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410307677.X

(22)申请日 2014.06.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420270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4.12.10

(73)专利权人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61031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东方路268号

(72)发明人 邵明辉　杨健斌　

(51)Int.Cl.

H04R 9/06(2006.01)

H04R 9/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4014043 U,2014.12.10,

CN 103118320 A,2013.05.22,

CN 202077176 U,2011.12.14,

CN 202050538 U,2011.11.23,

CN 202374440 U,2012.08.08,

US 2010189284 A1,2010.07.29,

WO 2013097330 A1,2013.07.04,

审查员 丁丽萍

 

(54)发明名称

发声器件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发声器件，包括扬声器单

体和外壳，扬声器单体包括振动系统和磁路系

统，振动系统包括振膜和音圈，磁路系统形成容

纳音圈的磁间隙；振膜前侧与外壳之间形成前声

腔，振膜后侧与外壳之间形成后声腔，外壳的侧

面设有出声孔，出声孔连通所述前声腔；振膜包

括位于中心位置的球顶部和位于边缘位置的折

环部，折环部的边缘与外壳固定结合，折环部与

球顶部连接的一侧设有球顶连接部，折环部与外

壳结合的一侧设有外壳结合部；并且外壳结合部

的部分结构位于出声孔的端口上，外壳结合部与

球顶连接部之间具有高度差。这种结构即可以增

加出声孔的尺寸，又可以增加扬声器单体的尺

寸，从而提高了产品的声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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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发声器件，包括扬声器单体和收容固定扬声器单体的外壳，所述扬声器单体包

括振动系统和磁路系统，所述振动系统包括振膜和结合于振膜一侧的音圈，所述磁路系统

形成容纳音圈的磁间隙；所述振膜前侧与所述外壳之间形成前声腔，所述振膜后侧与所述

外壳之间形成后声腔，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壳的侧面设有出声孔，所述出声孔连通所述前声腔；

所述振膜包括位于中心位置的球顶部和位于边缘位置的折环部，所述折环部的边缘与

所述外壳固定结合，所述折环部与所述球顶部连接的一侧设有球顶连接部，所述折环部与

所述外壳结合的一侧设有外壳结合部；

并且所述外壳结合部的部分结构位于所述出声孔的端口上，所述外壳结合部与所述球

顶连接部之间具有高度差；

其中，所述外壳包括上壳和中壳，所述上壳和中壳之间形成所述出声孔；

所述振膜的折环部结合于所述中壳上，所述中壳与所述折环部结合的位置形成所述外

壳结合部，所述外壳结合部的位置低于所述球顶连接部的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声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振膜的折环部为下凹的结构，向

靠近所述磁路系统的一侧弯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声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壳上正对所述振膜的部分注塑

有金属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声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球顶连接部与所述外壳结合部之

间的高度差在0.2mm至0.6mm之间的数值范围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声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振膜的球顶部与所述球顶连接部

所处的高度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声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声腔内还设有被动声源，所述

被动声源包括两个相对设置的被动辐射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声器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壳上设有加强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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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声器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声转换技术领域，更为具体地，涉及一种可增大声音辐射面积的发

声器件。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终端电子装置体积减小，厚度减薄，与之配合的微

型发声器件的体积也越来越小，而消费者对产品的性能却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小体积的发

声器件，受体积限制，难以达到理想的声学效果。

[0003] 发声器件通常包括扬声器单体和围绕扬声器单体设置的外壳，扬声器单体通常包

括振动系统和磁路系统，振动系统包括振膜和音圈，磁路系统形成收容音圈的磁间隙，在音

圈的带动下振膜振动发声并辐射到外界，从而可以被人耳接收。通常发声器件的外壳上设

有出声孔，出声孔可以使扬声器单体内发出的声音辐射到外界。但是受发声器件尺寸的限

制，出声孔通常很小，难以有效的辐射扬声器单体发出的声波，如果增大出声孔又会减小扬

声器单体的尺寸，同样会影响发声器件的声学性能。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发声器件，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发声器件，在发声器件大小一定的情况

下，可以有效的增大出声孔的尺寸，从而提高出声孔的辐射效率，同时增大扬声器单体的尺

寸，提高声学性能。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发声器件，包括扬声器单体和收容固

定扬声器单体的外壳，所述扬声器单体包括振动系统和磁路系统，所述振动系统包括振膜

和结合于振膜一侧的音圈，所述磁路系统形成容纳音圈的磁间隙；所述振膜前侧与所述外

壳之间形成前声腔，所述振膜后侧与所述外壳之间形成后声腔，其中，所述外壳的侧面设有

出声孔，所述出声孔连通所述前声腔；所述振膜包括位于中心位置的球顶部和位于边缘位

置的折环部，所述折环部的边缘与所述外壳固定结合，所述折环部与所述球顶部连接的一

侧设有球顶连接部，所述折环部与所述外壳结合的一侧设有外壳结合部；并且所述外壳结

合部的部分结构位于所述出声孔的端口上，所述外壳结合部与所述球顶连接部之间具有高

度差。

[0007] 此外，优选的方案是，所述外壳包括上壳和中壳，所述上壳和中壳之间形成所述出

声孔；所述振膜的折环部结合于所述中壳上，所述中壳与所述折环部结合的位置形成所述

外壳结合部，所述外壳结合部的位置低于所述球顶连接部的位置。

[0008] 此外，优选的方案是，所述振膜的折环部为下凹的结构，向靠近所述磁路系统的一

侧弯曲。

[0009] 此外，优选的方案是，所述上壳上正对所述振膜的部分注塑有金属片。

[0010] 此外，优选的方案是，所述球顶连接部与所述外壳结合部之间的高度差在0.2mm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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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mm之间的数值范围内。

[0011] 此外，优选的方案是，所述振膜的球顶部与所述球顶连接部所处的高度相同。

[0012] 此外，优选的方案是，所述后声腔内还设有被动声源，所述被动声源包括两个相对

设置的被动辐射器。

[0013] 此外，优选的方案是，所述中壳上设有加强筋。

[001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与传统结构相比，本发明在发声器件的振膜折环部的两端

存在高度差，即可以增加出声孔的尺寸，又可以增加扬声器单体的尺寸，从而提高了产品的

声学性能。

附图说明

[0015] 通过参考以下结合附图的说明及权利要求书的内容，并且随着对本发明的更全面

理解，本发明的其它目的及结果将更加明白及易于理解。在附图中：

[0016] 图1是本发明发声器件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图1所示扬声器单体部分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发声器件去掉上壳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0020] 结合图1和图2，本发明发声器件包括振动系统，磁路系统，以及收容固定振动系统

和磁路系统的外壳，其中，外壳包括上壳11、中壳12和下壳13。振动系统包括振膜21和结合

于振膜21下侧的音圈22；磁路系统包括依次结合的华司31、磁铁32和盆架33，磁路系统中华

司31、磁铁32的外侧面和盆架33侧壁之间具有一定间隙，该间隙为磁间隙，音圈22收容于该

磁间隙中，磁路系统形成的磁力线穿过音圈22。其中音圈22通常由导电金属丝缠绕而成，如

铜包铝线，音圈22接通电信号后，在磁路系统形成的磁场中受安培力的作用可以运动。音圈

22中接通的为交变信号，所受的安培力的大小和方向对应信号变化；受安培力的作用，音圈

22在磁间隙中上下振动。由于音圈22与振膜21是固定结合为一体的，音圈22的振动可以带

动振膜21振动，从而产生声音。

[0021] 振膜21包括位于中心位置的平板状的球顶部210，以及位于球顶部边缘的折环部

211，球顶部210上通常结合刚性的复合层(图中未标号)，如图2中所示，复合层具有有良好

的刚性且质量较轻，添加复合层可以提升振膜21的高频特性，防止振膜21在高频段产生分

割振动。折环部211与球顶部210相连，为弧形且柔性的结构，弧形结构使振膜21可以上下振

动而不会过大的牵拉振膜21。本实施例折环部211为下凹的结构，即为向靠近磁路系统一侧

弯曲的结构，这种折环部211下凹的结构具体是配合扬声器膜组的具体结构设置的，避免碰

撞到上壳11，充分的利用了模组内部的空间，从而有利于减小发声器件的厚度，增大扬声器

单体的整体尺寸。

[0022] 发声器件为侧面出声的结构，包括上壳11和下壳12，上壳11和中壳12之间形成扬

声器单体的出声孔10，如图1和图2所示，位于发声器件的侧面，这种声孔位于发声器件侧面

的结构，发声器件与终端电子装置组装后，出声孔10也位于侧面，可以避免电子装置平放时

堵塞出声孔10。其中，振膜21结合于中壳12上，具体的折环部211的边缘与中壳12结合，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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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图3所示。其中，折环部122与中壳12结合处的部分结构位于出声孔10的端口上。在发声

器件大小一定的情况下，为了增大出声孔10的尺寸，使振膜21产生的声音更顺畅的辐射到

外界，本发明折环部211的两端存在高度差。折环部211包括与球顶部210连接的球顶连接部

A，位于折环部211另一侧的与中壳12固定结合的外壳结合部B，其中球顶连接部A与外壳结

合部B之间具有高度差d，如图2所示。结合折环部211为下凹的结构，外壳结合部B的位置低

于球顶连接部A所示的位置，即外壳结合部B与盆架33底壁之间的距离小于球顶连接部A与

盆架33底壁之间的距离，如图2和图3共同所示。

[0023] 优选的，球顶连接部A和外壳结合部B之间的高度差d在0.2mm至0.6mm之间的数值

范围内，高度差d在上述范围内可以保证振膜的声学性能。

[0024] 优选的，振膜21的球顶部210的高度与球顶连接部A所处的高度相同。但是不限于

这种结构。

[0025] 本发明出声孔10的上侧为上壳11的一个端面，出声孔10的下侧为中壳12的一个端

面，由于上壳11为了保证壳体的强度需要具有一定的厚度，只能通过降低中壳12的高度，实

现了出声孔10的最大化；相应的，与中壳12结合的折环部211的位置也要降低，为了不影响

单体的尺寸，将折环部211的两端设置成上述具有高度差的结构。这种折环部211两端具有

高度差的结构，可以使出声孔的尺寸增大，同时有利于增大单体的尺寸，从而有效的提升了

发声器件的声学性能。

[0026] 振膜21的上侧为保护框架中的上壳11，上壳11包括塑料本体，上壳11的中心位置

注塑有金属片110，与塑料材料相比，金属材料在厚度较薄时即可达到所需强度，因此，这种

上壳11注塑金属片110的结构，可以降低发声器件的厚度，或者在发声器件厚度一定的情况

下可以增大发声器件的内部空间，从而可以增大扬声器单体的尺寸，提升产品声学性能。中

壳12固定磁路系统，上壳11与中壳12之间通过粘结或超声波焊接的方式固定结合，由上壳

11和中壳12收容固定扬声器单体。振膜21将发声器件内部的空间分隔为前声腔和后声腔，

前声腔为振膜21上侧(远离音圈22一侧)与上壳11、中壳12之间围成的空间，前声腔与出声

孔10连通，使声音可以辐射到外界，但不限于这种结构，也可以为后声腔与出声孔10连通。

后声腔为振膜21靠近磁路系统一侧形成的声腔，传统结构后声腔为封闭的结构，本发明后

声腔中设置有被动声源。

[0027] 如图1所示，本发明发声器件的后声腔中设置有两个被动辐射器：被动辐射器51和

被动辐射器52。被动辐射器51和被动辐射器52为平行设置的结构，两被动辐射器相对设置，

被动辐射器51和被动辐射器52之间围成一个空腔。本实施例被动辐射器51和被动辐射器52

为完全相同的结构，但不限于这种完全相同的结构。扬声器单体中振膜21后侧产生的声波

流动到被动声源时，分别流通到被动辐射器51和被动辐射器52远离对方的一侧，即气流被

分为两部分，分别流通到被动辐射器51的上侧和被动辐射器52的下侧，使两被动辐射器之

间的空腔内的空气被挤压通过被动声源的出声孔连通到外界。这种在后声腔内设置被动辐

射器的结构，可以充分利用后声腔的空间，利用后声腔内的声波使被动辐射器振动发声，产

生低音，从而提升了整个发声器件的低音效果。

[0028] 如图1所示，发声器件的后声腔主要由中壳12和下壳13围成的。同样，为了充分利

用发声器件的空间，在中壳12上正对被动辐射器51的位置注塑有金属片121，同样下壳13上

正对被动辐射器52的位置注塑有注塑金属片131，这种在被动辐射器51和被动辐射器52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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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幅度较大的位置注塑金属片的结构可以增大对应位置的高度(空间)，为两被动辐射器的

振动提供足够的空间，从而可以保证发声器件的声学性能。

[0029] 此外，中壳12上对应出声孔10的位置设有加强筋，加强筋可以增加出声孔10处的

结构强度，防止上壳11和/或中壳12出现塌陷。

[0030] 如上参照附图以示例的方式描述了根据本发明提出的发声器件。但是，本领域技

术人员应当理解，对于上述本发明所提出的发声器件，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内容的基础

上做出各种改进。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的内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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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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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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