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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柔性电路板和扬声器，所

述柔性电路板包括第一安装部、与所述第一安装

部间隔设置的第二安装部、连接所述第一安装部

和所述第二安装部的弹力臂，所述第一安装部包

括支撑部、沿所述支撑部靠近所述第二安装部一

侧向远离所述支撑部延伸的补强部，所述支撑部

设有朝向所述补强部的第一胶合面，所述补强部

设有背向所述第二安装部的第二胶合面，所述第

一胶合面与所述第二胶合面邻接。通过在第一安

装部的支撑部上设置补强部，补强部上设置与支

撑部的第一胶合面相连的第二胶合面，增加骨架

和柔性电路板的胶合面积，进而增强骨架和柔性

电路板之间的胶合强度，在组装和振动过程中，

提升了扬声器结构的稳定性，延长了扬声器的使

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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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柔性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电路板包括第一安装部、与所述第一安装部

间隔设置的第二安装部、连接所述第一安装部和所述第二安装部的弹力臂，所述第一安装

部包括支撑部、沿所述支撑部靠近所述第二安装部一侧向远离所述支撑部延伸的补强部，

所述支撑部设有朝向所述补强部的第一胶合面，所述补强部设有背向所述第二安装部的第

二胶合面，所述第一胶合面与所述第二胶合面邻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柔性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补强部包括分设于所述第一安装

部两端的第一补强部和第二补强部以及设于所述第一补强部和所述第二补强部之间的第

三补强部，所述第一补强部和所述第二补强部对称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柔性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安装部还包括沿所述支撑部

远离所述补强部一侧延伸出来的焊接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柔性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弹力臂包括结构相同且互为镜像

对称的一对，所述弹力臂包括与所述第一安装部连接的第一固定端、自所述第一固定端延

伸出来的第一连接臂、与所述第二安装部连接的第二固定端、自所述第二固定端延伸出来

的第二连接臂以及连接所述第一连接臂和所述第二连接臂的连接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柔性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臂与所述第二连接臂均

平行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柔性电路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电路板为对称结构，所述柔

性电路板的对称轴为两个所述连接部的对称轴。

7.一种扬声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扬声器包括盆架以及收容于所述盆架内的磁路系统

和振动系统，所述振动系统包括如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柔性电路板以及与所述柔性

电路板的第一胶合面和第二胶合面胶合相连的骨架，所述柔性电路板的第二安装部与所述

盆架固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扬声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电路板为一对，所述扬声器的

短轴方向上各设置一个所述柔性电路板。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扬声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系统还包括振膜以及与所述骨

架远离所述柔性电路板一侧抵接的音圈，所述音圈与所述柔性电路板的焊接部电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扬声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振膜包括与远离所述柔性电路板

一侧的所述骨架和所述盆架相连的上振膜以及与所述柔性电路板相连的下振膜，所述下振

膜与所述上振膜沿振动方向间隔设置。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扬声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骨架中央开设有让位开口，所述

上振膜包括与所述让位开口周缘相连的球顶和间隔套设于所述球顶外的上音膜，所述上音

膜连接所述盆架和所述骨架，

所述下振膜包括与所述柔性电路板对应设置的一对下音膜，所述下音膜与所述柔性电

路板远离所述上振膜一侧抵接。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扬声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磁路系统包括下夹板、设于所述下

夹板上的主磁钢组件和副磁钢组件，所述副磁钢组件环绕所述主磁钢组件设置，所述主磁

钢组件与所述副磁钢组件之间形成磁间隙，所述音圈设于所述磁间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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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电路板和扬声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扬声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柔性电路板和扬声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都内置有发声器件。一般的，扬声器会通过

磁钢提供匀强磁场，使通有交变电流的音圈在匀强磁场中振动，音圈驱动骨架，进而带动振

膜振动而使扬声器产生声音。

[0003] 现有技术中，骨架作为支撑结构，其底部与柔性电路板(FPC)连接，由于骨架底部

连接面宽度较窄，使得粘接强度弱，在装配和振动发声过程中，容易出现骨架偏移，FPC和骨

架之间的连接松动，导致扬声器的结构不牢固，影响扬声器性能的稳定性。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柔性电路板和扬声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柔性电路板和扬声器，通过在柔性电路板上设置补强

部，加强柔性电路板和骨架之间的胶合强度，保证了扬声器性能的稳定性。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柔性电路板，所述柔性电路板包括第一安装部、与所

述第一安装部间隔设置的第二安装部、连接所述第一安装部和所述第二安装部的弹力臂，

所述第一安装部包括支撑部、沿所述支撑部靠近所述第二安装部一侧向远离所述支撑部延

伸的补强部，所述支撑部设有朝向所述补强部的第一胶合面，所述补强部设有背向所述第

二安装部的第二胶合面，所述第一胶合面与所述第二胶合面邻接。

[0007] 优选的，所述补强部包括分设于所述第一安装部两端的第一补强部和第二补强部

以及设于所述第一补强部和所述第二补强部之间的第三补强部，所述第一补强部和所述第

二补强部对称设置。

[0008] 优选的，所述第一安装部还包括沿所述支撑部远离所述补强部一侧延伸出来的焊

接部。

[0009] 优选的，所述弹力臂包括结构相同且互为镜像对称的一对，所述弹力臂包括与所

述第一安装部连接的第一固定端、自所述第一固定端延伸出来的第一连接臂、与所述第二

安装部连接的第二固定端、自所述第二固定端延伸出来的第二连接臂以及连接所述第一连

接臂和所述第二连接臂的连接部。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连接臂与所述第二连接臂均平行设置。

[0011] 优选的，所述柔性电路板为对称结构，所述柔性电路板的对称轴为两个所述连接

部的对称轴。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扬声器，所述扬声器包括盆架以及收容于所述盆架内的磁路

系统和振动系统，所述振动系统包括如以上所述柔性电路板以及与所述柔性电路板的第一

胶合面和第二胶合面胶合相连的骨架，所述柔性电路板的第二安装部与所述盆架固接。

[0013] 优选的，所述柔性电路板为一对，所述扬声器的短轴方向上各设置一个所述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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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板。

[0014] 优选的，所述振动系统还包括振膜以及与所述骨架远离所述柔性电路板一侧抵接

的音圈，所述音圈与所述柔性电路板的焊接部电连接。

[0015] 优选的，所述振膜包括与远离所述柔性电路板一侧的所述骨架和所述盆架相连的

上振膜以及与所述柔性电路板相连的下振膜，所述下振膜与所述上振膜沿振动方向间隔设

置。

[0016] 优选的，所述骨架中央开设有让位开口，所述上振膜包括与所述让位开口周缘相

连的球顶和间隔套设于所述球顶外的上音膜，所述上音膜连接所述盆架和所述骨架，

[0017] 所述下振膜包括与所述柔性电路板对应设置的一对下音膜，所述下音膜与所述柔

性电路板远离所述上振膜一侧抵接。

[0018] 优选的，所述磁路系统包括下夹板、设于所述下夹板上的主磁钢组件和副磁钢组

件，所述副磁钢组件环绕所述主磁钢组件设置，所述主磁钢组件与所述副磁钢组件之间形

成磁间隙，所述音圈设于所述磁间隙中。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柔性电路板和扬声器，所述柔性电路

板包括第一安装部、与所述第一安装部间隔设置的第二安装部、连接所述第一安装部和所

述第二安装部的弹力臂，所述第一安装部包括支撑部、沿所述支撑部靠近所述第二安装部

一侧向远离所述支撑部延伸的补强部，所述支撑部设有朝向所述补强部的第一胶合面，所

述补强部设有背向所述第二安装部的第二胶合面，所述第一胶合面与所述第二胶合面邻

接。通过在第一安装部的支撑部上设置补强部，补强部上设置与支撑部的第一胶合面相连

的第二胶合面，增加骨架和柔性电路板的胶合面积，进而有效增强骨架和柔性电路板之间

的胶合强度，在组装和振动发声过程中，提升了扬声器结构的稳定性，延长了扬声器的使用

寿命。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柔性电路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扬声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图2中扬声器的局部分解图；

[0023] 图4为图2中扬声器的分解图；

[0024] 图5为图2中扬声器的沿A-A向剖视图。

[0025] 附图说明：柔性电路板100；第一安装部110；支撑部111；补强部112；第一补强部

1121；第二补强部1122；第三补强部1123；焊接部113；第二安装部120；弹力臂130；第一固定

端131；第一连接臂132；第二固定端133；第二连接臂134；连接部135；第一胶合面M；第二胶

合面N；对称轴a；扬声器200；盆架1；磁路系统2；主磁钢组件21；副磁钢组件22；下夹板23；振

动系统3；音圈31；引线311；骨架32；支撑台321；侧壁322；让位开口323；上振膜33；上音膜

331；球顶332；下音膜34。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7]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柔性电路板100，柔性电路板100包括第一安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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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与第一安装部110间隔设置的第二安装部120及连接第一安装部110与第二安装部120

的弹力臂130。第一安装部110包括支撑部111和自支撑部111靠近第二安装部120一侧朝向

远离支撑部111方向延伸的补强部112，支撑部111设有朝向所述补强部112的第一胶合面M，

补强部112上设有背向所述第二安装部120的第二胶合面N，第一胶合面M与第二胶合面N邻

接。可选的，补强部112包括分设于第一安装部110两端的第一补强部111和第二补强部112

以及设于第一补强部1121和第二补强部1122之间的第三补强部1123。第一补强部1121和第

二补强部1122相对于对称轴a对称设置，第三补强部1123是相对于对称轴a的轴对称结构。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补强部112包括依次间隔设置在第一安装部110上的第一补强部1121、

第三补强部1123和第二补强部1122，在实际应用中，补强部112也可以为设于第一安装部

110上的一个连续的补强结构。

[0028] 本发明实施例的柔性电路板100，通过在第一安装部110的支撑部111上设置补强

部112，补强部112上设置与支撑部111的第一胶合面M相连的第二胶合面N，增加骨架1和柔

性电路板100的胶合面积，进而有效增强骨架1和柔性电路板100之间的胶合强度，在组装和

振动发声过程中，提升了扬声器200结构的稳定性，延长了扬声器200的使用寿命。

[0029]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支撑部111远离补强部112的一侧设有焊接部113。可选

的，焊接部113为自支撑部111朝向远离补强部112方向延伸的焊接台。

[0030]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弹力臂130包括结构相同且相对于对称轴a互为镜像对称

的一对，各弹力臂130均包括与第一安装部110连接的第一固定端131、自第一固定端131延

伸出来的第一连接臂132、与第二安装部120连接的第二固定端133、自第二固定端133延伸

出来的第二连接臂134及连接第一连接臂132、第二连接臂134的连接部135，一对弹力臂130

的两个连接部135相对间隔设置。可选的，第一连接臂132与第二连接臂134平行设置。柔性

电路板100为对称结构，对称轴位于两个相对连接部135之间的间隔处的对称轴a。

[0031] 请参阅图1、2和图5，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扬声器200，扬声器200包括盆架1以及收

容于盆架1内的磁路系统2和振动系统3，磁路系统2驱动振动系统3振动，振动系统3包括前

文记载的柔性电路板100和与柔性电路板100的第一安装部110相连的骨架32，柔性电路板

100的第二安装部120与盆架1相连。骨架32分别和第一安装部110上的第一胶合面M和第二

胶合面N胶合相连。在一个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柔性电路板100为一对，扬声器200的短轴方

向上各设置一个柔性电路板100。在本实施例中，骨架32包括具有让位开口323的支撑台321

以及自支撑台321的底部朝向柔性电路板100延伸的侧壁322，侧壁322包括与柔性电路板

100对应设置的两个，侧壁322分别与第一胶合面M和第二胶合面N胶合相连。

[0032]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请参阅图1和图5，振动系统3还包括振膜以及与支撑台

321靠近柔性电路板100一侧抵接的音圈31，音圈31驱动振膜振动以发声。音圈31包括引线

311，引线311焊接于第一安装部110的焊接部113上。

[0033]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请参阅图2-图5，振膜包括与盆架1远离柔性电路板100一

侧和支撑台321相连的上振膜33和与柔性电路板100相连的下振膜。可选的，上振膜33或者

下振膜可以为一个完整的音膜，也可以为音膜和球顶配合。在本实施例中，上振膜33包括与

让位开口323的周缘相连的球顶332和间隔套设于球顶332外的上音膜331，上音膜331连接

在盆架1和支撑台321之间。下振膜包括与柔性电路板100对应设置的一对下音膜34，下音膜

34与柔性电路板100远离上振膜33一侧抵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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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请参阅图3-图5，磁路系统2包括下夹板23、设于下夹板23

上的主磁钢组件21和副磁钢组件22。副磁钢组件22环绕主磁钢组件21设置，主磁钢组件21

与副磁钢组件22之间形成磁间隙，音圈31设于磁间隙中。可选的，副磁钢组件22可以一体成

型环绕主磁钢组件21，也可以为4组副磁钢组件22间隔围设主磁钢组件21，也可以为2组副

磁钢组件22间隔围设主磁钢组件21。在本实施例中，副磁钢组件22为一体成型设置。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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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