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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 了一种扬声器，其包括壳体、容置于所述壳体 内部 的振动系统和磁路系统，所
述壳体包括 固定所述振动系统和所述磁路系统 的盆架，所述振动系统包括 固定于所述盆架顶面 的振膜，
所述磁路系统包括装配于所述盆架底部 的下夹板，所述盆架远离所述振膜一侧固定有包覆所述盆架 四周
及所述下夹板 的后壳。在本实用新型 中，盆架远离前盖一侧 固定有包覆盆架 四周 以及装配在盆架底部 的
下夹板 的后壳，对盆架和下夹板之 间的装配缝 隙形成完全密封，把扬声器应用到扬声器箱后，可 以防止
填充到扬声器箱中的吸音粉料进入扬声器中，从而增大扬声器箱灌装吸音粉料的体积。



一种扬声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声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扬声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 的快速发展 ，音频设备也不断快速发展 ，人们对音频设备的功能性要

求越来越高 ，对于扬声器 ，越来越多人对其音频性能提 出了较高的要求。相关

技术 中，盆架底部在装配下夹板时 ，盆架与下夹板之间会有缝隙 ，无法完全密

封 ，把扬声器应用到扬声器箱后 ，填充到扬声器箱 中的吸音粉料会进入扬声器

中。

发明概述

技术问题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 的技术 问题为提供一种扬声器 ，旨在解决相关技术 中扬声

器箱 中的吸音粉料会通过盆架与下夹板 的装配缝隙进入扬声器 中的问题。

问题 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000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第一方面提供一种扬声器 ，其包括壳体 、容置于所述壳体 内

部 的振动系统和磁路系统 ，所述壳体包括 固定所述振动系统和所述磁路系统 的

盆架 ，所述振动系统包括 固定于所述盆架顶面的振膜 ，所述磁路系统包括装配

于所述盆架底部 的下夹板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盆架远离所述振膜一侧 固定有包

覆所述盆架四周及所述下夹板 的后壳。

[0005] 进一步地 ，所述盆架包括环绕所述振动系统 以及所述磁路系统 的环绕部 以及 自

所述环绕部 的外 圈边缘朝远离所述振膜方 向延伸 的支承部 ，所述后壳包覆所述

支承部四周及所述下夹板。

[0006] 进一步地 ，所述后壳包括与所述下夹板正对 的顶壁 、 自所述顶壁外 圈边缘朝靠

近所述下夹板方 向延伸并环绕所述支承部 的侧壁 以及 自所述侧壁远离所述顶壁

一端朝靠近所述振膜方 向延伸 的固定部 ，所述 固定部 固定在所述环绕部上。



[0007] 进一步地 ，所述 固定部包括靠近所述环绕部 的内侧面 、与所述 内侧面相对 的外

侧面 以及连接所述 内侧面和所述外侧面的上表面 ，所述 内侧面与所述环绕部 固

定。

[0008] 进一步地 ，所述 固定部设置在所述后壳的长轴侧上。

[0009] 进一步地 ，所述下夹板包括正对所述顶壁 的主体部 以及 自所述主体部 的短轴侧

朝靠近所述环绕部弯折延伸 的延伸部 ，所述主体部嵌设 固定在所述支承部上。

[0010] 进一步地 ，所述后壳的材质为不锈钢，所述后壳的厚度为 0.1mm。

[0011] 进一步地 ，所述振动系统包括 固定于所述环绕部顶面的振膜 、连接于所述振膜

一侧并驱动所述振膜振动 的音 圈、以及一端连接在所述音 圈远离所述振膜一端

的电路板 ，所述 电路板 的另一端夹设 固定在所述延伸部和所述环绕部之间。

[0012] 进一步地 ，所述 电路板为柔性 电路板 ，所述 电路板包括夹设 固定在所述延伸部

和所述环绕部之间的第一固定臂 、与所述音 圈固定 的第二固定臂 、连接在所述

第一固定臂与所述第二固定臂之间的弹力臂 以及 自所述第一固定臂远离所述第

二固定臂一端朝远离所述环绕部方 向延伸 的延伸臂。

[0013] 进一步地 ，所述振动系统还包括与所述振膜相对应 的弹性支撑件 ，所述弹性支

撑件一端 固定于所述音 圈远离所述振膜一端 ，所述弹性支撑件另一端夹设 固定

在所述延伸部和所述 电路板之间。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 比，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 的盆架远离振膜一侧

固定有包覆盆架四周 以及装配在盆架底部 的下夹板 的后壳 ，对盆架和下夹板之

间的装配缝隙形成完全密封 ，把扬声器应用到扬声器箱后 ，可 以防止填充到扬

声器箱 中的吸音粉料进入扬声器 中，从而增大扬声器箱灌装吸音粉料 的体积。

对附图的简要说 明

附图说明

[0015] 图 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 的扬声器 的整体结构示意 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 的扬声器 的分解结构示意 图；

[0017] 图3是 图1的A-A面剖切示意 图；



[0018] 图4是 图 1的B-B面剖切示意 图；

[0019] 图5是 图4中C部分 的放大结构示意 图；

[0020]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 的后壳 的整体结构示意 图；

[0021]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 的电路板结构示意 图。

[0022] 本 实用新型 的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 明。

[0024] 如 图 1和 图2所示 ，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扬声器 ，该扬声器包括壳体

10、容置于壳体 10内部 的振动系统20和磁路系统 30，壳体 10包括 固定振动系统2

0和磁路系统 30的盆架 12以及盖接于盆架 12上 的前盖 11，振动系统20包括 固定于

盆架 12顶面 的振膜21，前盖 11上盖接有垫片4 , 磁路系统 30包括装配于盆架 12底

部 的下夹板 32。

[0025] 进 一步地 ，如 图2至 图4所示 ，盆架 12包括环绕振动系统20以及磁路系统 30的环

绕部 121 以及 自环绕部 121的外 圈边缘朝远离振膜21方 向延伸 的支承部 122, 环绕

部 121远离振膜21—侧 固定有包覆支承部 122四周及下夹板 32的后壳5。

[0026] 具体 的 ，如 图6所示 ，后壳5包括与下夹板 32正对 的顶壁 5 1、 自顶壁 5 1外 圈边缘

朝靠近下夹板 32方 向延伸并环绕支承部 122的侧壁 以及 自侧壁 52远离顶壁 5 1—端

朝靠近振膜21方 向延伸 的固定部 53, 固定部 53固定在环绕部 121上。 由于盆架 12

与下夹板 32在装配时难免存在缝隙 ，而后壳5能够对这些缝隙进行覆盖 ，把扬声

器应用到扬声器箱后 ，可 以防止填充到扬声器箱 中的吸音粉料进入扬声器 中，

从而增大扬声器箱灌装吸音粉料 的体积。具体 的，固定部 53设置在后壳5的长轴

侧 54上。优选 的，后壳5的材质为不锈钢 ，具有较高 的硬度和 良好耐腐蚀性能。

后壳5的厚度为0.1mm，在整体外形增大0.2mm的情况下增大扬声器箱灌装吸音

粉料 的体积。

[0027] 上述实施例 中，如 图5所示 ，固定部 53包括靠近环绕部 121的内侧面531 、与 内

侧面531相对 的外侧面532 以及连接 内侧面531和外侧面532 的上表面533 ，内侧面

531与环绕部 121固定。固定部 53与环绕部 121之 间可 以通过打胶 固定 ，保证后壳

5能够牢 固地 固定在盆架上。另外 ，下夹板 32包括正对顶壁 5 1的主体部 321 以及

自主体部 321 的短轴侧 321 1朝靠近环绕部 121弯折延伸 的延伸部 322 ，主体部 321



嵌设 固定在支承部 122上。

[0028] 上述实施例 中，振动系统20包括 固定于环绕部 121顶面的振膜 2 1、连接于振膜2

1一侧并驱动振膜 2 1振动 的音 圈22、以及一端连接在音 圈22远离振膜 2 1—端 的电

路板24, 电路板24的另一端夹设 固定在延伸部322和环绕部 121之间。优选 的，

如 图7所示 ，电路板24为柔性 电路板 ，电路板24包括夹设 固定在延伸部322和环

绕部 121之间的第一固定臂241 、与音 圈22固定 的第二固定臂242 、连接在第一固

定臂241与第二固定臂242之 间的弹力臂243 以及 自第一固定臂241远离第二固定

臂242—端朝远离环绕部 121方 向延伸 的延伸臂244。弹力臂243能够配合第一固

定臂241与第二固定臂242, 分担 电路板24承受 的负载 ，从而增强 电路板24的承

载能力。振动系统20还包括与振膜 2 1相对应 的弹性支撑件23, 弹性支撑件23—

端 固定于音 圈22远离振膜 2 1—端 ，弹性支撑件 2 1另一端夹设 固定在延伸部322和

电路板24之 间。

[0029] 另外 ，磁路系统30则包括与下夹板32相对 的上夹板 3 1以及 固定在上夹板 3 1和下

夹板32之 间的磁钢33, 上夹板 3 1嵌设 固定于环绕部 121上。进一步地 ，磁钢33包

括主磁331、位于主磁331的两侧 的副磁332 以及贴设在主磁331和副磁332上 的极

芯333, 副磁 332 间隔设置在主磁331两侧 ，并与主磁331形成磁 间隙 ，音 圈22固

定设置在磁 间隙中。贴附在主磁331表面 的极芯333能够起到导磁作用 ，汇聚磁

场 ，提高产品的磁感应性能。

[0030] 以上所述 的仅是本实用新型 的实施方式 ，在此应当指 出，对于本领域 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构思的前提下 ，还可 以做 出改进 ，但这

些均属于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扬声器 ，包括 ：壳体 、容置于所述壳体 内部 的振动系统和磁路系

统 ，所述壳体包括 固定所述振动系统和所述磁路系统 的盆架 ，所述振

动系统包括 固定于所述盆架顶面的振膜 ，所述磁路系统包括装配于所

述盆架底部 的下夹板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盆架远离所述振膜一侧 固定

有包覆所述盆架四周及所述下夹板 的后壳。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扬声器 ，其特征在于 ， 所述盆架包括环绕所述

振动系统 以及所述磁路系统 的环绕部 以及 自所述环绕部 的外 圈边缘朝

远离所述振膜方 向延伸 的支承部 ，所述后壳包覆所述支承部四周及所

述下夹板。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 的扬声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后壳包括与所述下

夹板正对 的顶壁 、 自所述顶壁外 圈边缘朝靠近所述下夹板方 向延伸并

环绕所述支承部 的侧壁 以及 自所述侧壁远离所述顶壁一端朝靠近所述

振膜方 向延伸 的固定部 ，所述 固定部 固定在所述环绕部上。

[权利要求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 的扬声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 固定部包括靠近所

述环绕部 的内侧面 、与所述 内侧面相对 的外侧面 以及连接所述 内侧面

和所述外侧面的上表面 ，所述 内侧面与所述环绕部 固定。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 的扬声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 固定部设置在所述

后壳的长轴侧上。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 的扬声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下夹板包括正对所

述顶壁 的主体部 以及 自所述主体部 的短轴侧朝靠近所述环绕部弯折延

伸 的延伸部 ，所述主体部嵌设 固定在所述支承部上。

[权利要求 7] 根据权利要求 1至6中任意一项所述 的扬声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后壳

的材质为不锈钢，所述后壳的厚度为0.1mm。

[权利要求 8]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 的扬声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振动系统包括 固定

于所述环绕部顶面的振膜 、连接于所述振膜一侧并驱动所述振膜振动

的音 圈、以及一端连接在所述音 圈远离所述振膜一端 的电路板 ，所述

电路板 的另一端夹设 固定在所述延伸部和所述环绕部之间。



[权利要求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 的扬声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电路板为柔性 电路

板 ，所述 电路板包括夹设 固定在所述延伸部和所述环绕部之间的第一

固定臂 、与所述音 圈固定 的第二固定臂 、连接在所述第一固定臂与所

述第二固定臂之间的弹力臂 以及 自所述第一固定臂远离所述第二固定

臂一端朝远离所述环绕部方 向延伸 的延伸臂。

[权利要求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 的扬声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振动系统还包括与

所述振膜相对应 的弹性支撑件 ，所述弹性支撑件一端 固定于所述音 圈

远离所述振膜一端 ，所述弹性支撑件另一端夹设 固定在所述延伸部和

所述 电路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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