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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提高音色的耳机发声

腔体以及用于该发声腔体中的减震膜片,其由耳

壳和喇叭支架构成，耳壳内形成有容置空间，喇

叭支架固定在耳壳端口部；容置空间内附着设置

有电声减震膜片，该减震膜片构成与容置空间形

状对应的电声内胆腔体，于该电声内胆腔体底面

与容置空间底面之间设置有减震胶圈。减震膜片

包括：减震层和薄膜层复合形成，减震层的原料

采用云母粉末、硅橡胶、环氧树脂混合物制成。本

发明在耳壳内的容置空间形成有一个通过电声

减震膜片构成的电声内胆腔体，由该电声内胆腔

体构成耳机的音腔，由于减震膜片的存在，其将

对进入音腔内的声波进行吸收，减少高频波的反

射和低频波的绕射，从而有效的降低噪音的产

生，提升耳机的发声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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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提高音色的耳机发声腔体，该发声腔体由耳壳和喇叭支架构成，耳壳内形成

有容置空间，所述的喇叭支架固定在耳壳端口部；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容置空间内附着设置有电声减震膜片，该减震膜片构成与容置空间形状对应的

电声内胆腔体，于该电声内胆腔体底面与容置空间底面之间设置有减震胶圈；

所述的减震膜片包括：减震层和薄膜层复合形成；

所述的薄膜层采用：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任意一种材料或者组合制成；

所述的电声内胆腔体包括:环绕的侧壁和底板，所述的减震胶圈设置在底板与容置空

间底面之间，即底板与容置空间底面之间形成有间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提高音色的耳机发声腔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减震膜

片中的减震层的原料采用云母粉末、硅橡胶、与环氧树脂混合物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提高音色的耳机发声腔体，其特征在于：所述构成电声

内胆腔体的侧壁和底板采用一体成型制作；或者，所述构成电声内胆腔体的侧壁和底板采

用拼接制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提高音色的耳机发声腔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上开

设有音孔。

5.一种用于可提高音色的耳机发声腔体中的减震膜片，其特征在于：该减震膜片包括：

减震层和薄膜层复合形成，所述的减震层的原料采用云母粉末、硅橡胶、与环氧树脂混合物

制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可提高音色的耳机发声腔体中的减震膜片，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减震层中云母粉末、硅橡胶与环氧树脂的质量百分比为：

云母粉末：10-80％；

硅橡胶：10-89％；

环氧树脂：1-2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可提高音色的耳机发声腔体中的减震膜片，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云母粉为绢云母粉。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可提高音色的耳机发声腔体中的减震膜片，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薄膜层采用：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任意一种材料或者组合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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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提高音色的耳机发声腔体以及用于该发声腔体中的减

震膜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耳机产品技术领域，特指一种可提高音色的耳机发声腔体以及用于该

发声腔体中的减震膜片。

背景技术：

[0002] 影响耳机的发声效果的因素很多，例如在耳机相关的参数指标里，对于音质和声

场定位这个主要靠主观听音做出评价的“软指标”无法表述。一个频响曲线相近的不同厂家

的耳机，对其音质感觉和声场再现会有较大区别，这已是耳机爱好者们共同的认识。

[0003] 耳机音质的不同比较容易理解，人们会想到这和振膜的材料、大小、结构以及耳机

腔体的设计有关。正如音箱中的高音喇叭单元，其振膜材料有钦质一铭质、布质一丝绢…等

等，其音质的不同人们很容易想象。但是对于耳机声场以及声源定位表现的差异，就较难搞

清。

[0004] 一般的耳机按照发声原理不同可分为：动圈式耳机、静电式耳机、压电式耳机。其

中对于最常见的动圈式耳机而言，其包括有：密闭式(闭式)、开放式(开式)和半开放式(半

开式)之分，由于其结构的不同，听音时也会产生不同的“梳状滤波器”效应，由于密闭空腔

使低频得到了提升，这就使得中低频段的一些耳道自然谐振被掩盖，其它的梳状跌落的幅

度、数目、间隔也受到了影响，这就破坏了正常的平直频响的印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

了声音的真实感。另外，闭式耳机如果阻尼设计不当还会形成轰鸣，使人听起来不舒服。

[0005] 对于开式耳机的情况。开式耳机有一个和大气连接的“信道”，这个信道或是振膜

前面的透气耳垫，或是振膜后面的透气腔体，有的干脆“双管齐下”前后都通。这个“通道”阻

尼掉了低频谐振，消除掉了可能引起的轰鸣感觉，但同时也或多或少的压低了我们所需要

的耳道谐振，使正常的“梳状滤波器”效应受到调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正常的听

音条件。

[0006] 对于特殊设计的半开放式耳机的情况。这种结是耳机与耳垫都是不透气的，采用

的是多振膜系统，耳机主震膜不直接与大气相通，而是在它的周围分部了与六个无源从动

震膜，这些从动震膜采用了极薄的高顺性材料制成，按照声旁路组件机理工作。并巧妙地使

六个从动震膜的相位略有差异，使听音者产生一个印像，似乎他本人的耳壳也在工作，因而

给出一个空间立体感和空间开放的感觉。这种结构的耳机在声场的还原和乐器的定位感上

有其明显的优势。

[0007] 通过以上可以了解，影响耳机发声效果的因素很多，本发明将从耳机发声腔体的

方面来进行解读。一般的耳机均具有一个用于产生共鸣的音腔，这个音腔设置于耳机耳壳

内，喇叭产生的声波将在该音腔内形成共鸣，音腔的材料、结构不同，其发声的音色也就不

同。所谓的音色(musical  quality)是指声音的感觉特性。音调的高低决定于发声体振动的

频率，响度的大小决定于发声体振动的振幅,但不同的发声体由于材料、结构不同，发出声

音的音色也就不同，提高耳机的音色，主要取决于音腔的设置。所以为了提升耳机的音色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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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好的腔体，再好的喇叭单体，如果没有匹配好的、和对的材料腔体，那很难听到对的

音质，和享受到音乐的神韵的。这点我们可以根据结构的声学特性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在

结构设计早期就考虑到结构振动与声的问题，并完成对结构的动态声学设计,以满足他们

低振动、低噪声的设计要求，提高耳机听音舒适性，同时降低电声腔体的研发成本并提高电

声腔体的在做成成品后的声隐声能力。另外，目前有学者认为：音腔的腔体内分别具有压力

梯度、弹性板表面单位法向量(由腔体指向弹性板为正).腔体其余五个面为小阻尼局部反

应表面，其表面质点振动速度，局部反应表面的声阻抗率是有绝对性的关连的，其再一次解

释板－腔耦合系统的声模态有两种，腔控模态和板控模态，对于腔控模态，大部分能量储存

在声场中.对于第n个腔控共振峰声压，第n阶腔控模态声压起决定作用，且仅第m阶板模态

与第n阶腔模态的耦合对第n阶腔控模态声压起决定作用，和之间的满足，而板、腔体壁面阻

尼的影响，且是不可忽略的。简单而言，当喇叭产生的声波传输到耳机的音腔中，当抵达音

腔内壁后，低频的声波将会产生绕射，高频的声波将会产生反射，当不同的声波叠加就会形

成噪音，令耳机的发声效果失真。所以通常需要在音腔内设置减震材料。以提高耳机的发声

音色。但是，传统的减震技术通常是采用不同的耳壳材料来提高耳机的音色、音质，本发明

人根据长期的研究提出以下技术方案，可对任意材料的制作耳机耳壳提高其音色。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一个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可提高音

色的耳机发声腔体以及用于该发声腔体中的减震膜片。

[0009] 为了解决上述第一个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该可提高音色的耳

机发声腔体由耳壳和喇叭支架构成，耳壳内形成有容置空间，所述的喇叭支架固定在耳壳

端口部；所述的容置空间内附着设置有电声减震膜片，该减震膜片构成与容置空间形状对

应的电声内胆腔体，于该电声内胆腔体底面与容置空间底面之间设置有减震胶圈。

[0010]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的减震膜片包括：减震层和薄膜层复合形成，

所述的减震层的原料采用云母粉末、硅橡胶、与环氧树脂混合物制成。

[0011]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的电声内胆腔体包括:环绕的侧壁和底板，所

述的减震胶圈设置在底板与容置空间底面之间，即底板与容置空间底面之间形成有间隙。

[0012]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构成电声内胆腔体的侧壁和底板采用一体成

型制作，或者，所述构成电声内胆腔体的侧壁和底板采用拼接制作。

[0013]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底板上开设有音孔。

[001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二个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可提高音色的耳机发声腔

体中的减震膜片。

[0015] 为了解决上述第二个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该减震膜片包括：减

震层和薄膜层复合形成，所述的减震层的原料采用云母粉末、硅橡胶、与环氧树脂混合物制

成。

[0016]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的减震层中云母粉末、硅橡胶与环氧树脂的质

量百分比为：云母粉末：10-80％；硅橡胶：10-89％；环氧树脂：1-20％。

[0017]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的云母粉为绢云母粉。

[0018]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的薄膜层采用：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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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材料或者组合制成。

[001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较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0] 1、本发明在耳壳内的容置空间形成有一个通过电声减震膜片构成的电声内胆腔

体，由该电声内胆腔体构成耳机的音腔。由于减震膜片的存在，其将对进入音腔内的声波进

行吸收，减少高频波的反射和低频波的绕射，从而有效的降低噪音的产生，提升耳机的发声

音色。

[0021] 2、为了进一步的减少声波对减震膜片的冲击形成的振动，该电声内胆腔体的底面

设置有减震胶圈，该减震胶圈可进一步的吸附声波冲击减震膜片所形成的振动，进一步的

降低噪音的产生。

[0022] 3、减震膜片可有效的提高音腔的阻尼系数和减振系数，这样形成的发声腔体可以

形成稳定、和谐的发声效果，让音质不会过干涩，不会产生因吸波太少造成哄声和高频噪声

无法完全吸收。

[0023] 4、为了提神减震膜片的减震效果，本发明采用了云母粉，云母粉具有良好的吸音

效果，另外减震膜片还具有弹性极好的硅橡胶，以及作为黏合剂的环氧树脂，将云母粉末、

弹性硅橡胶、与环氧树脂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后进行制作形成减震膜片中的减震层。为了进

一步提高减震膜片的任性和强度，该减震层与一薄膜层进行复合。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立体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一中电声内胆腔体的立体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立体分解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一中减震膜片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二的立体图；

[0029]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二中电声内胆腔体的立体图；

[0030]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二的立体分解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32] 见图1-3所示，这是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本实施例中耳机采用的是头戴式耳机。

该耳机包括：耳壳1、喇叭支架2、电声内胆腔体30、喇叭单体20、支架5、耳套6。

[0033] 其中耳壳1内形成有容置空间10，所述的喇叭支架2通过支架5固定在耳壳1端口

处，喇叭单体20固定在喇叭支架2上，这样耳壳1和喇叭支架2构成空间形成耳机的发声腔

体。所述的电声内胆腔体30位于该发生腔体内。耳套6采用柔软材料制作，其固定在喇叭支

架2的外侧面，使用时将套设在使用者的耳朵上，在耳套6内形成听音腔体。

[0034] 结合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耳壳1采用木制结构(当然，其也可以采用其他材料，如

金属、塑料等材料)，其内部开设有一个容置空间10，该容置空间10的内壁和底面附着有电

声减震膜片3，该减震膜片3构成与容置空间10形状对应的电声内胆腔体30，于该电声内胆

腔体30底面与容置空间10底面之间设置有减震胶圈4。所述的电声内胆腔体30正对着固定

在喇叭支架2上的喇叭单体20。声波将在该电声内胆腔体30内形成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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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结合图2所示，所述的电声内胆腔体30包括:环绕的侧壁31和底板32，所述的减震

胶圈4设置在底板32与容置空间10底面之间，即底板32与容置空间10底面之间形成有间隙。

减震胶圈4可采用硅胶材料，其质地柔韧，具有较好的减震、吸音、隔音效果。

[0036] 本实施例中，所述构成电声内胆腔体30的侧壁31和底板32采用一体成型制作。当

然，也可以采用分别制作，然后通过胶水粘结在容置空间10内壁和底面即可。

[0037] 另外，为了提高耳机的发声音质，在所述底板32上开设有音孔320。当喇叭产生声

波传输至底板32时，可以减少声波的阻尼，这样就不会令发声的音质干涩。这些音孔320的

数量可以根据电声内胆腔体30的容积以及深度设置，音孔320的造型可以是圆形、矩形、三

角形等任意造型。

[0038] 参见图4所示，所述的减震膜片3包括：减震层301和薄膜层302复合形成，所述的减

震层301的原料采用云母粉末、硅橡胶、与环氧树脂混合物制成。所述的薄膜层采用：聚乙

烯、聚丙烯、聚氯乙烯任意一种材料或者组合制成。

[0039] 所述的减震层301中云母粉末、硅橡胶与环氧树脂的质量百分比为：

[0040] 云母粉末：10-80％；

[0041] 硅橡胶：10-89％；

[0042] 环氧树脂：1-20％。

[0043] 本实施例中采用的质量百分比为：云母粉末：40％；硅橡胶55％；环氧树脂：5％。

[0044]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云母粉为绢云母粉。绢云母是云母的一种，它属于具有层状结

构的硅酸盐矿物引。绢云母隶属于单斜晶体，其晶体为鳞片状，具有丝绢光泽(白云母呈玻

璃光泽)，纯块呈灰色、紫玫瑰色、白色等，径厚比>80，比重2.6～2.7，摩尔硬度为2-3，富弹

性，可弯曲，抗磨性和耐磨性好；耐热绝缘，难溶于酸碱溶液，化学性质稳定。测试数据：弹性

模量为1505-2134MPa，耐热度500～600oC，导热率0.419～0 .670W .(m .K)-1，电绝缘性

200kv/mm，抗放射性5×1014热中子/cm2对照度。

[0045] 绢云母具有很广泛的用途，用于橡胶、塑料、涂料、油漆、陶瓷、保温、化妆品、颜料、

造纸、冶金等行业。

[0046] 硅橡胶是主链由硅和氧原子交替构成，硅原子上通常连有两个有机基团的橡胶。

硅橡胶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弹性。本发明可采用的硅橡胶包括：二甲基硅橡胶、甲基乙烯基

硅橡、乙烯基硅橡胶、甲基苯基乙烯基硅橡胶、苯撑和苯醚撑硅橡胶等等。

[0047] 本发明的减震膜片3之所以能够起到较好的减震效果，正式基于绢云母的特性，由

于绢云母的粒度超细,其拥有极强的外表能,绢云母粒子在硅橡胶匀称散发、充沛包覆,构

成集体网络状结构，从而形成良好的减震效果。

[0048] 另外，为了提高减震膜片3成型的强度，本发明中海需要添加一定量的环氧树脂。

环氧树脂是目前应用非常广泛的一种树脂，其通常泛指分子中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环氧基

团的有机化合物，由于分子结构中含有活泼的环氧基团，使它们可与多种类型的固化剂发

生交联反应而形成不溶的具有三向网状结构的高聚物。本发明可采用甘油胺类环氧树脂、

酚醛多环氧树脂等环氧树脂，其具有较好的粘结性能，对母粉末、硅橡胶材料起到进一步的

粘合作用，从而令支撑的减震膜片3具有一定的任性和强度，不容易断裂。

[0049] 见图5-7所示，这是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本实施例中耳机采用的是耳塞式耳机。

该耳机包括：耳壳1A、喇叭支架2A、电声内胆腔体30A、喇叭单体20A、耳套6A。与实施例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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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本实施例二的喇叭支架2A为一个与耳壳1A配合的盖帽造型，其中耳壳1A内形成有容置

空间10A，所述的喇叭支架2A固定在耳壳1A端口处，喇叭单体20A固定在喇叭支架2A上，这样

耳壳1A和喇叭支架2A构成空间形成耳机的发声腔体。所述的电声内胆腔体30A位于该发声

腔体内。耳套6A采用柔软材料制作，其固定在喇叭支架2A的外侧面，使用时将塞入使用者的

耳朵内。

[0050] 参见图7所示，本实施例中电声内胆腔体30A采用一体成型的方式制作成型，其包

括：侧壁31A和底板32A，与实施例一不同的是，本实施例二中底板32A为圆弧面，所述的减震

胶圈4A设置在底板32A与容置空间10底面之间，即底板32A与容置空间10A底面之间形成有

间隙。

[0051] 由于耳壳1A上安装有用于导线穿过的耳线尾柄11A，所以需要在侧壁31A上开设对

应的耳线穿孔310A。耳线穿孔310A的存在不会对电声内胆腔体30A造成影响。

[0052] 当然，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非来限制本发明实施范围，凡依

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述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应包括于本发明申

请专利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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