现这个高品质音乐功能的必备条件之一。

[0003] 扬声器模组通常包括壳体和收容在壳体内的扬声器单体，通过在壳体上设置出音

口来实现扬声器模组的发声。为了避免异物进入，通常需要设置覆盖出音口的密封组件，现

有技术的密封组件通常采用外购的密封垫，随后与扬声器模组进行人工组装，但是这种结

构的密封组件的贴合性不好，且组装复杂，成本较高，而且易出现分层不良，固定不牢固的，

降低产品可靠性能的问题。

[0004] 因此，实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扬声器模组及扬声器模的制备方法以解决上述问

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而提供一种新型的扬声器模组及扬声器模的制备方

法，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组装复杂，成本高，易出现分层不良，固定不牢固的，降低产品可靠性

能的问题，具体方案为：

[0006] 提供一种扬声器模组，其包括具有容纳空间的壳体和收容在所述壳体内的扬声器

单体，所述扬声器单体将所述容纳空间分割成前腔和后腔，所述壳体上设置有与所述前腔

相连通的出音口，其特征在于，所述扬声器模组还包括覆盖所述出音口的密封组件，所述密

封组件包括环绕在所述出音口的硬胶注塑层和贴附在所述硬胶注塑层的微发泡注塑层。

[0007] 优选的，所述微发泡注塑层为在注塑过程中充入惰性气体形成的多孔洞、可压缩、

具有回弹力的结构。

[0008] 优选的，所述惰性气体为二氧化碳或氮气。

[0009] 优选的，所述硬胶注塑层包括远离所述容纳空间一侧的第一表面和环绕所述第一

表面的侧表面，所述第一表面与所述微发泡注塑层相贴合。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表面设置有用于增加注塑结合力的注塑花纹，所述注塑花纹环

绕在所述硬胶注塑层的边缘。

[0011] 优选的，所述注塑花纹自所述第一表面向外凸起形成。

[0012] 优选的，所述注塑花纹为连续的波浪形状。

[0013] 优选的，所述侧表面上还设置有向出音口内部方向凹陷的注浇槽，所述微发泡注

塑层填充到所述注浇槽内并与所述硬胶注塑层结合在一起。

[0014] 优选的，所述硬胶注塑层与所述壳体一体成型。

[001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扬声器模组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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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采用双料注塑形成具有出音口的壳体以及环绕所述出音口的硬胶注塑层，所述硬

胶注塑层由硬胶材料形成；

[0017] 在形成的硬胶注塑层表面注入注塑材料并向注塑材料内通入惰性气体形成微发

泡注塑层；

[0018] 提供扬声器单体，将所述扬声器单体装入所述壳体。

[0019] 优选的，所述惰性气体为二氧化碳或氮气。

[0020] 本发明扬声器模组包括具有容纳空间的壳体和收容在所述壳体内的扬声器单体，

所述扬声器单体将所述容纳空间分割成前腔和后腔，所述壳体上设置有与所述前腔相连通

的出音口，所述扬声器模组还包括覆盖所述出音口的密封组件，所述密封组件包括环绕在

所述出音口的硬胶注塑层和贴附在所述硬胶注塑层的微发泡注塑层。本发明提高了密封组

件与壳体之间的结合力以及密封组件内部的结合力，从而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并且降低

了成本，便于机械化生产。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扬声器模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扬声器模组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扬声器模组的部分组装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扬声器模组的部分分解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6]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扬声器模组，包括壳体100、盖接在壳体100上

与壳体100形成容纳空间的上盖300以及收容在容纳空间内的扬声器单体200。

[0027] 其中壳体100包括围成容纳空间的侧壁11和底壁12，其中侧壁12为自底壁12弯折

延伸形成的，侧壁11首尾相接并环绕容纳空间设置。

[0028] 底壁12上设置有用于固定扬声器单体的固定部120。具体在本实施方式中，固定部

120位于底壁12的中央，使得安装后的扬声器单体200与侧壁11间隔设置。

[0029] 优选的，扬声器单体200为电磁扬声器，具体包括振膜和驱动振动的音圈。且扬声

器单体200的振膜一侧装入固定部120内部。扬声器单体与底壁12之间形成了扬声器模组的

前腔。当然，扬声器单体也可以为其他种类的发声器件，其原理相同。进一步的，壳体100的

侧壁11上设置有向远离容纳空间的外侧突出的出音部13，出音部13上设置有与前腔相连通

的出音口130。

[0030] 如图3和图4所示，扬声器模组还包括设置在出音部13上覆盖出音口130的密封组

件2。密封组件2包括环绕在出音口130的硬胶注塑层21和贴附在硬胶注塑层21的微发泡注

塑层22。

[0031] 其中硬胶注塑层21包括远离容纳空间一侧的第一表面2101和环绕第一表面2101

的侧表面2102，微发泡注塑层22贴附在第一表面2101上。

[0032] 进一步的，第一表面2101上设置有用于增加注塑结合力的注塑花纹211。该注塑花

纹211可以为自第一表面2101自第一表面2101向外凸起形成的凸起结构，所述注塑花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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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的波浪形状，只要设置表面不平的花纹，即可以实现增加注塑结合力的目的。

[0033] 进一步的，侧表面2102上还设置有向出音口130的内部方向凹陷的注浇槽212。当

完成硬胶注塑层21的浇筑后，通过注浇槽212进行微发泡注塑层的注塑。注塑形成的微发泡

注塑层填充到该注浇槽212内并与硬胶注塑层21结合在一起。

[0034] 微发泡注塑层22为在注塑过程中充入惰性气体形成的多孔洞、可压缩、具有回弹

力的结构。优选的，惰性气体为二氧化碳或氮气，在注塑过程中，不断通入二氧化碳或氮气，

可以 在微发泡注塑层2 2内形成均匀的孔洞 ，可以 将传统的注塑材料例如P C

(Polycarbonate，聚碳酸酯)、ABS(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丙烯腈-丁二烯-苯

乙烯共聚物)等热塑性塑料注塑成具有孔洞结构的产品，从而提高微发泡注塑层22的弹性

形变能力，可以有效替代外购密封垫的性能，且降低了成本，便于工业化生产。

[003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上述扬声器模组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采用双料注塑形成具有出音口130的壳体100以及环绕所述出音口100的硬胶注塑

层21，所述硬胶注塑层21由硬胶材料形成；

[0037] 在形成的硬胶注塑层表面注入注塑材料并向注塑材料内通入惰性气体形成微发

泡注塑层22，其中惰性气体为二氧化碳或氮气；注塑材料为PC(Polycarbonate，聚碳酸酯)、

ABS(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等热塑性塑料。

通过通入惰性气体，可以使得传统的注塑材料注塑成多孔洞、可压缩、具有回弹力的结构以

满足本发明密封组件的需要；

[0038] 提供扬声器单体200，将所述扬声器单体200装入所述壳体100；

[0039] 提供上盖300，将上盖300与壳体100固定。

[0040] 本发明扬声器模组包括具有容纳空间的壳体和收容在所述壳体内的扬声器单体，

所述扬声器单体将所述容纳空间分割成前腔和后腔，所述壳体上设置有与所述前腔相连通

的出音口，所述扬声器模组还包括覆盖所述出音口的密封组件，所述密封组件包括环绕在

所述出音口的硬胶注塑层和贴附在所述硬胶注塑层的微发泡注塑层。本发明提高了密封组

件与壳体之间的结合力以及密封组件内部的结合力，从而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并且降低

了成本，便于机械化生产。

[0041]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

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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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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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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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8

CN 109040922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