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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扬声器箱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扬声器箱，包括壳体和收容

于所述壳体内的扬声器单体，所述扬声器单体包

括用于振动发声的振膜，所述振膜与所述壳体间

隔设置形成前声腔，所述扬声器箱还包括连通所

述前声腔与外界的导声通道，所述前声腔与所述

导声通道共同构成所述扬声器箱的前腔，所述壳

体上对应所述前腔的位置设有贯穿壳体的通孔，

所述扬声器箱还包括与所述壳体连接并覆盖所

述通孔的用于吸收特定谐振频率下的振动的能

量的弹性盖板，所述弹性盖板包括金属片及层叠

设于所述金属片的弹性材料层。本发明提供的扬

声器箱，可减弱前腔谐振、降低谐振峰、改善失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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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扬声器箱，包括壳体和收容于所述壳体内的扬声器单体，所述扬声器单体包括

用于振动发声的振膜，所述振膜与所述壳体间隔设置形成前声腔，所述扬声器箱还包括连

通所述前声腔与外界的导声通道，所述前声腔与所述导声通道共同构成所述扬声器箱的前

腔，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上对应所述前腔的位置设有贯穿壳体的通孔，所述扬声器箱还包

括与所述壳体连接并覆盖所述通孔的弹性盖板，所述弹性盖板包括金属片及层叠设于所述

金属片的弹性材料层，所述弹性盖板产生振动吸收所述前腔特定谐振频率下的振动的能

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与所述扬声器单体正对设

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材料层通过喷涂工艺形成于

所述金属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材料层粘接固定于所述金属

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材料层为热塑性聚氨酯弹性

体、甲基环戊烯醇酮或硅胶中的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扬声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盖板吸收谐振

频率为3000～7000Hz的振动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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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声转换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扬声器箱。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智能移动设备的数量不断上升。而在众多移动设备

之中，手机无疑是最常见、最便携的移动终端设备。目前，手机的功能极其多样，其中之一便

是高品质的音乐功能，因此，用于播放声音的扬声器箱被大量应用到现在的智能移动设备

之中。

[0003] 扬声器箱包括壳体、收容于所述壳体内的扬声器单体，所述扬声器单体包括用于

振动发声的振膜，所述振膜与所述壳体间隔设置形成前声腔，所述前声腔与导声通道连通

形成前腔。相关技术中，壳体采用坚硬的塑质材料和金属材料制成，前声腔对应的区域为刚

性壁。刚性壁的阻尼小，并且振动幅度小，辐射能量有限，无法将腔体能量有效传播出去，因

而不能吸收某些指定频率的能量。所述扬声器箱发声时产生前腔谐振，由于谐振作用，在中

高频形成谐振峰，同时在失真上会产生2次、3次等失真尖峰，影响听感。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扬声器箱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减弱前腔谐振、降低谐振峰、改善失

真的扬声器箱。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扬声器箱，包括壳体和收容于所述壳体内的扬声器

单体，所述扬声器单体包括用于振动发声的振膜，所述振膜与所述壳体间隔设置形成前声

腔，所述扬声器箱还包括连通所述前声腔与外界的导声通道，所述前声腔与所述导声通道

共同构成所述扬声器箱的前腔，所述壳体上对应所述前腔的位置设有贯穿壳体的通孔，所

述扬声器箱还包括与所述壳体连接并覆盖所述通孔的用于吸收特定谐振频率下的振动的

能量的弹性盖板，所述弹性盖板包括金属片及层叠设于所述金属片的弹性材料层。

[0007] 优选的，所述通孔与所述扬声器单体正对设置。

[0008] 优选的，所述弹性材料层通过喷涂工艺形成于所述金属片。

[0009] 优选的，所述弹性材料层粘接固定于所述金属片。

[0010] 优选的，所述弹性材料层为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甲基环戊烯醇酮或硅胶中的一

种。

[0011] 优选的，所述弹性盖板吸收谐振频率为3000～7000Hz的振动的能量。

[0012] 与相关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扬声器箱有益效果在于：所述壳体包括对应所述

前腔区域形成的通孔，所述扬声器箱还包括与所述壳体连接并覆盖所述通孔的弹性盖板，

用于吸收特定谐振频率下的振动的能量，从而减弱所述扬声器箱的共振效果以及降低其失

真，进而提高了所述扬声器箱的声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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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扬声器箱的立体图；

[0014] 图2为图1所示扬声器箱的分解图；

[0015] 图3为图1所示扬声器箱沿A-A线的剖视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提供的扬声器箱中弹性盖板的振幅测试结果；

[0017] 图5为本发明提供的扬声器箱与相关技术中采用刚性壁对应的扬声器箱的谐振峰

对比曲线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提供的扬声器箱与相关技术中采用刚性壁对应的扬声器箱失真尖峰

对比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0] 请结合参阅图1、图2和图3，其中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扬声器箱的立体图；图2为图1

所示扬声器箱的分解图；图3为图1所示扬声器箱沿A-A线的剖视图。所述扬声器箱100包括

壳体11、收容于所述壳体11内的扬声器单体12。所述扬声器单体12包括用于振动发声的振

膜121。

[0021] 所述壳体11包括上盖111和下盖112，所述上盖111和所述下盖112围合形成一收容

空间，所述扬声器单体12收容于所述收容空间内。

[0022] 所述振膜121与所述上盖111的内壁间隔设置形成前声腔113，所述上盖111还包括

连通所述前声腔113与外界的导声通道114，所述前声腔113与所述导声通道114共同构成所

述扬声器箱100的前腔110，所述前腔110将所述振膜121产生的声音传导至所述壳体11外。

[0023] 所述上盖111上对应所述前腔110的位置设有贯穿上盖111的通孔1111，所述上盖

111在所述通孔1111处还设有凹槽1112，所述扬声器箱100还包括与所述上盖111连接并覆

盖所述通孔1111的弹性盖板13，所述弹性盖板13与所述上盖111固定连接将所述通孔1111

密封，所述弹性盖板13包括金属片131及层叠设于所述金属片131的弹性材料层132，所述弹

性盖板13收容在所述凹槽1112内并与所述上盖111的外表面平齐设置。优选的，所述通孔

1111与所述扬声器单体12正对设置，当然，所述通孔1111还可以设置于所述导声通道114的

位置。

[0024] 通过本发明中的所述弹性盖板13替换相关技术中的刚性壁，而所述弹性盖板13的

弹性材料层132可以增加阻尼并降低总体的杨氏模量，所述弹性盖板13存在一个谐振频率，

通过设计，将所述弹性盖板13的谐振频率调整到某一频率时，在谐振频率附近，所述弹性盖

板13会产生较强的振动，在所述扬声器箱100发声时，扬声器单体12振动时，使前腔110内的

空气压缩产生能量，该能量驱动弹性盖板13振动，从而消耗前腔110内的能量，弹性盖板13

较佳在谐振频率下振动，此时振动强度达到最大，从而可以消耗更多的能量；进而达到吸收

指定频率附近能量的目的；另外，通过所述弹性盖板13替代刚性壁可将所述前腔110内媒质

疏密化传到所述前腔110外，进而达到降低所述扬声器箱100的共振现象及改善失真。

[0025] 具体通过对所述弹性盖板13的整体或局部的材料、面积、形状和厚度进行设计以

实现上述目的。所述弹性材料层132优选为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材料(TPU)、甲基环戊烯醇

酮(MCP)或硅胶中的一种，所述弹性材料层132通过喷涂工艺形成于所述金属片131，或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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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于所述金属片131。所述弹性盖板13与所述上盖111形成固定连接形成前腔110的部分

结构，吸收所述扬声器箱100的所述前腔110谐振峰附近的能量，达到降低谐振峰、改善失

真、提高所述扬声器箱100的声学性能的目的。弹性盖板13可根据需要吸收的谐振频率范围

进行设计调整。特定的谐振频率即为设定的需要吸收的谐振频率范围。

[0026] 将本发明提供的扬声器箱100进行弹性盖板振幅测试。请参阅图4，为本发明提供

的扬声器箱中弹性盖板的振幅测试结果，其中曲线a表示弹性盖板振幅最大值，曲线b表示

弹性盖板振幅最小值。由附图4可以看出，在本实施例中弹性盖板谐振频率为3000-7000Hz，

在弹性盖板谐振频率附近会产生较强的振动。

[0027] 将本发明提供的扬声器箱与相关技术中采用刚性壁对应的扬声器箱进行性能对

比测试，检测所述扬声器箱的谐振峰及失真尖峰等性能数据。请参阅图5、图6，其中图5为本

发明提供的扬声器箱与相关技术中采用刚性壁对应的扬声器箱的谐振峰对比曲线图；图6

为本发明提供的扬声器箱与相关技术中采用刚性壁对应的扬声器箱失真尖峰对比曲线图。

附图5中曲线c表示相关技术中采用刚性壁对应的扬声器箱的谐振峰曲线，曲线d表示本发

明提供的扬声器箱的谐振峰曲线；附图6中曲线e表示相关技术中采用刚性壁对应的扬声器

箱的失真尖峰曲线，曲线f表示本发明提供的扬声器箱的失真尖峰曲线。

[0028] 由附图5、图6的数据可以看出，采用弹性盖板的扬声器箱相较于相关技术中采用

刚性壁的扬声器箱，其谐振峰明显降低；且失真尖峰同样明显降低。

[0029] 与相关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扬声器箱有益效果在于：所述壳体包括对应所述

前腔区域形成的通孔，所述扬声器箱还包括与所述壳体连接并覆盖所述通孔的弹性盖板，

用于吸收特定谐振频率下的振动的能量，从而减弱所述扬声器箱的共振效果以及降低其失

真，进而提高了所述扬声器箱的声学性能。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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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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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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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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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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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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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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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