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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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030836.7

(22)申请日 2015.12.3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68197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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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峰磊　郭晓冬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鸿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327

代理人 袁文婷　陈英俊

(51)Int.Cl.

H04R 9/06(2006.01)

H04R 9/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385601 U,2016.07.13,

CN 101841760 A,2010.09.22,

CN 104602176 A,2015.05.06,

US 2009274337 A1,2009.11.05,

CN 204518065 U,2015.07.29,

CN 204244468 U,2015.04.01,

US 2004197006 A1,2004.10.07,

审查员 丁丽萍

 

(54)发明名称

扬声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扬声器，包括壳体以及收容

在壳体形成的空腔内的振动系统，振动系统包括

振膜以及固定在振膜一侧的音圈，音圈包括基底

层以及在基底层上沉积而成的导电层，音圈一体

弯卷成型，振膜与音圈固定连接的一侧沉积有与

音圈的导电层电连接的引出引线，引出引线与结

合于壳体上的电连接件导通。利用上述发明，音

圈自身无需引线，可避免引线状态对产品性能的

影响，还可以任意调节音圈绕线部分在磁间隙内

的位置，提高磁场利用率及成品的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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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扬声器，包括壳体以及收容在所述壳体形成的空腔内的振动系统；其中，所述振

动系统包括振膜以及固定在所述振膜一侧的音圈；其特征在于，

所述音圈包括基底层以及在所述基底层上沉积而成的导电层，所述导电层用于形成音

圈线；

所述音圈由音圈料带一体弯卷成型，所述音圈料带的两端通过连料位连接，所述音圈

由一根音圈线排布而成；

所述振膜与所述音圈固定连接的一侧沉积有与所述音圈的导电层电连接的引出引线，

在所述音圈对应所述引出引线的位置设置有信号接口，在所述信号接口处将所述引出引线

与所述音圈的导电层连接导通；

所述引出引线与结合于所述壳体上的电连接件导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音圈的导电层在所述基底层上通过激光直写或者磁控溅射或者刻蚀或者光化学

沉积工艺成型。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扬声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电层通过激光直写而成，与所述音圈固定的振膜上的引出引线也通过激光直写

而成。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扬声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音圈的基底层上光化学沉积有导电粉/液，所述导电粉/液在所述基底层上形成密

排的导线，作为所述音圈的导电层。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扬声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基底层为PI层、PEEK层、PAI层或者PU层。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扬声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导电粉为金属粉、非金属粉或者金属氧化物中的一种或任意种的组合；其中，

所述金属粉包括银粉、金粉、或者铜粉，所述非金属粉包括石墨或者碳黑，所述金属氧

化物包括氧化锌或者氧化锡。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引出引线为沉积在所述振膜固定所述音圈的一侧的两条对称分布的宽带引线。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振膜的边缘固定于所述壳体上；

所述电连接件为弹片；

所述弹片位于所述壳体的对应所述引出引线的边缘的位置，与所述引出引线直接接触

导通。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扬声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收容在所述壳体内的磁路系统；其

中，

所述磁路系统包括与所述壳体固定连接的导磁轭、设置在所述导磁轭中心位置的磁

铁，以及设置在所述磁铁远离所述导磁轭一侧的华司。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扬声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磁铁和华司与所述导磁轭的侧壁之间形成磁间隙，所述音圈悬设在所述磁间隙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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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声电技术领域，更为具体地，涉及一种扬声器。

背景技术

[0002] 扬声器作为将电能转变为声能的常用电声换能器件，其在声放系统中起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扬声器在声放系统中是一个最薄弱的器件，而对于声放效果而言，它又是一个最

重要的部件。扬声器的种类繁多，音频电能通过电磁，压电或静电效应，使振膜振动并与周

围的空气产生共振而发出声音。因此，正是有了扬声器的出现，人们才得以听到美妙声音。

[0003] 目前，扬声器主要由振动系统、磁路系统和辅助系统三部分组成。其中，振动系统

包括振膜、音圈等。当处于磁场中的音圈有音频电流流过时，会受到一个交变推动力产生交

变运动，从而带动振膜震动，进而反复推动空气而发声。

[0004] 由上述内容可知，音圈的状态在扬声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影响扬声器性

能及成品率的核心因素。现有的音圈主要是采用音圈绕制技术利用漆包线层叠绕制成型。

该技术存在以下缺陷：

[0005] 1、音圈表面的平整度及垂直度难以保持；

[0006] 2、音圈的引出线的形态难以控制；

[0007] 3、受制于现有的绕线方法，音圈的高度及其在磁间隙中的位置不易控制；

[0008] 4、绕制而成的音圈的排列状态不稳定等。

[0009] 可知，使用传统的音圈绕制技术无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完全避免，成为影响扬声器

产品性能、可靠性、成品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发明内容

[0010] 鉴于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扬声器，通过在基底层上沉积导线的方

式弯卷成型音圈，并配合振膜上的引出引线以解决传统的绕制线圈所存在的产品性能不稳

定、可靠性低、成本率低等问题。

[0011] 根据本发明提供一种扬声器，包括壳体以及收容在壳体形成的空腔内的振动系

统；其中，振动系统包括振膜以及固定在振膜一侧的音圈；其中，音圈包括基底层以及在基

底层上沉积而成的导电层；音圈一体弯卷成型；振膜与音圈固定连接的一侧沉积有与音圈

的导电层电连接的引出引线；引出引线与结合于壳体上的电连接件导通。

[0012] 此外，优选的改进是，音圈的导电层在基底层上通过激光直写或者磁控溅射或者

刻蚀或者光化学沉积工艺成型。

[0013] 此外，优选的改进是，导电层激光直写而成；与音圈固定的振膜上的引出引线也通

过激光直写而成。

[0014] 此外，优选的改进是，音圈的基底层上光化学沉积有导电粉/液；导电粉/液在基底

层上形成密排的导线，弯卷形成音圈。

[0015] 此外，优选的改进是，基底层为PI层、PEEK层、PAI层或者PU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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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此外，优选的改进是，导电粉为金属粉、非金属粉或者金属氧化物中的一种或任意

种的组合；其中，金属粉包括银粉、金粉、或者铜粉，非金属粉包括石墨或者碳黑，金属氧化

物包括氧化锌或者氧化锡。

[0017] 此外，优选的改进是，引出引线为沉积在振膜固定音圈的一侧的两条对称分布的

宽带引线；并且，在音圈对应引出引线的位置设置有信号接口，在信号接口处将引出引线与

音圈的导电层连接导通。

[0018] 此外，优选的改进是，振膜的边缘固定于壳体上；电连接件为弹片；弹片位于壳体

的对应引出引线的边缘的位置，与引出引线直接接触导通。

[0019] 此外，优选的改进是，还包括收容在壳体内的磁路系统；其中，磁路系统包括与壳

体固定连接的导磁轭、设置在导磁轭中心位置的磁铁，以及设置在磁铁远离导磁轭一侧的

华司。

[0020] 此外，优选的改进是，磁铁和华司与导磁轭的侧壁之间形成磁间隙，音圈悬设在磁

间隙中。

[0021] 利用上述根据本发明的扬声器，通过在基底层上沉积导线的方式弯卷成型音圈，

并且，通过在振膜与音圈固定连接的一侧沉积引出引线与壳体上的电连接件导通，由此可

在音圈不设引线的情况下同样实现音圈与外部电路的导通，并且可使音圈的垂直度和表面

的平整度得以保持，避免引线状态对产品性能的影响；此外，可以调节音圈绕线部分在磁间

隙中的位置，在减小音圈本身重量的前提下，最大程度提高磁场利用率；再者，在这种结构

中，振膜与音圈的粘结方式的选择余地更大，可用双面胶进行粘结，从而极大程度的提升成

品率。

[0022] 为了实现上述以及相关目的，本发明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包括后面将详细说明并在

权利要求中特别指出的特征。下面的说明以及附图详细说明了本发明的某些示例性方面。

然而，这些方面指示的仅仅是可使用本发明的原理的各种方式中的一些方式。此外，本发明

旨在包括所有这些方面以及它们的等同物。

附图说明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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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图1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扬声器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1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振膜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2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振膜仰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1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音圈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2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音圈结构的俯视图；

[0029] 图3-3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音圈结构的仰视图；

[0030] 图3-4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音圈侧视图；

[0031] 图4-1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音圈料带结构示意图一；

[0032] 图4-2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音圈料带结构示意图二。

[0033] 其中的附图标记包括：壳体1、音圈2、连料位21、信号接口22、音圈料带23、振膜3、

引出引线31、华司4、磁铁5、导磁轭6、弹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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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在所有附图中相同的标号指示相似或相应的特征或功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在下面的描述中，出于说明的目的，为了提供对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全面理解，阐

述了许多具体细节。然而，很明显，也可以在没有这些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实现这些实施例。

在其它例子中，为了便于描述一个或多个实施例，公知的结构和设备以方框图的形式示出。

[0036] 针对上述传统的音圈绕制技术存在的音圈状态不易保持、音圈的引出线形态难以

控制、状态不稳定等各种问题，本发明通过在音圈的基底层上沉积导电银线的方式弯卷成

型音圈，例如，采用激光直写技术，在基底层上光化学沉积导电材料形成音圈料带，然后通

过对音圈料带进行弯卷形成音圈，不仅能够确保音圈的结构和状态稳定，还能够任意调节

音圈在磁间隙中的位置，提高磁场利用率，从而使产品具有稳定的性能以及较高的成品率。

[0037] 为详细描述本发明实施例的扬声器结构，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

进行详细描述。

[0038] 具体地，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扬声器剖面结构。

[0039]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的扬声器，包括壳体1以及收容在壳体1形成的空腔内的

振动系统；其中，振动系统包括振膜3以及固定在振膜3一侧的音圈2，音圈2包括基底层以及

在基底层上沉积而成的导电层，音圈2一体弯卷成型，在振膜3固定有音圈2的一侧沉积设有

引出引线31，该引出引线可与音圈2(具体是音圈2中的导电层)导通，同时可直接与壳体上

的电连接件电性连接，进而实现音圈2与外部电路的导通。

[0040] 具体地，本发明的音圈，可采用激光直写、磁控溅射、光化学沉积的方法成型，当

然，并不限于上述三种方式，还可以采用3D雕刻或者刻蚀等类似技术成型，上述几种方式可

视为是一种在3D结构上直接成型音圈导线的工艺。

[0041] 在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音圈2采用激光直写技术成型，相应的，振膜3上

的引出引线31也可采用激光直写技术成型。具体的，音圈2由基底层以及光化学沉积在基底

层上的导电粉/液组成。其中，基于激光直写技术，利用强度可变的激光束对基底层表面的

抗蚀材料实施变剂量曝光，显影后在抗蚀层表面形成所要求的浮雕轮廓，然后通过光化学

沉积导电粉/液在基底层上形成密排的音圈线，这里的音圈线(导线)即为本技术方案中的

导电层；进一步地，将经过激光直写技术处理的音圈料带通过弯卷工艺形成具有一定形状

的音圈2。其中，导电层的导线需要经过良好的设计，即必须要保证音圈2仅通过一根音圈线

排布而成，确保进入音圈2的电流信号的贯通性。

[0042]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实施例中，基底层可以为PI(聚酰亚胺)层、PEEK(聚醚醚酮)

层、PAI(聚酰胺-酰亚胺)层、PU(聚氨酯)层或者等同的轻质材料层均可；导电粉可以为金属

粉、非金属粉或者金属氧化物中的一种或任意几种的组合；其中，金属粉可以是银粉，当然，

也可以选用金粉、铜粉、镍粉、锌铝等同等材料替代，非金属粉可以是石墨、碳黑等，金属氧

化物包括氧化锌、氧化锡等。上述材料仅是为了说明该方案所作出的示例，并不用于限定该

方案，具体实施时，可根据材料的特性及实际需求灵活选取。

[0043] 此外，为平衡振膜3的振动，激光直写在振膜3的贴设有音圈2一侧的引出引线31可

以设置为两条对称分布的宽带引线。具体地，图2-1和图2-2分别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的振膜仰视结构和俯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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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结合图1、图2-1、图2-2、图3-1和图3-2共同所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的振膜3的背

面(对应仰视图)激光直写出两条引出引线31，在音圈2的对应该引出引线31的位置设有信

号接口22，为了实现外部电流信号能够有效传递至音圈2中，实施时，可在信号接口22处将

音圈2的导线与引出引线31进行连接导通；另一方面，由于振膜3的边缘往往结合于壳体1

上，壳体1上结合有电连接件，本实施方式中，电连接件为弹片7，弹片7可设置于壳体1的与

引出引线31的边缘相对应的位置，这样，当振膜3与壳体1固定时，引出引线31可与弹片7直

接接触，实现电性连接，弹片7同时又连通外部电路。综上，在这种结构设计中，扬声器内外

部电路的导通路径为：外部电路----弹片7----振膜3的引出引线31----音圈2的导线，当外

部的电流信号导入音圈2，处于磁场中的音圈2会受到一个交变推动力产生交变运动，带动

振膜3振动，进而推动空气发声。

[0045] 图4-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音圈料带正面结构，图4-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

施例的音圈料带背面结构。

[0046] 如图4-1和图4-2共同所示，音圈料带23为条状结构，在音圈料带23上设置有密排

的由导电粉或者导电液沉积形成的音圈线。通过弯卷工艺，音圈料带23的两端作为连料位

21，需要进行连料处理，以实现信号的贯通，这样，即可形成具有一定形状的音圈2，音圈2的

具体弯卷形状可以根据产品的结构和要求自行设置。

[0047]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扬声器，音圈2的成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48] 第一，通过激光直写等技术在基底层上沉积密排的导线，形成音圈料带23；

[0049] 第二，将音圈料带23弯卷，成型音圈2；

[0050] 第三，音圈料带23的两端作为连料位21，进行连料处理，实现音圈2内部信号的贯

通；

[0051] 第四，在音圈2对应引出引线31的位置设置信号接口22，用于与引出引线31的导

通。

[0052] 此外，结合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的扬声器还包括收容在壳体1内的磁路系统；其

中，磁路系统包括与壳体1固定连接的导磁轭6、设置在导磁轭6中心位置的磁铁5，以及设置

在磁铁5远离导磁轭6一侧的华司4。磁铁5和华司4与导磁轭6的侧壁之间形成磁间隙，音圈2

悬设在磁间隙中。

[0053] 在本发明的另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在振膜背面(即贴设音圈的一面)的音圈引线通

过磁控溅射形成，该音圈引线通过在振膜的背面磁控溅射导电材料形成，用于与扬声器内

部的导电元器件(音圈)以及弹片等电连接，将外部电路与音圈导通。需要说明的是，为平衡

振膜的振动，在本发明中音圈引线可以溅射为振膜背面对称设置的条状结构或者宽带结

构。

[0054] 在本发明的另一具体实施方式中，振膜的形状也可以为椭圆形或跑道形的结构，

并不局限于本实施方式示出的矩形振膜。

[0055] 此外，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扬声器的导磁轭可以采用高导磁的材料制作而成，使

用过程中通过涂胶或固定柱固定在壳体上，可以起到散热的作用，避免磁路系统工作时温

度过高，保证扬声器的声学性能。

[0056] 在本发明的另一具体实施方式中，振动系统包括补强部、振膜和音圈；磁路系统包

括中心华司、边华司、中心磁铁、边磁铁和导磁轭；其中，振膜包括与壳体固定的固定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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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部一体设置的凹/凸结构的折环部，以及位于折环部内的平面部；补强部设置在振膜平

面部的位置，用于调节扬声器产品的声学性能，要求刚性大，重量轻。

[0057] 音圈为带动振膜振动的部件，通过激光直写等方式成型导线，在振膜设置有音圈

的一侧采用类似方式形成相应的引出引线；弹片作为信号输出端子与音圈引线焊接，将外

部电路与音圈引线电连接。其中，边磁铁围绕中心磁铁设置，在中心磁铁和边磁铁远离导磁

轭的一侧分别设置有形状对应的中心华司和边华司。

[0058] 此外，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扬声器，壳体可以包括前盖以及与前盖相适配的外壳，

在前盖上设置有出声孔，在前盖对应出声孔的位置贴设有阻尼网，阻尼网能够在阻止空气

中的小颗粒污染物进入扬声器内部的同时，避免气流对振膜的直接冲击，确保扬声器在使

用过程中的音质及其声学性能。但是，本技术方案中的壳体1实际上是指与前盖相互配合的

外壳。

[0059] 利用上述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扬声器，具有以下优点：

[0060] 1、音圈可保持较好的正直状态，音圈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均可得到保证；

[0061] 2、在振膜上直接形成音圈引线，无需额外的音圈引出线，避免音圈引出线的状态

对产品性能造成影响；

[0062] 3、能够任意调节音圈绕线部分在磁间隙中的位置，可在减小音圈重量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提高磁场的利用率；

[0063] 4、音圈与振膜的粘接方式具有更多的选择空间，甚至可以采用双面胶进行粘接，

降低产品组装工序及成本；

[0064] 3、产品的性能稳定、合格率高。

[0065] 如上参照附图以示例的方式描述根据本发明的扬声器。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

当理解，对于上述本发明所提出的扬声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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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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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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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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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图4-1

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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