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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扬声器箱，其包括金属底壳和

扬声器单体，金属底壳具有收容腔，扬声器单体

包括振动系统、用于驱动振动系统振动发声的磁

路系统以及用于供振动系统和磁路系统安装的

盆架，盆架至少部分收纳于收容腔中；金属底壳

包括底板和侧板，侧板围设于底板的边缘以形成

收容腔，侧板设有装配孔，装配孔远离收容腔的

一侧具有较大孔径，盆架通过注塑成型于金属底

壳，盆架的外侧面成型有嵌于装配孔的凸起，凸

起的形状与装配孔的形状相适配。本发明提供的

扬声器箱，通过设置装配孔远离收容腔的一侧具

有较大孔径，注塑后盆架外侧面成型的凸起与金

属底壳之间可以形成倒扣结构，增加盆架与金属

底壳的粘结强度，使得盆架可以稳固地连接在金

属底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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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扬声器箱，其特征在于，包括金属底壳和扬声器单体，所述金属底壳具有收容

腔，所述扬声器单体包括振动系统、用于驱动所述振动系统振动发声的磁路系统以及用于

供所述振动系统和所述磁路系统安装的盆架，所述盆架至少部分收纳于所述收容腔中；

所述金属底壳包括底板和侧板，所述侧板围设于所述底板的边缘以形成所述收容腔，

所述侧板设有装配孔，所述装配孔远离所述收容腔的一侧具有较大孔径，所述盆架通过注

塑成型于所述金属底壳，所述盆架的外侧面成型有嵌于所述装配孔的凸起，所述凸起的形

状与所述装配孔的形状相适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配孔包括直通孔部和与所述直

通孔部连通的锥形孔部，所述锥形孔部设于所述直通孔部远离所述收容腔的一侧，所述锥

形孔部的孔径大于所述直通孔部的孔径，所述凸起的形状与所述装配孔的形状相适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配孔包括第一直通孔部和与所

述第一直通孔部连通的第二直通孔部，所述第二直通孔部设于所述第一直通孔部远离所述

收容腔的一侧，所述第二直通孔部的孔径大于所述第一直通孔部的孔径，所述凸起的形状

与所述装配孔的形状相适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配孔为锥形孔，所述装配孔越

远离所述收容腔，所述装配孔的孔径越大，所述凸起的形状与所述装配孔的形状相适配。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扬声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扬声器箱还包括塑料

件，所述金属底壳具有天线信号干扰关键区，所述金属底壳在所述天线信号干扰关键区处

设为通孔，所述塑料件嵌于所述通孔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扬声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塑料件为采用LCP或PBT或PPS或

PPO或PP或PET或PEN材料制成的塑料件。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扬声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靠近所述收容腔的一侧具有

较大孔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扬声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包括直通孔部和与所述直通

孔部连通的锥形孔部，所述锥形孔部与所述收容腔连通，所述锥形孔部的孔径大于所述直

通孔部的孔径，所述塑料件的形状与所述通孔的形状相适配。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扬声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塑料件通过注塑成型于所述金属

底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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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声学设计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扬声器箱。

【背景技术】

[0002] 扬声器箱是终端设备(例如手机)必备的部件，目前市面上出现了一些采用金属底

壳的扬声器箱，具有大后腔、导热快、强度高等优势。该扬声器箱的金属底壳和扬声器单体

的盆架采用注塑成型，但是注塑后，出现扬声器单体的盆架与金属底壳的粘结力不强的问

题，影响扬声器箱的使用。

[0003] 因此有必要研究一种新型的扬声器箱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扬声器箱，扬声器单体的盆架与金属底壳注塑成型后

的粘结强度。

[0005] 本发明的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扬声器箱，包括金属底壳和扬声器单体，所述金属底壳具有收容腔，所述扬声

器单体包括振动系统、用于驱动所述振动系统振动发声的磁路系统以及用于供所述振动系

统和所述磁路系统安装的盆架，所述盆架至少部分收纳于所述收容腔中；

[0007] 所述金属底壳包括底板和侧板，所述侧板围设于所述底板的边缘以形成所述收容

腔，所述侧板设有装配孔，所述装配孔远离所述收容腔的一侧具有较大孔径，所述盆架通过

注塑成型于所述金属底壳，所述盆架的外侧面成型有嵌于所述装配孔的凸起，所述凸起的

形状与所述装配孔的形状相适配。

[0008] 作为一种改进方式，所述装配孔包括直通孔部和与所述直通孔部连通的锥形孔

部，所述锥形孔部设于所述直通孔部远离所述收容腔的一侧，所述锥形孔部的孔径大于所

述直通孔部的孔径，所述凸起的形状与所述装配孔的形状相适配。

[0009] 作为一种改进方式，所述装配孔包括第一直通孔部和与所述第一直通孔部连通的

第二直通孔部，所述第二直通孔部设于所述第一直通孔部远离所述收容腔的一侧，所述第

二直通孔部的孔径大于所述第一直通孔部的孔径，所述凸起的形状与所述装配孔的形状相

适配。

[0010] 作为一种改进方式，所述装配孔为锥形孔，所述装配孔越远离所述收容腔，所述装

配孔的孔径越大，所述凸起的形状与所述装配孔的形状相适配。

[0011] 作为一种改进方式，所述扬声器箱还包括塑料件，所述金属底壳具有天线信号干

扰关键区，所述金属底壳在所述天线信号干扰关键区处设为通孔，所述塑料件嵌于所述通

孔中。

[0012] 作为一种改进方式，所述塑料件为采用LCP或PBT或PPS或PPO或PP或PET或PEN材料

制成的塑料件。

[0013] 作为一种改进方式，所述通孔靠近所述收容腔的一侧具有较大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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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作为一种改进方式，所述通孔包括直通孔部和与所述直通孔部连通的锥形孔部，

所述锥形孔部与所述收容腔连通，所述锥形孔部的孔径大于所述直通孔部的孔径，所述塑

料件的形状与所述通孔的形状相适配。

[0015] 作为一种改进方式，所述塑料件通过注塑成型于所述金属底壳。

[0016] 本发明实施方式相对于现有技术而言，通过设置装配孔远离收容腔的一侧具有较

大孔径，注塑后，盆架外侧面成型的凸起与金属底壳之间可以形成倒扣结构，增加了盆架与

金属底壳的粘结强度，使得盆架可以稳固地连接在金属底壳上。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扬声器箱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中所示扬声器箱的爆炸示意图；

[0019] 图3为图2中A-A截面示意图；

[0020] 图4为图3中B处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1] 图5为通孔的一种变形实施方式示意图；

[0022] 图6为通孔的另一种变形实施方式示意图；

[0023] 图7为通孔的另一种变形实施方式示意图；

[0024] 图8为通孔的另一种变形实施方式示意图；

[0025] 图9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提供的扬声器箱的爆炸示意图；

[0026] 图10为图9中C-C截面示意图；

[0027] 图11为图10中D处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8] 图12为装配孔的一种变形实施方式示意图；

[0029] 图13为装配孔的另一种变形实施方式示意图；

[0030] 图14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提供的扬声器箱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5为图14中E-E截面示意图；

[0032] 图16为振动系统的爆炸示意图；

[0033] 图17为磁路系统的爆炸示意图；

[0034] 图18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提供的扬声器箱的爆炸示意图；

[0035] 图19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移动终端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36] 图20为图19所示的结构的爆炸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8]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所有方向性指示(诸如上、下、左、右、前、后、内、

外、顶部、底部……)仅用于解释在某一特定姿态(如附图所示)下各部件之间的相对位置关

系等，如果该特定姿态发生改变时，则该方向性指示也相应地随之改变。

[0039] 还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或“设置于”另一个元件上时，该元件可

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当一个元件被称为“连接”另一个元

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

[0040] 如图1-2所示，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扬声器箱100，用于具有天线的移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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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扬声器箱100包括金属底壳10、塑料件20及扬声器单体30，金属底壳10具有收容腔11，扬

声器单体30至少部分收容于收容腔11中，金属底壳10具有天线信号干扰关键区12，金属底

壳10在天线信号干扰关键区处设为通孔13，塑料件20嵌于通孔13。通过将天线信号干扰关

键区12设为通孔13，并在通孔13处嵌入塑料件20，在维持金属底壳10具有较好的强度和散

热效果的情况下，可以有效降低金属底壳10对天线性能的影响。其中，天线信号干扰关键区

12可以通过仿真获得。

[0041] 可选地，金属底壳10包括底板14和侧板15，侧板15围设于底板14的边缘以形成收

容腔11，通孔13设于金属底壳10的底板14。

[0042] 可选地，金属底壳10由不锈钢板一体冲压成型。当然，金属底壳10也可以采用其他

金属一体冲压成型，例如铝合金。

[0043] 可选地，塑料件20为采用LCP(Liquid  Crystal  Polymer，液晶高分子聚合物)或

PBT(Polybutylene  terephthalate，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或PPS(Phenylenesulfide，

PPS塑胶原料)或PPO(Polyphenylene  Oxide，聚苯醚)或PP(polypropylene，聚丙烯)或PET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或PEN(Polyethylene 

naphthalate  two  formic  acid  glycol  ester，聚萘二甲酸乙二醇酯)材料制成的塑料件。

由上述的材料制成的塑料件20具有较高的导热系数和较低的介电常数及较低的介电损耗，

可以在维持金属底壳10强度高和散热效果好的情况下，有效地降低金属底壳10对天线性能

的影响。

[0044] 可选地，塑料件20通过注塑成型于金属底壳10。

[0045] 如图3-4所示，通孔13包括直通孔部131和与直通孔部131连通的锥形孔部132，锥

形孔部132与收容腔11连通，锥形孔部132的孔径大于直通孔部131的孔径，塑料件的形状与

通孔13的形状相适配。其中，直通孔部131指的是该孔的孔壁没有发生孔径变化，且孔壁与

底板14的法向平行，该定义沿用至下文。以该实施方式，相对于将通孔13这设置为直通孔的

方式，通过设置锥形孔部132，不仅可以增加塑料件20与金属底壳10的接触面积，使得塑料

件20注塑后可以更好地固定在金属底壳10上，而且塑料件20的边缘可以卡设于金属底壳

10，使得塑料件20不容易从通孔13中脱落。

[0046] 图5中所展示的是通孔13的一种变形实施方式，在该实施例中，通孔13a包括第一

直通孔部13a1和与第一直通孔部13a1连通的第二直通孔部13a2，第二直通孔部13a2与收容

腔11连通，第二直通孔部13b2的孔径大于第一直通孔部13a1的孔径，塑料件的形状与通孔

13a的形状相适配。同理，该实施方式不仅可以增加塑料件与金属底壳的接触面积，使得塑

料件注塑后可以更好地固定在金属底壳上，而且塑料件的边缘可以卡设于金属底壳，使得

塑料件不容易从通孔中脱落。

[0047] 图6中所展示的是通孔13的另一种变形实施方式，在该实施例中，通孔13b为锥形

孔，通孔13b越靠近收容腔11，通孔13b的孔径越大。同理，该实施方式不仅可以增加塑料件

与金属底壳的接触面积，使得塑料件注塑后可以更好地固定在金属底壳上，而且塑料件的

边缘可以卡设于金属底壳，使得塑料件不容易从通孔中脱落。

[0048] 需要说明的是，通孔不局限于设置为13、13a、13b的方式，只要通孔靠近收容腔11

的一侧具有较大孔径，使得塑料件与金属底壳的连接更牢固即可。

[0049] 图7中所展示的是通孔13的另一种变形实施方式，在该实施例中，通孔13c包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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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通孔部13c1、第二直通孔部13c2及位于第一直通孔部13c1和第二直通孔部13c2之间的

第三直通孔部13c3，第三直通孔部13c3与第一直通孔部13c1、第二直通孔部13c2连通，第一

直通孔部13c1的孔径和第二直通孔部13c2的孔径均大于第三直通孔部13c3的孔径，塑料件

的形状与通孔13c的形状相适配。该实施方式，注塑成型后的塑料件可以牢固地卡设于金属

底壳。

[0050] 图8中所展示的是通孔13的另一种变形实施方式，在该实施例中，通孔13d包括第

一锥形孔部13d1和与第一锥形孔部13d1连通第二锥形孔部13d2，第一锥形孔部13d1越远离

收容腔11，第一锥形孔部13d1的孔径越大，第二锥形孔部13d2越靠近收容腔11，第二锥形孔

部13d2的孔径越大，塑料件的形状与通孔13d的形状相适配。该实施方式，注塑成型后的塑

料件可以牢固地卡设于金属底壳。

[0051] 需要说明的是，通孔不局限于设置为上述的13c和13d的设置方式，只要通孔的孔

径在金属底壳的厚度方向上是先缩小后增大的方式，使得塑料件与金属底壳的连接更牢固

即可。

[0052] 如图9-11所示，在一些实施例中，扬声器单体30包括振动系统31、用于驱动振动系

统31振动发声的磁路系统32以及用于供振动系统31和磁路系统32安装的盆架33，盆架33至

少部分收纳于收容腔11中，金属底壳10的侧板15设有装配孔16，盆架33通过注塑成型于金

属底壳10，盆架33的外侧面成型有嵌于装配孔16的凸起331。以该实施方式，注塑成型后，通

过凸起331与装配孔16的配合，盆架33和金属底壳10可以形成稳固的连接。可选地，盆架33

由塑料材质制成。需要说明的是，装配孔16不局限于设置在金属底壳10的侧板15，例如，装

配孔16设于金属底壳10的底板14也是可以，具体根据实际设计需要而定。

[0053] 在一些实施例中，装配孔16包括直通孔部161和与直通孔部161连通的锥形孔部

162，锥形孔部162设于直通孔部161远离收容腔11的一侧，锥形孔部162的孔径大于直通孔

的孔径，凸起331的形状与装配孔的形状相适配。以该实施方式，通过设置装配孔16包括锥

形孔部162，注塑后，盆架33外侧面成型的凸起331与金属底壳10之间可以形成倒扣结构，增

加了盆架33与金属底壳10的粘结强度，使得盆架33可以稳固地连接在金属底壳10上。

[0054] 图12中所展示的是装配孔16的另一种变形实施方式，在该实施例中，装配孔16a包

括第一直通孔部16a1和与第一直通孔部16a1连通的第二直通孔部16a2，第二直通孔部16a2

设于第一直通孔部16a1远离收容腔11的一侧，第二直通孔部16a2的孔径大于第一直通孔部

16a1的孔径，凸起的形状与装配孔的形状相适配。同理，该实施方式，注塑后，盆架外侧面成

型的凸起与金属底壳之间可以形成倒扣结构，增加了盆架与金属底壳的粘结强度，使得盆

架可以稳固地连接在金属底壳上。

[0055] 图13中所展示的是装配孔的另一种变形实施方式，在该实施例中，装配孔16b为锥

形孔，装配孔16b越远离收容腔11，装配孔16b的孔径越大，凸起的形状与装配孔的形状相适

配。同理，该实施方式，注塑后，盆架外侧面成型的凸起与金属底壳之间可以形成倒扣结构，

增加了盆架与金属底壳的粘结强度，使得盆架可以稳固地连接在金属底壳上。

[0056] 可以理解地，装配孔不局限于设置为16、16a及16b的设置方式，只要装配孔远离收

容腔11的一侧具有较大孔径，使得注塑成型后的盆架，通过凸起与装配孔形成的倒扣结构，

使得盆架可以牢固地连接在金属底壳上即可。

[0057] 如图9，图14-17所示，在一些实施例中，扬声器箱100还包括设于盆架33内侧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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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隔离件40，透气隔离件40及盆架33的顶部围合形成前腔11a，透气隔离件40、金属底壳10

及盆架33的底部围合形成后腔11b，振动系统31和磁路系统32设于前腔11a。可选地，透气隔

离件40为透气网布。

[0058] 在一些实施例中，盆架33包括两个间隔设置的子盆架33a，两个子盆架33a分别成

型在金属底壳10相对的两侧，以该实施方式，可以缩小盆架33的占用空间，使得扬声器箱具

有较大的后腔11b，从而获得较佳的发音效果。当然，盆架33设置成完整的环状结构也是可

以的。

[0059] 示例性地，两个子盆架33a相向的一侧均设有第一台阶332，支撑板40相对的两侧

分别搭接于两个子盆架33a的第一台阶332，磁路系统32安装在支撑板40上。

[0060] 金属底壳10开设有连通后腔11b的填充孔17，后腔11b通过填充孔17填充有吸音颗

粒。

[0061] 可选地，振动系统31包括下音膜311、环形支架312、环形振膜313、音圈骨架314、音

圈315及球顶316。示例性地，下音膜311设有两个，两个下音膜311分别位于磁路系统32相对

的两侧，下音膜311的外侧夹设于盆架33和环形支架312之间，示例性地，盆架33设有第二台

阶333，下音膜311外侧的下表面搭接于第二台阶333，环形支架312贴附于下音膜311外侧的

上表面，环形支架312和盆架33从上下两个表面夹紧下音膜311外侧。环形振膜313的外侧与

环形支架312的连接。音圈骨架314与下音膜311的内侧和环形振膜313的内侧连接。音圈315

与音圈骨架314连接，音圈315在磁路系统32的驱动下上下振动，从而带动下音膜311和环形

振膜313上下振动发声。球顶316设于环形振膜313的内侧并安装于音圈骨架314。

[0062] 在一些实施例中，音圈骨架314包括骨架本体3141和支撑架3142，骨架本体3141呈

环状，骨架本体3141的上表面与环形振膜313连接，骨架本体3141下表面连接音圈315和下

音膜311的内侧，支撑架3142安装于骨架本体3141的内侧。

[0063] 在一些实施例中，振动系统31还包括两个分别设于音圈315两相对侧的弹性支撑

件317，弹性支撑件317包括与盆架33连接的弹性支撑件本体3171和从弹性支撑件本体3171

朝向音圈315方向延伸的弹臂3172，弹臂3172远离弹性支撑件本体3171的一端夹设于下音

膜311与骨架本体3141之间。优选地，弹性支撑件317为柔性电路板，除了起到音圈315的弹

性支撑的作用，还可以用于音圈315和外界电源的电连接。

[0064] 磁路系统32包括安装于底框中间的磁碗321、设置于磁碗321中间的主磁钢322、四

个设置于磁碗321上并环绕主磁钢322设置的副磁钢323、贴附于主磁钢322之远离磁碗321

一侧的主极芯324和设于副磁钢323之远离磁碗321一侧的副极芯325，主磁钢322和副磁钢

323间隔设置，音圈315可活动套设于主磁钢322外。可以理解地，副磁钢323不局限于设有四

个，例如副磁钢323设有两个，两个副磁钢323分别设置于主磁钢322的两相对侧也是可以

的。

[0065] 如图18所示，在其他一些实施例中，扬声器箱’包括底壳组件10’和扬声器单体

20’，底壳组件10’具有收容腔11’，扬声器单体20’至少部分收容于收容腔11’中；底壳组件

10’包括金属底壳12’和保护膜13’，金属底壳12’具有所述收容腔11’，保护膜13’贴附于金

属底壳12’的外侧面。通过在金属底壳12’的外侧面贴附保护膜13’，在金属底壳12’的后续

装配工艺中，保护膜13’可以有效地避免金属底壳12’的外表面被刮花。

[0066] 可选地，底壳组件10’由贴附有保护膜的金属板一体冲压成型，该制作工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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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保护膜13’可以避免金属板在冲压的过程中表面刮花。

[0067] 可选地，保护膜13’为PET(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

酯)膜、PE(polyethylene，聚乙烯)膜和PVC(Polyvinyl  chloride，聚氯乙烯)膜中的任意一

种。

[0068] 可选地，保护膜13’至少包括提供颜色显示的聚合物层，通过改变聚合物层的材料

可以改变保护膜13’的颜色，从而可以满足客户对产品颜色的需求。

[0069] 如图19-20所示，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终端设备，该移动终端包括壳体400及

上述的扬声器箱100，壳体400包括壳体本体200和至少一天线300，壳体本体200设有一侧敞

口201的收纳腔202，天线300设于壳体本体200并延伸至敞口201的一侧；扬声器箱100设于

收纳腔202且底板14通过敞口201露于收纳腔202外，天线信号干扰关键区12位于底板14靠

近天线300的一侧。

[0070] 可选地，天线300采用激光直接成型技术(Laser  Direct  Structuring，LDS)直接

成型在壳体本体200上。

[0071] 提供的终端设备可以是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

[0072]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在此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改进，但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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