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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

清音箱，主机座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一单元连

接部，左音响单元以及右音响单元分别活动连接

相应的单元连接部，音箱主体具有立体声模式和

双声道模式，立体声模式，左音响单元以及右音

响单元分别连接于相应的单元连接部时，控制单

元分别传输立体声信号至左音响单元以及右音

响单元；双声道模式，左音响单元或右音响单元

任意一音响单元断开其相应单元连接部时，控制

单元传输左声道信号至左音响单元、传输右声道

信号至右音响单元。与现有技术相比，该便携数

字高清音箱提供了分体模式以及不同的音频输

出模式，实用性更高、音质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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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清音箱，包括音箱主体(1)以及控制单元，控制单元设置于音

箱主体(1)的内部，其特征在于：音箱主体(1)包括主机座(11)、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

单元(22)，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22)分别蓝牙连接控制单元，其中，

主机座(11)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一单元连接部，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

(22)分别活动连接相应的单元连接部，音箱主体(1)具有立体声模式和双声道模式，

立体声模式，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22)分别连接于相应的单元连接部时，

控制单元分别传输立体声信号至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22)；

双声道模式，左音响单元(21)或右音响单元(22)任意一音响单元断开其相应单元连接

部时，控制单元传输左声道信号至左音响单元(21)、传输右声道信号至右音响单元(2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清音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元连接部

包括一连接插口(104)，所述左音响单元(21)以及所述右音响单元(22)分别活动插设于相

应的连接插口(104)，

连接插口(104)的底面以及所述音响单元的顶面分别设置有相互配对的端子(1000)，

在音响单元插设于相应的连接插口(104)时，互为配对的两组端子(1000)触碰连接，

所述音箱主体(1)设置供电电路，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22)的内部分别设

置有互为独立的电池组，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22)的电池组分别通过相应的端

子(1000)连接供电电路，

供电电路与所述控制单元电连接，当左音响单元(21)或右音响单元(22)任意一音响单

元的端子(1000)断开时，所述音箱主体(1)切换至所述双声道模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清音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插口

(104)与所述音响单元之间设置有快装结构，快装结构包括卡扣连接结构、螺纹连接结构或

磁吸连接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清音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快装结构包

括磁吸连接结构，所述连接插口(104)的底面以及所述音响单元的顶面分别固定有极性方

向相反的、一组或一组以上的磁铁(2000)，当音响单元插设于连接插口(104)时相应的相应

的两个磁铁(2000)相互磁吸连接，以实现音响单元的快速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清音箱，其特征在于：所述

左音响单元(21)以及所述右音响单元(22)分别设置为结构相同的音响单元，音响单元包括

一单元壳体，单元壳体由上到下依次设置有电池部(211)、扬声部(212)以及底座(213)，电

池部(211)的内部设置有电池组，扬声部(212)的内部设置有喇叭单元，喇叭单元电连接于

电池组，装配时单元壳体的电池部(211)活动插设于相应的所述单元连接部，

底座的横截面的形状大小与所述主机座(11)的形状大小相同，组合装配时主机座

(11)、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22)共同组合形成一柱状的所述音箱主体(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清音箱，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机座(11)

的顶面设置有控制面板(101)、后侧面设置有连接面板，连接面板包括有数据接口(103)以

及电源接口(10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清音箱，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机座(11)

的前侧面设置有氛围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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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清音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高保真高清音箱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清

音箱。

背景技术

[0002] 蓝牙音箱指的是内置蓝牙芯片，以蓝牙连接取代传统线材连接的音响设备，通过

与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等蓝牙播放设备连接，达到方便快捷的目的。目前，蓝牙音箱以便

携数字高清音箱为主，外形一般较为小巧便携，蓝牙音箱技术也凭借其方便人的特点逐渐

被消费者重视和接纳，市面上常见蓝牙音箱多为单声道音箱(单扬声单元)，同时也涌现了

一些音质优异的多声道音箱(两个或两个以上扬声单元)。

[0003] 但是，常用的便携数字高清音箱一般为一体式的，而且仅有一组声道的喇叭单元，

没有双声道的设置，存在音质表现力的瓶颈，因此有必要予以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清音

箱，实现音响单元的分体运行以及双声道的声音输出，提高便携数字高清音箱的声音表现

力以及音质效果。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清

音箱，包括音箱主体以及控制单元，控制单元设置于音箱主体的内部，音箱主体包括主机

座、左音响单元以及右音响单元，左音响单元以及右音响单元分别蓝牙连接控制单元，其

中，主机座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一单元连接部，左音响单元以及右音响单元分别活动连

接相应的单元连接部，音箱主体具有立体声模式和双声道模式，立体声模式，左音响单元以

及右音响单元分别连接于相应的单元连接部时，控制单元分别传输立体声信号至左音响单

元以及右音响单元；双声道模式，左音响单元或右音响单元任意一音响单元断开其相应单

元连接部时，控制单元传输左声道信号至左音响单元、传输右声道信号至右音响单元。

[0006] 在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单元连接部包括一连接插口，左音响单元以及右音响单

元分别活动插设于相应的连接插口，连接插口的底面以及音响单元的顶面分别设置有相互

配对的端子，在音响单元插设于相应的连接插口时，互为配对的两组端子触碰连接，音箱主

体设置供电电路，左音响单元以及右音响单元的内部分别设置有互为独立的电池组，左音

响单元以及右音响单元的电池组分别通过相应的端子连接供电电路，供电电路与控制单元

电连接，当左音响单元或右音响单元任意一音响单元的端子断开时，音箱主体切换至双声

道模式。

[0007] 在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连接插口与音响单元之间设置有快装结构，快装结构包

括卡扣连接结构、螺纹连接结构或磁吸连接结构。

[0008] 在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快装结构包括磁吸连接结构，连接插口的底面以及音响

单元的顶面分别固定有极性方向相反的、一组或一组以上的磁铁，当音响单元插设于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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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口时相应的相应的两个磁铁相互磁吸连接，以实现音响单元的快速固定。

[0009] 在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左音响单元以及右音响单元分别设置为结构相同的音响

单元，音响单元包括一单元壳体，单元壳体由上到下依次设置有电池部、扬声部以及底座，

电池部的内部设置有电池组，扬声部的内部设置有喇叭单元，喇叭单元电连接于电池组，装

配时单元壳体的电池部活动插设于相应的单元连接部，底座的横截面的形状大小与主机座

的形状大小相同，组合装配时主机座、左音响单元以及右音响单元共同组合形成一柱状的

音箱主体。

[0010] 在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主机座的顶面设置有控制面板、后侧面设置有连接面板，

连接面板包括有数据接口以及电源接口。

[0011] 在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中，主机座的前侧面设置有氛围灯结构。

[0012] 采用上述结构后，本实用新型和现有技术相比所具有的优点是：本实用新型提供

了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清音箱，通过分体和组合装配的形式进行立体声以及双声道模式

的切换，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实用性以及音质效果；音箱主体具有单元快装结构，能够分别对

左音响单元以及右音响单元进行快速安装和分体，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分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另一分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主机座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左音响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因此而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20] 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清音箱，如图1至5所示，包括音箱主体1以及控制单元，控

制单元设置于音箱主体1的内部，音箱主体1包括主机座11、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

22，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22分别蓝牙连接控制单元，其中，主机座11的左右两侧分

别设置有一单元连接部，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22分别活动连接相应的单元连接

部，音箱主体1具有立体声模式和双声道模式，立体声模式，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

22分别连接于相应的单元连接部时，控制单元分别传输立体声信号至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

音响单元22；双声道模式，左音响单元21或右音响单元22任意一音响单元断开其相应单元

连接部时，控制单元传输左声道信号至左音响单元21、传输右声道信号至右音响单元22。本

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分体式便携数字高清音箱，通过左音响单元  21或右音响单元22任意

一音响单元断开其相应的单元连接部时触发模式切换，控制单元依据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

音响单元22的装配情况进行立体声信号或单声道信号的传输，实现便携数字高清音箱立体

声输出以及双声道输出，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实用性以及声音表现力。音响单元能够进行分

体运行，用户使用时能够把两个音响单元分开放置，声音从不同角度传来，进一步提高便携

数字高清音箱的音场效果，也可以结合不同的音效设置，提高声音表现力以及音效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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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该便携数字高清音箱具有立体声模式，如图1所示，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

22分别连接于主机座11左右两侧相应的单元连接部，此时，控制单元分别传输立体声信号

至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22。

[0022] 该便携数字高清音箱具有双声道模式，如图2所示，右音响单元22与主机座11右侧

的单元连接部断开分离，左音响单元21与主机座11左侧的单元连接部相连接，此时，控制单

元传输左声道信号至左音响单元21、传输右声道信号至右音响单元22。(在右音响单元22与

与主机座11右侧的单元连接部相连接、左音响单元21与主机座11左侧的单元连接部断开分

离时，便携数字高清音箱同样处于双声道模式)；如图3所示，左音响单元21与主机座11左侧

的单元连接部断开分离、右音响单元22与主机座11右侧的单元连接部断开分离，此时，控制

单元传输左声道信号至左音响单元21、传输右声道信号至右音响单元22。

[0023] 综上所示，这里提供了如图1至图3所示的三种不同的使用方式，并且根据不同的

使用方式，控制单元分别向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22传输不同的音频信号，以实现

立体声模式以及双声道模式的切换，使产品更具可玩性以及不同的声音表现力。

[0024] 具体地，单元连接部包括一连接插口104，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  22分别

活动插设于相应的连接插口104，连接插口104的底面以及音响单元的顶面分别设置有相互

配对的端子1000，在音响单元插设于相应的连接插口104时，互为配对的两组端子1000触碰

连接，音箱主体1设置供电电路，左音响单元21 以及右音响单元22的内部分别设置有互为

独立的电池组，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22的电池组分别通过相应的端子1000连接供

电电路，供电电路与控制单元电连接，当左音响单元21或右音响单元22任意一音响单元的

端子1000断开时，音箱主体1切换至双声道模式。

[0025] 具体地，连接插口104与音响单元之间设置有快装结构，快装结构包括卡扣连接结

构、螺纹连接结构或磁吸连接结构。

[0026] 具体地，快装结构包括磁吸连接结构，连接插口104的底面以及音响单元的顶面分

别固定有极性方向相反的、一组或一组以上的磁铁2000，当音响单元插设于连接插口104时

相应的相应的两个磁铁2000相互磁吸连接，以实现音响单元的快速固定。通过磁吸连接结

构实现音响单元的快速连接以及分离，操作简单，使用方便。

[0027] 具体地，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22分别设置为结构相同的音响单元，音响

单元包括一单元壳体，单元壳体由上到下依次设置有电池部211、扬声部212 以及底座213，

电池部211的内部设置有电池组，扬声部212的内部设置有喇叭单元，喇叭单元电连接于电

池组，装配时单元壳体的电池部211活动插设于相应的单元连接部，底座的横截面的形状大

小与主机座11的形状大小相同，组合装配时主机座11、左音响单元21以及右音响单元22共

同组合形成一柱状的音箱主体1。

[0028] 具体地，主机座11的顶面设置有控制面板101、后侧面设置有连接面板，连接面板

包括有数据接口103以及电源接口102。

[0029] 具体地，主机座11的前侧面设置有氛围灯结构。

[0030] 以上内容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本实

用新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

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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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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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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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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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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