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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具有全频输 出及低音共振输 出功能的多媒体音 响 ，其包括有 由上至下依次设置 的一箱体
上盖 、一箱体 中盖 、一箱体 下盖 、一箱体 底盖及一低 音共振扬声器 底座 ，所述箱体 中盖与箱体下盖 固定连
接 ，所述箱体下盖与箱体底盖 固定连接 ，所述箱体上盖上设有一全频扬声器 ，所述箱体下盖上设有一线路板
组装件及一可充 电电池 ，所述箱体底盖上设有一低音共振扬声器 ，所述低音共振扬声器与低音共振扬声器底
座固定连接 ，所述箱体 中盖上设有至少一个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所述全频扬声器 、箱体上盖 、被动振膜低
音辐射盆和箱体 中盖形成一 个密封 的被动振膜共振结构腔体 。该多媒体音响既有共振输 出效果，又能在 不 同
使用情况下都能输 出高音 、中音 、低音 的全频音乐 。



说明书

发明名称 : 一种具有全频输出及 氐音共振输出功能的多媒体音响

[1] 技术领域

[2] 本实用新型涉及音响设备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具有全频输 出及低音共振输

出功能的多媒体音响。

[3] 背景技术

[4] 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 ，人们对音响的要求也逐渐提高 ，而音响中的低音效果往

往成为人们一个关注点 ，扬声器在音响设备中是一个最薄弱 的器件 ，而对于音

响效果而言 ，它又是个最重要 的部件 ，在普通音响里单个喇叭的低音往往不如

人意 ，要提高低音效果 ，常见手段是加大音箱体积和提高输 出功率来实现 ，成

本高 昂，使用不便 ；而为增强低音 出现的共振音箱又太过依赖于振动介质 ，一

旦脱离振动介质就缺少 良好 的低音效果。现有技术缺少一种高、中、低音全频

段表现 良好 的体积较小 的共振式音响。

[5] 实用新型 内容

[6]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 的技术 问题是 ，提供一种具有全频输 出及低音共振输 出功

能的多媒体音响 ，该多媒体音响既有共振输 出效果 ，又能在不 同使用情况下都

能输 出高音 、中音 、低音 的全频音乐。

[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釆用如下技术方案。

[8] 一种具有全频输 出及低音共振输 出功能的多媒体音响 ，其包括有 由上至下依次

设置 的一箱体上盖 、一箱体 中盖、一箱体下盖、一箱体底盖及一低音共振扬声

器底座 ，所述箱体 中盖与箱体下盖固定连接 ，所述箱体下盖与箱体底盖固定连

接 ，所述箱体上盖上设有一全频扬声器 ，所述箱体下盖上设有一线路板组装件

及一可充电电池 ，所述箱体底盖上设有一低音共振扬声器 ，所述低音共振扬声

器与低音共振扬声器底座固定连接 ，所述箱体 中盖上设有至少一个被动振膜低

音辐射盆 ，所述全频扬声器 、箱体上盖、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和箱体 中盖形成

一个密封 的被动振膜共振结构腔体。

[9] 优选地 ，所述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的数量是一个 ，其固定于一辐射盆支架上 ，



所述辐射盆支架与箱体 中盖固定连接。

[10] 优选地 ，所述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箱体 中盖和箱体下盖形成腔体 ，所述箱体

下盖开有导气孔。

[11] 优选地 ，所述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的数量是两个 ，二者均 固定连接于箱体上盖

与箱体 中盖之间。

[12] 优选地 ，所述可充电电池固定于线路板组装件上 ，该线路板组装件通过螺丝而

固定于箱体下盖。

[13] 优选地 ，所述箱体下盖与箱体底盖通过螺丝而 固定连接 ，所述低音共振扬声器

固定于箱体底盖的扣位之上且与箱体下盖通过螺丝而固定连接 ，所述低音共振

扬声器螺纹连接于低音共振扬声器底座且二者 的螺纹旋紧处通过螺丝胶加 固。

[14] 优选地 ，所述线路板组装件包括有：一音源模块 ，其用于连接外部音源 ；一全

频音和低音调节单元 ，其连接于音源模块 的输 出端 ，用于将全频音信号及低音

信号处理后输 出；一声音产生模块 ，其包括全频扬声器和低音共振扬声器且二

者分别连接于全频音和低音调节单元 的输 出端 ，二者分别用于将全频音信号和

低音信号 以声音方式输 出，该声音产生模块还包括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其用

于将震荡气流 以低音方式输 出；一电池供 电和充电保护模块 ，其用于为全频音

和低音调节单元 以及音源模块供 电。

[15] 优选地 ，所述全频音和低音调节单元包括一前置信号放大电路 、一全频音输入

电路 、一低音输入 电路 、一全频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 以及一低音功率放大和

输 出电路 ，所述音源模块输 出的音频信号经过前置信号放大 电路而分别输送至

全频音输入 电路和低音输入 电路 ，所述全频音输入 电路输 出的全频音信号经过

全频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而输送至全频扬声器 ，所述低音输入 电路输 出的低

音信号经过低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而输送至低音共振扬声器。

[16] 优选地 ，所述全频音和低音调节单元还包括依次连接的一适配器或USB 充电和

保护模块 、一可充 电电池 以及一电源管理 电路 ，所述电源管理 电路用于为前置

信号放大电路 、全频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 以及低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提供

稳定 的电压 ，所述适配器或USB 充电和保护模块用于对可充电电池充电以及实现

过流过压保护 ，该适配器或USB 充电和保护模块 的电源输入接 口是DC Plug 插座



、Micro USB接 口以及Mini USB接 口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17] 优选地 ，所述音源模块包括有：一无线蓝牙音源，其用于接收用户的蓝牙设备

所发出的音频信号；一无线WiFi 音源，其用于接收用户的WiFi 设备所发出的音

频信号；一U盘/TF卡音源 , 其用于识别和读取U盘或TF卡所存储的音频文件而转

换为音频信号；一Aux In音源，其用于识别和读取外部存储设备的音频文件而转

换为音频信号；所述音源模块的音频输入接口是3.5mm音频母座、RCA输入接口

以及USB输入 口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18]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多媒体音响，其有益效果在于：

[19] 1、具有播放输出髙音、中音和低音全频段音乐效果的功能。该音响全频扬声

器能完美输出高音和中音，低音效果略显不足，而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在无需

加大功率输出和小巧的音箱体积吋就能产生浑厚饱满的低音效果，刚好弥补全

频喇叭的低音不足，再加上低音共振扬声器独立地输出低音，从而完美实现全

频音乐播放。

[20] 2、具有共振音响极具震撼力的低频共振输出的低音和超重低音效果。

[21] 3、当低音共振扬声器脱离振动介质接触面时音响仍然能输出全频段音乐效果

。当低音共振扬声器脱离振动介质接触面时，低音共振扬声器无法发出振动低

音了，此时全频扬声器仍然能发出完美的高音、中音、低音，同时被动振膜低

音辐射盆能产生浑厚饱满的低音效果，刚好弥补全频扬声器的低音不足，全频

扬声器和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同吋工作，仍然能输出全频段音乐效果。

[22] 附图说明

[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的整体剖面图；

[2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的整体剖面图；

[25]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电路框图。

[26] 图4为图3所示全频音和低音调节单元的电路框图。

[27] 具体实施方式

[28]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

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

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29]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实现进行详细描述：

[30] 实施例一：

[3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提 出了一种具有全频输 出及低音共振输 出功能的多媒体音

响，结合图1和图3所示 ，本实用新型 的整体结构包括用于连接外部音源的音源

模块 401、电池供电和充电保护模块42、用于控制全频音和低音信号输出的全频

音和低音调节单元40、用于将全频音信号 以声音方式输 出的全频扬声器(主动式

音频驱动器) 10 1、用于将低音信号以声音方式输出的低音共振扬声器(主动式音

频驱动器)110、用于将箱体震荡气流以低音方式输 出的一个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被动式音频驱动器)103等6个重要模块单元。其中，由全频扬声器 101、低音共

振扬声器 110及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103构成声音产生模块 4 1。该全频扬声器 101

和低音共振扬声器 110分别与全频音和低音调节单元40电连接。

[32] 本发明实施例一的整体剖面图如 图1所示 ，具体的包括：全频扬声器 101、箱体

上盖 102、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103、辐射盆支架 104、箱体中盖 105、可充电电

池 106、线路板组装件 107、箱体下盖导气孔 108、箱体下盖 109，低音共振扬声

器 110、箱体底盖 111、低音共振扬声器底座 112、全频扬声器连接线 113、低音

共振扬声器连接线 114。

[33] 如 图4所示的全频音和低音调节单元，包括音源模块 401 , 音源模块401输出音

频信号连接入给前置信号放大电路402 ，进而前置信号放大电路402输 出信号电

相连分别接入全频音输入电路403和低音输入电路404 ，然后全频音输入电路403

输 出全频音给全频音功率放大和输出电路405 , 低音输入电路404输 出低音信号

给低音功率放大和输出电路406; 最后全频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405输 出功率

信号直接驱动全频扬声器 101，低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406输 出功率信号直接

驱动低音共振扬声器 110。

[34] 进一步的是 ，如图4所示，所述音源模块401包括：无线蓝牙音源、无线WiFi 音

源、U盘/TF 卡音源、Aux i n接 口输入音源和其他类型的音源 ;进一步的，音源模块

的内置无线蓝牙收发模块能接收用户 的蓝牙设备发送的音频信号,音源模块的内

置无线WiFi 收发模块能接收用户的WiFi 设备发送的音频信号；音源模块也能识别

和播放U盘/TF 卡等存储介质内的音频文件作为音源 ;音源模块 的可以通过相关的



Aux i n接 口输入音频信号 ; 也 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其他特殊类型音源 ，优选 的所

述音源模块401包含着相应 的音频输入接 口如3.5mm 音频母座 、RCA 输入 口、US

B输入 口。

[35] 进 一步 的是 ，如 图4所示 ，所述全频音和低音调节单元还包括适配器或USB 充

电和保护模块 409 、可充 电电池410 、电源管理 电路 （升压/稳压）412; 其 中USB

充电和保护模块409跟可充 电电池410 电相连 ，并对可充 电电池充 电和过流过压

保护等 ；可充 电电池410供 电给 电源管理 电路 （升压/稳压）412 ，电源管理 电路

(升压/稳 压）412提 供稳定 的电压通过 电连接分别供 电给前置信号放大 电路402

、全频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405和低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406。优选 的所述

适配器或USB 充电和保护模块409 的电源输入接 口是DC Plug 插座 、Micro USB 接

口以及Mini USB 接 口中的一种或几种 的组合。

[36] 需要说 明的是 ，如 图1、 4所述 的全频发声单元为全频扬声器 101并 由螺丝固定

在箱体上盖 102, 其与线路板组装件上 的全频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405通过全

频扬声器连接线 113电连接 ，输 出全频高音 、中音和低音全频段音效 （完美输 出

高音和 中音 ，低音效果略显不足） ，如 图 1、 3所述 的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103固

定在辐射盆支架 104上 ，由全频扬声器 101、箱体上盖 102、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103、辐射盆支架 104和箱体 中盖 105通过螺丝 固定和胶水粘合形成一个密封 的被

动振膜共振结构腔体 ，箱体下盖 109幵有导气孔 108，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103和

箱体 中盖 105和下盖 109由扣位和螺丝 固定也形成带导气孔 的腔体 ，被动振膜低

音辐射盆 103在密封 的被动振膜共振结构腔体作用下通过上述带导气孔腔体 的导

气孔 108导 出震动气体从而输 出强劲 的低音 ，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103能很好地

弥补全频扬声器 101的低音不足部分。

[37] 进 一步 的，其 中的可充 电电池 106固定在线路板组装件 107之上 ，线路板组装件

由螺丝 固定在箱体下盖 109上。

[38] 需要说 明的是 ，如 图1、 4所述 的箱体下盖 109螺丝锁在箱体底盖 111之上 ，低音

共振扬声器 110由相应螺丝锁在箱体下盖 109的下方 ，箱体底盖 111的扣位支撑和

定位低音共振扬声器 110主体 ，所述 的低音共振扬声器 110由螺纹旋紧在低音共

振扬声器底座 112, 螺纹旋紧处点螺丝胶加 固，又于底座 112的底部装设有介质



接触膜 。低音 共振扬声器 110通过低音共振扬声器连接线 114与低音功 率放 大和

输 出电路406 相连 ，低音共振扬声器可将天然音频信号转化音频机械振动输 出给

与它接触 的发音介质 ，使与低音 共振扬声器接触 的介质 变成天然音响 ，输 出的

低音效果震撼有力 。

[39] 综 上所述 ，本 实用新型实施例一提 出的多媒体音响 ，具有如下优 点 ：

[40] 1、具有共振音 响极 具震撼力 的低频共振输 出的低音和超 重低音效果 ，也能具

有播放输 出高音 、中音和低音全频段音乐效果 的功 能。

[41] 2 、当低音共振扬声器脱离振动介质接触面时音响仍然能输 出全频段音 乐效 果

, 当低音共振扬声器脱离振动介质接触面时 ，低音 共振扬声器无法 发 出振动低

音 了 ，此时全频扬 声器仍然能发 出完美 的高音 、中音 、低音 ，低音效 果稍差 ，

同时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能产生浑厚饱满 的低音效 果 ，刚好弥补全频扬声器 的

低音不足 ，全频扬 声器和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同时工作 ，仍然能输 出全频段音

乐效果 。

[42] 实施例二 ：

[43] 本 实用新型实施例二提 出了一种 具有全频输 出及低音共振输 出功 能 的多媒体音

响 ，如 图 1及 图3所 示 ，其包括音源模块 401 、电池供 电和充 电保护模块 42、用于

控制全频音和低音信号输 出的全频音和低音调节单元40、用 于将全频音信 号 以

声音方式输 出的全频扬声器 (主动 式音频驱动器 )201 、用于将低音信号 以声音 方

式输 出的低音 共振扬声器 (主 动式音频驱动器 )208 、用 于将箱体震荡气流 以低音

方式输 出的两个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被动式音频驱动器 )203 等 6个 重要模块单元

。其 中，由全频扬 声器201 、低音共振扬声器208及 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203 构成

声音产生模块 41。该全频扬声器 201 、低音共振扬 声器 208均 与全频音和低音调

节单元 4 0 电连接。

[44] 本 发 明实施例 二 的整体剖面 图如 图2所 示 ，具体 的包括 ：全频扬声器201 、箱体

上盖202 、两个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203 、箱体 中盖204 、可充 电电池205 、线路

板组装件206 、箱体下盖207, 低 音共振扬声器208 、箱体底盖209 、低音共振扬

声器底座210 、全频扬声器连接线212 、低音共振扬 声器连接线213 。

[45] 结 合 图2及 图4所示 的全频音和低音调节单元 ，包括音源模块 401 , 音源模块 401



输出音频信号连接入给前置信号放大电路402, 进而前置信号放大电路402输 出

信号电相连分别接入全频音输入电路403和低音输入电路404，然后全频音输入

电路403输 出全频音给全频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405 ，低音输入电路404输 出低

音信号给低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406; 最后全频音功率放大和输出电路405输

出功率信号直接驱动全频扬声器 201 , 低音功率放大和输出电路406输 出功率信

号直接驱动低音共振扬声器210。

[46] 进一步的是 ，所述音源模块 401如 图4所示，其中包括：无线蓝牙音源、无线WiF

i音源、U盘/TF 卡音源、Aux i n接 口输入音源和其他类型的音源 ;进一步的，音源模

块的内置无线蓝牙收发模块能接收用户的蓝牙设备发送 的音频信号,音源模块 的

内置无线WiFi 收发模块能接收用户的WiFi 设备发送的音频信号；音源模块也能识

别和播放U盘/TF 卡等存储介质内的音频文件作为音源 ;音源模块的可 以通过相关

的Aux i n接 口输入音频信号 ; 也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其他特殊类型音源 ，优选的

所述音源模块 401的音频输入接 口是3.5mm音频母座、RCA 输入接 口以及USB 输

入 口的一种或几种 的组合。

[47] 进一步的是 ，所述如图4所示的全频音和低音调节单元，还包括适配器或USB 充

电和保护模块409、可充电电池410、电源管理电路 （升压/稳压）412; 其中USB

充电和保护模块409跟可充电电池410电相连 ，并对可充电电池充电和过流过压

保护等 ；可充电电池410供电给电源管理电路 （升压/稳压）412 ，电源管理电路

(升压/稳压）412提供稳定的电压通过 电连接分别供 电给前置信号放大电路402

、全频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405和低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406。优选的所述

适配器或USB 充电和保护模块409的电源输入接 口是DC Plug插座、Micro USB 接

口以及Mini USB接 口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48] 需要说明的是 ，结合图2及 图4所示 ，全频扬声器201由螺丝固定在箱体上盖202

, 其与线路板组装件上的全频音功率放大和输 出电路405通过全频扬声器连接线

212电连接 ，输出全频高音、中音和低音全频段音效 （完美输 出高音和中音 ，低

音效果略显不足） , 结合图2及 图3所示 ，两个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203均 固定于

箱体上盖202和箱体中盖204之间，由全频扬声器201、箱体上盖202、两个被动

振膜低音辐射盆203 、箱体中盖204通过螺丝固定和胶水粘合形成一个密封 的双



被动振膜共振结构腔体 ，两个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203 在密封 的被动振膜共振结

构腔体作用下输 出强劲 的低音 ，两个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203 能很好地弥补全频

扬声器 201 的低音不足。

[49] 进一步 的，其 中的可充电电池205 固定在线路板组装件206 之上 ，线路板组装件

由螺丝固定在箱体下盖 207 上。

[50] 需要说明的是 ，结合 图2及 图4所示 ，箱体下盖 207 通过螺丝锁在箱体底盖209 之

上 ，低音共振扬声器 208 由相应螺丝锁在箱体下盖 207 的下方 ，箱体底盖209 的扣

位支撑和定位低音共振扬声器 208 , 所述的低音共振扬声器 208 由螺纹旋紧在低

音共振扬声器底座 210 , 螺纹旋紧处点螺丝胶加固，又于底座 210 的底部装设有

介质接触膜。低音共振扬声器 208 通过低音共振扬声器连接线 213 与低音功率放

大和输 出电路 406 相连 ，低音共振扬声器可将天然音频信号转化音频机械振动输

出给与它接触 的发音介质 ，使与低音共振扬声器接触的介质变成天然音响 ，输

出的低音效果震撼有力。

[51] 综上所述 ，本新型实施例二提 出的多媒体音响 ，具有如下优点：

[52] 1、具有共振音响极具震撼力的低频共振输 出的低音和超重低音效果 ，也能具

有播放输 出高音、中音和低音全频段音乐效果 的功能；

[53] 2、当低音共振扬声器脱离振动介质接触面时音响仍然能输 出全频段音乐效果

, 当低音共振扬声器脱离振动介质接触面吋 ，低音共振扬声器无法发出振动低

音了，此时全频扬声器仍然能发出完美的高音 、中音、低音 ，低音效果稍差 ，

同时双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能产生浑厚饱满的低音效果 ，刚好弥补全频扬声器

的低音不足 ，全频扬声器和双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同时工作 ，仍然能输 出全频

段音乐效果。

[54] 本实用新型提 出的是一种集共振技术和全频技术整合的新型多媒体音响 ，本实

用新型提 出的多媒体音箱及系统不仅适合户外运动/晨练/爬 山/野餐聆听音乐 ，还

适合当做家庭用/笔记本电脑音箱/小孩子学习音箱/胎教音箱/老人晨练音箱等 ；

本实用新型不仅具有多种音频信号播放源 ，也具有完美 的髙 、中、低音全频段

音频外放效果 ，更具有极具震撼力的共振低音和重低音输 出效果。

[55]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新型多媒体音响 ，涵盖了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以及各种媒介



' 杂 志上所宣传和在售 的各种数码音箱、便携音箱、mini 音箱 、插卡音箱 、多功

能音箱 ，无线音箱等。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 的较佳实施例而 已，并不用 以限制本实用新型 ，凡在

本实用新型 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 同替换和改进等 ，均应包含

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 围之内。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具有全频输 出及低音共振输 出功能 的多媒体音响 ，其特征在

于 ，所述多媒体音响包括有 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一箱体上盖、一

箱体中盖、一箱体下盖、一箱体底盖及一低音共振扬声器底座 ，

所述箱体中盖与箱体下盖 固定连接 ，所述箱体下盖与箱体底盖 固

定连接 ，所述箱体上盖上设有一全频扬声器 ，所述箱体下盖上设

有一线路板组装件及一可充电电池 ，所述箱体底盖上设有一低音

共振扬声器 ，所述低音共振扬声器与低音共振扬声器底座 固定连

接 ，所述箱体 中盖上设有至少一个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 ，所述全

频扬声器、箱体上盖 、被动振膜低音辐射盆和箱体 中盖形成一个

密封的被动振膜共振结构腔体。

[权利要求 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多媒体音响 ，其特征在于 ，所述被动振膜低音

辐射盆 的数量是一个 ，其 固定于一辐射盆支架上 ，所述辐射盆支

架与箱体中盖固定连接。

[权利要求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媒体音响 ，其特征在于 ，所述被动振膜低音

辐射盆 、箱体 中盖和箱体下盖形成腔体 ，所述箱体下盖开有导气

孔。

[权利要求 4] 如权利要求 1所属的多媒体音响 ，其特征在于 ，所述被动振膜低音

辐射盆 的数量是两个 ，二者均 固定连接于箱体上盖与箱体 中盖之

间。

[权利要求 5] 如权利要求 1至4任一所述 的多媒体音响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充

电电池 固定于线路板组装件上 ，该线路板组装件通过螺丝而固定

于箱体下盖。

[权利要求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媒体音响 ，其特征在于 ，所述箱体下盖与箱

体底盖通过螺丝而固定连接 ，所述低音共振扬声器 固定于箱体底

盖 的扣位之上且与箱体下盖通过螺丝而 固定连接 ，所述低音共振

扬声器螺纹连接于低音共振扬声器底座且二者的螺纹旋紧处通过

螺丝胶加固。



[权利要求 7] 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媒体音响，其特征在于，所述线路板组装件

包括有：

一音源模块 ，其用于连接外部音源；

一全频音和低音调节单元，其连接于音源模块的输出端 ，用于将

全频音信号及低音信号处理后输出；

一声音产生模块 ，其包括全频扬声器和低音共振扬声器且二者分

别连接于全频音和低音调节单元的输出端，二者分别用于将全频

音信号和低音信号以声音方式输出，该声音产生模块还包括被动

振膜低音辐射盆，其用于将震荡气流以低音方式输出；

一电池供电和充电保护模块 ，其用于为全频音和低音调节单元以

及音源模块供电。

[权利要求 8] 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多媒体音响，其特征在于，所述全频音和低音

调节单元包括一前置信号放大电路、一全频音输入电路、一低音

输入电路、一全频音功率放大和输出电路以及一低音功率放大和

输 出电路，所述音源模块输出的音频信号经过前置信号放大电路

而分别输送至全频音输入电路和低音输入电路，所述全频音输入

电路输 出的全频音信号经过全频音功率放大和输出电路而输送至

全频扬声器，所述低音输入电路输出的低音信号经过低音功率放

大和输 出电路而输送至低音共振扬声器。

[权利要求 9] 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多媒体音响，其特征在于，所述全频音和低音

调节单元还包括依次连接的一适配器或USB充电和保护模块、一

可充电电池以及一电源管理电路 ，所述电源管理电路用于为前置

信号放大电路、全频音功率放大和输出电路 以及低音功率放大和

输 出电路提供稳定的电压，所述适配器或USB充电和保护模块用

于对可充电电池充电以及实现过流过压保护 ，该适配器或USB充

电和保护模块的电源输入接 口是DC Plug插座、Micro USB接 口以

及Mini USB接 口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权利要求 10] 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多媒体音响，其特征在于，所述音源模块包括



有：

一无线蓝牙音源，其用于接收用户的蓝牙设备所发出的音频信号

一无线WiFi音源, 其用于接收用户的WiFi设备所发出的音频信号;

一U盘 F卡音源, 其用于识别和读取U盘或TF卡所存储的音频文

件而转换为音频信号；

一Aux in音源，其用于接收源于外部设备的音频信号；

所述音源模块的音频输入接口是3.5mm音频母座、RCA输入接口

以及USB输入口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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