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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唱臂及具有该唱臂的唱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唱臂，包括：基座；支

架，通过一旋转轴与基座连接并可跟随旋转轴转

动；唱杆，一端连接有唱头；调节组件，设置于支

架上，包括转动轴以及位于所述转动轴上的用于

平衡唱头重力的配重机构和用于动态调节唱头

针压的动态平衡机构，所述转动轴与唱杆连接。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通过配重机构使得

位于支架前后两端的唱杆保持平衡，再通过动态

平衡结构向位于支架前端的唱杆施加压力，以达

到唱头针压的要求值，即通过动态平衡机构来动

态调节唱杆的下压角度，进而动态调节唱头的针

压大小，以防止唱臂跳针而导致无法正确循迹。

同时还公开了一种具有该唱臂的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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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唱臂，其特征在于，所述唱臂包括：

基座；

支架，通过一旋转轴与基座连接并可跟随旋转轴转动；

唱杆，一端连接有唱头；

调节组件，设置于支架上，包括转动轴以及位于所述转动轴上的用于平衡唱头重力的

配重机构和用于动态调节唱头针压的动态平衡机构，所述转动轴与唱杆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唱臂，其特征在于：所述动态平衡机构包括一弹性件以及一调压

件，所述调压件设置于所述支架上，所述转动轴内设有一第一固定块，所述弹性件位于转动

轴内，且其一侧连接于第一固定块上，另一侧穿设所述转动轴而连接于所述调压件上，以通

过调压件调节弹性件的伸缩。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唱臂，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压件包括一第一调节杆及拉线，所述

第一调节杆一端连接于所述支架顶部的内侧壁，另一端穿设所述内侧壁而位于所述支架

外，所述拉线一端绕设于第一调节杆上，另一端与弹性件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唱臂，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压件还包括一支轴，所述支轴位于转

动轴内，且位于拉线两端之间以压持拉线。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唱臂，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压件包括一第二调节杆及连接块，所

述第二调节杆两端连接于所述支架顶部的内侧壁，所述连接块套设于所述第二调节杆上并

可沿第二调节杆左右移动，所述连接块与弹性件连接以在其左右移动时调节弹性件的伸

缩。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唱臂，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轴两侧均连接有一转动轴承，所述

支架对应于所述转动轴承位置处的侧壁设置有紧固通孔，一紧固螺钉一端穿设一所述紧固

通孔而位于一转动轴承的轴承孔内。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唱臂，其特征在于：所述唱臂还包括一夹持装置，所述夹持装置

位于所述基座上，所述夹持装置顶面设有与唱杆相适配的弧形面，以夹持容纳所述唱杆。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唱臂，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包括中空的基柱及套设于基柱顶部

的基板，所述支架通过一螺钉安装于所述基板上，所述基柱的内腔设置有横向转动的轴承，

所述旋转轴顶端连接所述支架，底端轴接于所述轴承，旋转轴转动带动所述支架转动。

9.一种唱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唱机包括底座、安装板、转盘和唱臂，所述安装板竖直设

置于底座上，所述转盘设置于安装板上，且该转盘中部设有一用于将唱片抵压于转盘上的

唱片固定件，所述唱臂设置于底座上，以与唱片表面接触而实现播放功能，且所述唱臂为上

述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唱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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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唱臂及具有该唱臂的唱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唱片设备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唱臂及具有该唱臂的唱

机。

背景技术

[0002] 唱机是一种较为成熟和古典的声音播放装置，其播音原理为：唱片的平面上具有

以声学方法刻出的与声音相对应的弧形刻槽，将唱片置于唱机的转盘上进行旋转，唱臂的

唱针与唱片的弧形刻槽接触，从而读取对应的声音信号并对信号进行放大后还原播放。

[0003] 现有技术中的唱机多为水平式的，即采用水平摆放形式，唱臂与桌面平行，通过位

于唱臂末端的平衡锤给位于其前端的唱针施加针压，然而水平式的唱机占用空间较大，不

利于空间的有效利用，为了解决这一技术问题，人们将唱机设置为立式的，即转盘和唱臂垂

直安装于唱机底座上，然而由于重力与转盘表面平行，唱臂无法给唱针施加针压，从而会导

致唱臂跳针，无法正确循迹。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唱臂。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另一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

唱机。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方面，提供一种唱臂，其包括：

[0007] 基座；

[0008] 支架，通过一旋转轴与基座连接并可跟随旋转轴转动；

[0009] 唱杆，一端连接有唱头；

[0010] 调节组件，设置于支架上，包括转动轴以及位于所述转动轴上的用于平衡唱头重

力的配重机构和用于动态调节唱头针压的动态平衡机构，所述转动轴与唱杆连接。

[0011]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动态平衡机构包括一弹性件以及一调压件，所述调压

件设置于所述支架上，所述转动轴内设有一第一固定块，所述弹性件位于转动轴内，且其一

侧连接于第一固定块上，另一侧穿设所述转动轴而连接于所述调压件上，以通过调压件调

节弹性件的伸缩。

[0012]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调压件包括一第一调节杆及拉线，所述第一调节杆一

端连接于所述支架顶部的内侧壁，另一端穿设所述内侧壁而位于所述支架外，所述拉线一

端绕设于第一调节杆上，另一端与弹性件连接。

[0013]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调压件还包括一支轴，所述支轴位于转动轴内，且位于

拉线两端之间以压持拉线。

[0014]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调压件包括一第二调节杆及连接块，所述第二调节杆

两端连接于所述支架顶部的内侧壁，所述连接块套设于所述第二调节杆上并可沿第二调节

杆左右移动，所述连接块与弹性件连接以在其左右移动时调节弹性件的伸缩。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211062464 U

3



[0015]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转动轴两侧均连接有一转动轴承，所述支架对应于所

述转动轴承位置处的侧壁设置有紧固通孔，一紧固螺钉一端穿设一所述紧固通孔而位于一

转动轴承的轴承孔内。

[0016]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唱臂还包括一夹持装置，所述夹持装置位于所述基座

上，所述夹持装置顶面设有与唱杆相适配的弧形面，以夹持容纳所述唱杆。

[0017]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基座包括中空的基柱及套设于基柱顶部的基板，所述

支架通过一螺钉安装于所述基板上，所述基柱的内腔设置有横向转动的轴承，所述旋转轴

顶端连接所述支架，底端轴接于所述轴承，旋转轴转动带动所述支架转动。

[001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方面，提供一种唱机，其包括底座、

安装板、转盘和唱臂，所述安装板竖直设置于底座上，所述转盘设置于安装板上，且该转盘

中部设有一用于将唱片抵压于转盘上的唱片固定件，所述唱臂设置于底座上，以与唱片表

面接触而实现播放功能，且所述唱臂为上述的唱臂。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通过配重机构使得位于支架前后两端的唱杆保持平

衡，再通过动态平衡结构向位于支架前端的唱杆施加压力，以达到唱头针压的要求值，即通

过动态平衡机构来动态调节唱杆的下压角度，进而动态调节唱头的针压大小，以防止唱臂

跳针而导致无法正确循迹。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唱臂第一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

[0021] 图2是图1唱臂去除转动轴和配重机构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唱臂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唱臂第一实施例中部分结构分解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实用新型唱臂第二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

[0025] 图6是本实用新型唱臂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是本实用新型唱机一具体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使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更加清楚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

点，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阐述。

[0028] 参照图1至图4，图1至图4展示了本实用新型唱臂1的第一实施例。在附图所示的实

施例中，所述唱臂1包括基座10、支架20、唱杆30以及调节组件，其中，所述支架20通过一旋

转轴50与基座10连接并可跟随旋转轴50转动，所述唱杆30一端连接有唱头60，所述调节组

件设置于支架20上，包括转动轴401以及位于所述转动轴401上的用于平衡唱头60重力的配

重机构402和用于动态调节唱头60针压的动态平衡机构403，所述转动轴401与唱杆30连接。

可理解地，所述支架20与调节组件的连接处为唱臂1的轴心位置处，本实用新型中，为了保

证唱臂1前、后臂段平衡，则前、后段唱臂力矩保持平衡，而唱臂前段力矩Tf＝Wf*Lf＝Wf*

Elf*Sin(R)，唱臂后段力矩Tr＝Wr*Lr＝Wr*ELr*Sin(R)，其中，Wf为唱臂前段质量，Lf为唱

臂前段距离矢量，Elf为前段唱臂有效长度(即前端唱臂1重心至唱臂1轴心距离)，Wr为唱臂

后段质量，Lr为唱臂后段距离矢量，ELr为后段唱臂有效长度(即后端唱臂1重心至唱臂1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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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距离)，R为唱臂偏移角，则Wf*Elf＝Wr*ELr，由此得出ELr＝(Wf*Elf)/Wr，可理解地，在已

知唱头60重量和配重机构402的重量的情况下，可根据上式得出后段唱臂有效长度ELr的数

值，并根据该数值设置配重机构402在唱臂1中的安装位置，以平衡唱头60重力。基于上述设

计，本实用新型通过配重机构402使得位于支架20前后两端的唱杆30保持平衡，再通过动态

平衡结构向位于支架20前端的唱杆30施加压力，以达到唱头60针压的要求值，即通过动态

平衡机构403来动态调节唱杆30的下压角度，进而动态调节唱头60的针压大小，以防止唱臂

1跳针而导致无法正确循迹。

[0029] 继续参照1至图3，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动态平衡机构403包括一弹性件4031以及

一调压件4033，所述调压件4033设置于所述支架20上，所述转动轴401内设有一第一固定块

4034，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固定块4034位于所述转动轴401末端，所述弹性件4031位于转

动轴401内，且其一侧连接于第一固定块4034上，另一侧穿设所述转动轴401而连接于所述

调压件4033上，以通过调压件4033调节弹性件4031的伸缩。

[0030] 具体地，本实施例中，所述调压件4033包括一第一调节杆331a、拉线332以及支轴

333，所述第一调节杆331a一端连接于所述支架20顶部的内侧壁，另一端穿设所述内侧壁而

位于所述支架20外，所述拉线332一端绕设于第一调节杆331a上，另一端与弹性件4031连

接，而所述支轴333位于转动轴401内，且其位于拉线332两端之间以压持拉线332。

[0031] 可知，本实施例中，逆时针旋转第一调节杆331a可收紧拉线332，使得弹簧拉长增

加张力，拉线332的作用力把唱杆30的后端往上拉，通过杠杆作用从而使得唱杆30的前端下

压，以向唱头60施加压力，以达到唱头60针压的要求值，从而实现唱头60与唱片表面的接

触。

[0032] 在附图所示的实施例中，所述基座10包括中空的基柱101及套设于基柱101顶部的

基板102，所述支架20通过一螺钉安装于所述基板102上，所述基柱101的内腔设置有横向转

动的轴承，所述旋转轴50顶端连接所述支架20，底端轴接于所述轴承，旋转轴50转动带动所

述支架20转动，进而实现唱臂1唱杆30的旋转。

[0033] 继续参照1和图4，优选地，所述转动轴401两侧均连接有一转动轴承70，所述支架

20对应于所述转动轴承70位置处的侧壁设置有紧固通孔203，一紧固螺钉80一端穿设一所

述紧固通孔203而位于一转动轴承70的轴承孔内。具体的，将转动轴承70套设于转动轴401

的两端，转动轴承70可相对于转动轴401进行转动，通过紧固螺钉80稳定安装转动轴承70，

保证后续调整的有效进行。

[0034] 本实施例中，所述支架20包括一安装于基板102上的底盘201以及自所述底盘201

表面两侧分别向上延伸形成的两连接板202，所述旋转轴50顶端连接所述底盘201，每一连

接板202上设有一供紧固螺钉80穿设的紧固通孔203。

[0035] 在附图所示的实施例中，所述唱臂1还包括一夹持装置90，所述夹持装置90位于所

述基座10上，所述夹持装置90顶面设有与唱杆30相适配的弧形面901，以夹持容纳所述唱杆

30，以在使用时对唱杆30前端进行限位，保证唱臂1使用的稳定性。优选地，所述唱臂1还包

括有一停止控制装置902，以在需要唱臂1停止工作时将唱杆30抬离唱片表面，可理解地，该

停止控制装置902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其结构在此不再赘述。

[0036] 参照图5和图6，图5和图6展示了本实用新型唱臂1的第二实施例。本实施例与第一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在于调压件4033、支架20和第一固定块4034的具体结构不同，其余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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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相同或相似。本实施例中，所述支架20还包括有位于两个连接板202顶端且跨接两个连接

板202的固定板204，所述固定板204上设有一矩形槽；所述第一固定块4034设置在转动轴

401内，且其呈圆柱状，弹性件4031一端钩设于所述呈圆柱状的第一固定块4034上；而所述

调压件4033包括一第二调节杆331b及连接块334，所述第二调节杆331b两端连接于所述支

架20顶部的内侧壁，即第二调节杆331b位于所述矩形槽内，且两端连接于固定板204的内侧

壁，所述连接块334套设于所述第二调节杆331b上并可沿第二调节杆331b左右移动，所述连

接块334与弹性件4031的另一端连接以在其左右移动时调节弹性件4031的伸缩。可知，本实

施例中，向左移动所述连接块334可使得弹簧拉升，弹簧会提供一个斜向上的反作用力，使

得唱杆30的后端(即远离唱头60的一端)向上抬起，通过杠杆作用从而使得唱杆30的前端下

压，以向唱头60施加压力，实现唱头60与唱片表面的接触，且这个力的大小随调节连接块

334向左移动/向右移动而变大/变小。

[0037] 参照图7，图7为本实用新型唱机100的一具体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在某些实施例

中，所述唱机100包括底座2、安装板、转盘4和唱臂1，所述安装板竖直设置于底座2上，优选

地，本实施例中，所述安装板上形成有一个与水平面呈一定的倾斜角度的安装面，所述转盘

4设置于安装板倾斜的安装面上以与底座2倾斜设置，所述底座2上设有一驱动转轴7，所述

驱动转轴7通过一皮带6带动转盘4转动，且该转盘4中部设有一用于将唱片抵压于转盘4上

的唱片固定件5，所述唱臂1设置于底座2上，以与唱片表面接触而实现播放功能，且所述唱

臂1为上述任一实施例所述的唱臂。

[0038] 本实用新型的唱机100在唱臂1中设置动态平衡结构，以向位于支架20前端的唱杆

30施加压力，进而动态调节唱头60的针压大小，以解决本实用新型唱机100中唱臂1所受重

力无法使得唱头60如水平式的唱机一般很好地与唱片接触的问题。

[0039] 鲍尔(B.B.Bauer)在194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tracking  angle  in  phonograph 

p i c k u p s》，里面记载了其推导出的最佳超距D和补偿角β的计算公式 ，其中 ，

其中，L为唱臂1的有效臂长，r1和r2分别

对应黑胶唱片刻纹的最内圈半径和最外圈半径，对于r1和r2的定义，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都

发表过各自的标准，如：美国标准RIAAE4-1963和E1&E4-1978，英国标准BS1928-1965，德国

标准DIN45547-1981，日本标准JISS8502-1973，国际电工的IEC98-1987和IEC60098，标准之

间有差异，为了获得最大的兼容性，本实用新型取这些标准中r1的最小值和r2的最大值，即

r1＝57.5mm，r2＝146.5mm，由此得出超距D＝3768.665/L，补偿角β＝5229.6/L，本实用新型

的超距和补偿角根据上式计算得出。

[0040]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通过配重机构使得位于支架前后两端的唱杆保持平衡，再

通过动态平衡结构向位于支架前端的唱杆施加压力，以达到唱头针压的要求值，即通过动

态平衡机构来动态调节唱杆的下压角度，进而动态调节唱头的针压大小，以防止唱臂跳针

而导致无法正确循迹。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非对本实用新型做任何形式上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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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施以各种等同的更改和改进，凡在权利要

求范围内所做的等同变化或修饰，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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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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