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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组件以及电子设备

(57)摘要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扬声器组件，包括扬

声器、箱体和连接件，所述箱体内设置有容纳槽，

所述扬声器设置于所述容纳槽内，所述连接件与

所述箱体分开成型，且所述连接件连接于所述箱

体的外表面。本申请实施例通过将连接件与箱体

分开成型，在装配扬声器组件时，可以根据需要

将连接件连接在箱体的任意位置，相比于直接将

连接件与箱体一体成型，可以提高扬声器组件的

装配灵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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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扬声器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扬声器、箱体和连接件，所述箱体内设置有容纳

槽，所述扬声器设置于所述容纳槽内，所述连接件与所述箱体分开成型，且所述连接件装配

于所述箱体的外表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包括上盖和下壳，所述下

壳设置有所述容纳槽，所述上盖盖设在所述下壳上以封堵住所述容纳槽，所述连接件设置

在所述下壳的周缘外表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扬声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壳包括底壁和多个侧壁，所

述多个侧壁围设在所述底壁周缘以形成所述容纳槽，至少一个所述侧壁设置有至少一个所

述连接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扬声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侧壁包括依次连接的第一侧

壁、第二侧壁、第三侧壁和第四侧壁，所述第一侧壁与所述第三侧壁相对设置，所述第二侧

壁与所述第四侧壁相对设置，所述第一侧壁设置有两个所述连接件，所述第三侧壁设置有

一个所述连接件。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扬声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为金属且所述

箱体的厚度大于或等于0.1mm且小于或等于0.25mm。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扬声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为SUS430不锈钢或软铁，

以实现对扬声器的磁屏蔽。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扬声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扬声器组件还包括塑胶件，所

述塑胶件设置于所述容纳槽内且与所述箱体连接，所述扬声器设置在所述塑胶件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扬声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塑胶件包括塑胶管和密封部，

所述箱体的侧壁设置有缺口，所述塑胶管设置于所述缺口内且与外界连通，所述密封部围

设在所述箱体的内表面周缘，且与所述塑胶管连接，所述塑胶管用于与外界共同形成所述

扬声器的前腔，所述箱体用于形成所述扬声器的后腔。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扬声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扬声器组件还包括柔性电路

板，所述柔性电路板与所述扬声器电连接，所述柔性电路板的一部分位于所述箱体之外。

10.一种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壳体，设置有出音通道；

扬声器组件，为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所述扬声器组件，所述扬声器设置在所述壳体内

且通过所述连接件与所述壳体连接，所述箱体与所述出音通道连通，以使得所述扬声器所

发出的声音信号可通过所述出音通道传输至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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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组件以及电子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电子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扬声器组件以及电子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电子设备，如智能手机中，通常配备有扬声器，用于作为电子设备的声音外

放设备。随着电子设备的轻薄化发展，电子设备内部的器件堆叠空间越来越小，如何在小的

空间内提高扬声器的装配灵活度是扬声器设计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扬声器组件以及电子设备，可以提高扬声器组件在电子设

备中的装配自由度。

[0004]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扬声器组件，包括扬声器、箱体和连接件，所述箱体内设置

有容纳槽，所述扬声器设置于所述容纳槽内，所述连接件与所述箱体分开成型，且所述连接

件连接于所述箱体的外表面。

[0005] 本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电子设备，包括：

[0006] 壳体，设置有出音通道；

[0007] 扬声器组件，设置在所述壳体内且通过所述连接件与所述壳体连接，所述箱体与

所述出音通道连通，以使得所述扬声器所发出的声音信号可通过所述出音通道传输至外

界。

[0008] 本申请实施例通过将连接件与箱体分开成型，在装配扬声器组件时，可以根据需

要将连接件连接在箱体的任意位置，相比于直接将连接件与箱体一体成型，可以提高扬声

器组件的装配灵活度。

附图说明

[000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申请的一些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

图。

[0010]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电子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图1所示电子设备中壳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图1所示电子设备中扬声器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图3所示扬声器组件中箱体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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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15] 请参阅图1，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电子设备的结构示意图。电子设备20可以

为计算设备诸如膝上型计算机、包含嵌入式计算机的计算机监视器、平板电脑、蜂窝电话、

媒体播放器、或其他手持式或便携式电子设备、较小的设备(诸如腕表设备、挂式设备、耳机

或听筒设备、被嵌入在眼镜中的设备或者佩戴在用户的头部上的其他设备，或其他可佩戴

式或微型设备)、电视机、不包含嵌入式计算机的计算机显示器、游戏设备、导航设备、嵌入

式系统(诸如其中具有显示器的电子设备被安装在信息亭或汽车中的系统)、实现这些设备

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设备的功能的设备、或其他电子设备。在图1的示例性配置中，电子设

备20是便携式设备，诸如蜂窝电话、媒体播放器、平板电脑、或者其他便携式计算设备。如果

需要，其他配置可用于电子设备20。图1的示例仅是示例性的。

[0016] 电子设备20可以包括壳体200、电路板400和扬声器组件600，电路板400和扬声器

组件600均安装于壳体200内，扬声器组件600与电路板400电性连接。

[0017] 其中，壳体200用于形成电子设备10的外部轮廓，壳体200可以为规则形状，诸如长

方体结构、圆角矩形结构，壳体200也可以为不规则形状。壳体200可由塑料、玻璃、陶瓷、纤

维复合材料、金属(例如，不锈钢、铝等)、其他合适的材料、或这些材料的任意两种或多种的

组合形成。壳体200可一体形成诸如壳体200可以被加工或模制成单一结构，或者可使用多

个结构(例如，内框架结构形成外部外壳表面的一种或多种结构等)组合形成。

[0018] 如图2所示，图2为图1所示电子设备中壳体的结构示意图。壳体200可包括基板诸

如基板220，基板220可以作为电子设备20的载体。例如，基板220可承载电子设备20的电路

板400、扬声器组件600以及摄像头等器件。在一些实施例中，基板220可包括内表面和外表

面，基板220的内表面和基板220的外表面可相背设置。其中基板220的内表面可为安装电子

设备20各器件的一面，其中基板220的外表面可位于电子设备20的外部。比如基板220的外

表面为用户可见的一面，基板220的内表面为用户不可见的一面。

[0019] 壳体200可包括边框240，边框240可设置在基板220的内表面，且边框240围绕基板

220的周缘设置。边框240围绕在基板220的周缘，可在基板220上形成收纳空间，以收纳电子

设备20的器件。在一些实施例中，边框240与基板220可一体成型，诸如通过注塑的方式成

型。边框240设置有出音通道242，出音通道242可以设置于边框240的底边，出音通道242贯

穿壳体200的内部和壳体200的外部，将壳体200和壳体200外部连通。

[0020] 如图3和图4所示，图3为图1所示电子设备中扬声器组件的结构示意图，图4为图3

所示扬声器组件中箱体的爆炸结构示意图。扬声器组件600可以包括扬声器610、箱体620和

连接件630，箱体620设置有容纳槽622，扬声器610容置在容纳槽622内，连接件630与箱体

620分开成型，并装配在箱体620的外表面，比如可以通过粘接或焊接的方式将连接件630安

装至箱体620的外表面。需要说明是，本申请实施例的连接件630与箱体620的装配方式并不

限于此，比如连接件630可以采用螺钉紧固、铆钉紧固的方式装配至箱体620的外表面。

[0021] 相关技术中，通常是直接在箱体的外部一体成型出连接结构，再将具有连接结构

的箱体安装到电子设备上，因此通常需要在电子设备中预留出箱体和连接结构的安装空

间，其安装自由度有限。而本申请实施例的连接件630和箱体620分开成型，可以根据壳体

200的内部空间将连接件630安装在箱体620中的任意位置，从而提高扬声器组件600在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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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中的安装自由度。

[0022] 如图4所示，箱体620可以包括上盖624和下壳626，下壳626设置有容纳槽622，上盖

624盖设在下壳626上以封堵住容纳槽622。其中，下壳626可以为规则形状，比如下壳626可

以为长方体结构，下壳626可以包括底壁6262和四个侧壁6264，四个侧壁6264围设在底壁

6262的周缘以形成上述容纳槽622。四个侧壁6264分别为第一侧壁6264a、第二侧壁6264b、

第三侧壁6264c和第四侧壁6264d，第一侧壁6264a与第三侧壁6264c相对设置，第二侧壁

6264b与第四侧壁6264d相对设置。连接件630的个数可以为一个或多个，比如连接件630的

个数可以为一个，一个连接件630可以设置在其中一个侧壁6264上，比如可以设置在第一侧

壁6264a或者第二侧壁6264b上。

[0023] 为了提高扬声器组件600与壳体200的装配牢固性，连接件630的个数可以设置为

多个，多个连接件630可以设置在不同的侧壁6264上，比如连接件630的个数可以为两个，一

个连接件630可以设置在第一侧壁6264a上，另一个连接件630可以设置在第三侧壁6264c

上。再比如连接件630的个数可以为三个，其中两个连接件630可以设置在第一侧壁6264a

上，另外一个连接件630可以设置在第三侧壁6264c上。再比如连接件630的个数也可以为四

个，一个连接件630设置在一个侧壁6264上。

[0024] 需要说明的是，下壳626的结构并不限于此，比如下壳626也可以为其他规则形状

的立方体结构，比如圆柱体结构、正方体结构等，当然下壳626也可以为不规则形状的立方

体结构。

[0025] 上盖624可以为板状的结构，可以采用激光焊接的形式将上盖624与下壳626的侧

壁626焊接在一起，以将下壳626的容纳槽622封堵住，使得扬声器610封装在容纳槽622内。

[0026] 本申请实施例的箱体620可以采用金属材料制成，比如箱体620可以采用不锈钢材

料或软铁材料制成。例如，可以采用在金属材料进行冲压成型出箱体620，采用此种成型方

式可以提高箱体620的厚度一致性，而且相比于采用塑胶材料，本申请实施例采用金属材料

成型出箱体620可以将箱体620的整体厚度控制在0.1mm至0.25mm之间(或者说可以使得箱

体620的厚度大于或等于0.1mm且小于或等于0.25mm)，使得在保证扬声器610的容纳槽体积

不变的情况下减小箱体620的整体尺寸。

[0027] 其中，金属材料可以为具有导磁作用的材料，如SUS430不锈钢、软铁等材料实现扬

声器610磁屏蔽，减小扬声器610磁场对外部器件如摄像头、天线等影响。本申请实施例的箱

体620还可以选用SUS301、SUS304等不锈钢材料制成，可以增加箱体620的强度。

[0028] 请继续参阅图3和图4，扬声器组件600还可以包括塑胶件640，塑胶件640设置于容

纳槽622内且与箱体620连接在一起，比如采用胶水粘接的方式将塑胶件640和下壳626粘接

在一起，扬声器610可以设置在塑胶件640上。比如，第二侧壁6264b设置有缺口628。塑胶件

640可以包括塑胶管642和密封部644，塑胶管642可以在缺口628内以封堵缺口628。塑胶管

642与外界连通，塑胶管644可以与外界共同形成扬声器610的前腔，箱体620可以形成扬声

器610的后腔，后腔可以为扬声器610提供谐振腔，实现扬声器610后腔收音功能，塑胶管642

可以形成扬声器610的前腔管道连接于壳体200的出音通道242，并通过出音通道242与外部

空气连接，实现扬声器610的声音信号传输。

[0029] 密封部644围设在箱体620的内表面周缘，比如密封部644可以包括第一部分、第二

部分和第三部分，第一部分设置在第一侧壁6264a的内表面，第一部分的一端与塑胶管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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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端连接，第一部分的另一端与第二部分的一端连接，第二部分设置在第四侧壁6264d的

内表面，第二部分的另一端与第三部分连接，第三部分设置于第三侧壁6264c的内表面，第

三部分与塑胶管644的另一端连接，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塑胶管围设形成一个

空腔，扬声器610设置在空腔内。

[0030] 请继续参阅图3和图4，扬声器组件600还可以包括柔性电路板650，柔性电路板650

均与扬声器610和电路板400电性连接，以实现扬声器610与电路板400的电性连接。比如柔

性电路板650的一部分设置于容纳槽622内，并与扬声器610电连接，柔性电路板650的另一

部分设置于容纳槽622外或者说箱体620之外，柔性电路板650的另一部分与电路板400电连

接，以实现扬声器610和电路板400的电性连接，实现电声转换。

[0031] 以上对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扬声器组件以及电子设备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

用了具体个例对本申请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

解本申请。同时，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依据本申请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

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申请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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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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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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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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