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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立体声设备领域，公开了一 

种可穿戴式立体声设备，右边壳体、中置壳体和 

左边壳体，其中，所述中置壳体两边通过调节滑 

条(3)分别与所述右边壳体、所述左边壳体连接。 

本实用新型支持5 . Q环绕立体声音；可在享受音 

乐的同时提供按摩保健功能;开放式噪音控制减 

少了外界噪声干扰;并能够与其他先进的应用科 

技如VR(虚拟实景)、AR(扩増实景)、MR(混合实 

景)、及Electronic Sports(电子竞技)>Smart 
Motorbike(智能电单车)、Smart Bike(智能自行 

车/单车)等设备配合连接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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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可穿戴式立体声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右边壳体、中置壳体和左边壳体，其 

中，所述中置壳体两边通过调节滑条(3)分别与所述右边壳体、所述左边壳体连接；

所述中置壳体包括调节位面壳体⑴、调节位底部壳体(2)、中置扬声器⑻；

所述右边壳体包括右前面壳体⑷、右前底壳体⑸、右侧扬声器⑼、第一PCB板(16);
所述左边壳体包括左前面壳体(6)、左前底壳体⑺、左侧扬声器(10)、第二PCB板(27) 

和锂电池(26);
所述第一PCB板(16)设于所述右前面壳体(4)和所述右前底壳体(5)之间，所述第一PCB 

板(16)上设有耳机插孔(19)、无线通信芯片(20)、充电接口(24)。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穿戴式立体声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置扬声器⑻由中置喇叭网及中置喇叭(13)组成，所述调节位面壳体(1)和所述 

调节位底部壳体⑵之间设有中置振动马达(14)和中置喇叭(13)，所述中置壳体左右两边 

设有所述调节滑条(3)，所述调节滑条(3)端部设有活动滑块(15);
所述右前面壳体(4)上设有右侧控制按键(11)和LED灯及灯罩(25)，所述右侧扬声器 

(9)由右中置喇叭(17)、右前置喇叭(22)和右前置喇叭振动膜(21)组成，所述右前置喇叭振 

动膜(21)贴于所述右前置喇叭(22)表面，所述右中置喇叭(17)旁设有右中置振动马达 

(18)，所述右前置喇叭(22)旁设有右前置振动马达(23);
所述锂电池(26)和所述第二PCB板(27)设于所述左前面壳体⑹和所述左前底壳体(7) 

之间，所述第二PCB板(27)上设有麦克风(28)、音频解码芯片(34)、微处理器(35)，所述左前 

面壳体⑹上设有左侧控制按键(12)，所述左侧扬声器(10)由左中置喇叭(30)、左前置喇叭 

(32)和左前置喇叭振动膜(33)组成，所述左前置喇叭振动膜(33)贴于所述左前置喇叭(32) 
表面，所述左前置喇叭(32)旁设有左前置振动马达(31)，所述左中置喇叭(30)旁设有左中 

置振动马达(29)。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穿戴式立体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音频解码芯片(34)分 

别与所述中置喇叭(13)、右中置喇叭(17)、耳机插孔(19)、右前置喇叭(22)、左中置喇叭 

(30)、左前置喇叭(32)、微处理器(35)连接;所述微处理器(35)分别与所述右侧控制按键 

(11)、左侧控制按键(12)、中置振动马达(14)、右中置振动马达(18)、无线通信芯片(20)、右 

前置振动马达(23)、麦克风(28)、左中置振动马达(29)、左前置振动马达(31)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穿戴式立体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麦克风(28)用于接收 

外界噪音;所述微处理器(35)用于产生与外界噪音相位相反的反相噪声，并将所述反相噪 

声叠加到中置扬声器⑻、右侧扬声器⑼、左侧扬声器(10)的输出中。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穿戴式立体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麦克风(28)具备前置 

低通滤波器，所述前置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200Hz，用于滤出频率在200Hz以上的声音。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穿戴式立体声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通信芯片(20)包 

括蓝牙芯片、近距离无线传输芯片、Wi-Fi芯片、红外线芯片中的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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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穿戴式立体声设备

技术领域

[0001]本实用新型涉及立体声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穿戴式立体声设备。

背景技术

[0002]本可穿戴环回立体声系统设备设计是将用户之前只能在固定而足够大的地方以 

及对应匹配的音响设备才能享受的环回立体声效果变为具有开放式噪音及震动控制的可 

穿戴移动型的随身环回立体声系统，满足用户享受优质影音娱乐的同时也不会如传统室内 

的环回立体声系统般那样产生如用户必须安坐着一个固定且默认的位置上才能够获得效 

果、音量不够大则没法达到可以满足的享受效果、音量大了又对隔壁房间，邻里及他人构成 

不便以及噪音等等问题。现有技术中，出现了个人可穿戴式音响，耳机等产品，但是现有技 

术中的个人可穿戴式音响，耳机等至少存在如下技术问题：

[0003] 1、没有满足高质量音效，特别是5.0环绕系统甚至是4.0的需求；

[0004] 2、外放及通话功能对周围环境及人的影响大；

[0005] 3、能耗大、播放时间短；

[0006] 4、人对音场的感知与体验不明显。

实用新型内容

[0007]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穿戴式立体声设备，解决现有技术中个人可穿戴式音响， 

耳机等不能提供高质量音效、对周围环境及人的影响大、能耗大、播放时间短的技术问题。 

[0008]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9] —种可穿戴式立体声设备，包括:右边壳体、中置壳体和左边壳体，其中，所述中置

壳体两边通过调节滑条3分别与所述右边壳体、所述左边壳体连接；

[0010] 所述中置壳体包括调节位面壳体1、调节位底部壳体2、中置扬声器8;

[0011] 所述右边壳体包括右前面壳体4、右前底壳体5、右侧扬声器9、第一 PCB板16;

[0012] 所述左边壳体包括左前面壳体6、左前底壳体7、左侧扬声器10、第二PCB板27和锂 

电池26;

[0013] 所述第一PCB板16设于所述右前面壳体4和所述右前底壳体5之间，所述第一PCB板 

16上设有耳机插孔19、无线通信芯片20、充电接口 24。

[0014]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中置扬声器8由中置喇叭网及中置喇叭13组成，所述调节 

位面壳体1和所述调节位底部壳体2之间设有中置振动马达14和中置喇叭13,所述中置壳体 

左右两边设有所述调节滑条3，所述调节滑条3端部设有活动滑块15;

[0015] 所述右前面壳体4上设有右侧控制按键11和LED灯及灯罩25,所述右侧扬声器9由 

右中置喇叭17、右前置喇叭22和右前置喇叭振动膜21组成，所述右前置喇叭振动膜21贴于 

所述右前置喇叭22表面，所述右中置喇叭17旁设有右中置振动马达18,所述右前置喇叭22 

旁设有右前置振动马达23;

[0016] 所述锂电池26和所述第二PCB板27设于所述左前面壳体6和所述左前底壳体7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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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所述第二PCB板27上设有麦克风28、音频解码芯片34、微处理器35,所述左前面壳体6上 

设有左侧控制按键12,所述左侧扬声器10由左中置喇叭30、左前置喇叭32和左前置喇叭振 

动膜33组成，所述左前置喇叭振动膜33贴于所述左前置喇叭32表面，所述左前置喇叭32旁 

设有左前置振动马达31，所述左中置喇叭30旁设有左中置振动马达29。

[001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音频解码芯片34分别与所述中置喇叭13、右中置喇叭17、耳 

机插孔19、右前置喇叭22、左中置喇叭30、左前置喇叭32、微处理器35连接;所述微处理器35 
分别与所述右侧控制按键11、左侧控制按键12、中置振动马达14、右中置振动马达18、无线 

通信芯片20、右前置振动马达23、麦克风28、左中置振动马达29、左前置振动马达31连接。 

[001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麦克风28用于接收外界噪音;所述微处理器35用于产生与 

外界噪音相位相反的反相噪声，并将所述反相噪声叠加到中置扬声器8、右侧扬声器9、左侧 

扬声器10的输出中。

[001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麦克风28具备前置低通滤波器，所述前置低通滤波器截止 

频率为200Hz，用于滤出频率在200Hz以上的声音。

[0020]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无线通信芯片（20）包括蓝牙芯片、近距离无线传输芯片、 

Wi-Fi芯片、红外线芯片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11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穿戴式立体声设备，支持数码环回立体声各基本声道独立 

连接至不同的喇叭，分别是右前（Front Right）、中（Center）、左前（Front Left）、右后 

（Rear Right）、左后（Rear Left），也支持单声道及立体声输出；搭载全面支持杜比数位 

（Dolby Digital）与数码影院系统（DTS）数字环绕声标准的音频解码芯片34，是一种高性 

能的复合信号和信号处理技术应用的Micro-Controller数字环绕声音频译码器，满足可穿 

戴式个人音响产品对高质量音效的体验；具有开放式噪音及震动控制，功率控制，结构优 

化，在既能让用户充分感受到高质量的音质同时又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不必要的干扰，用 

户也能够得知其周围的环境状况，从而降低意外的发生机率;本实用新型加入了迷你型的 

震动马达（中置振动马达14、右中置振动马达18、右前置振动马达23、左中置振动马达29、左 

前置振动马达31），用户可以在体验高质量音效的同时享受着如同按摩的体验，特别是对肩 

部，颈部等周边的肌肉及穴位的按摩;本实用新型增加可伸缩的结构（调节滑条3），喇叭（中 

置喇叭13、右中置喇叭17、右前置喇叭22、左中置喇叭30、左前置喇叭32）的摆放位置、角度 

及声道口的导向结构都是为了解决这个个体因素，并增加设计音频均衡器，设计不同音效 

补偿电路;本实用新型可提供多种选择使用方式：可外放、可耳机、接入AUX、可NFC （近距离 

无线传输）、Bluetooth （蓝牙）传输、Wi-Fi传输或Infrared （红外线）传输，能够与其他先进 

的应用科技如VR （虚拟实景）、AR （扩增实景）、MR （混合实景）、及Electronic Sports （电子竞 

技）、Smart Motorbike （智能电单车）、Smart Bike （智能自行车/单车）等设备配合连接与 

使用，既能往后兼容旧有的影音连接制式如AUX In （辅助音频输入）。

附图说明

[0022]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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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 

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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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4]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中置扬声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5]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右置扬声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6]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左置扬声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7]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电路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8]图中：1-调节位面壳体;2-调节位底部壳体;3-调节滑条;4-右前面壳体;5-右前底 

壳体;6-左前面壳体;7-左前底壳体;8-中置扬声器;9-右侧扬声器；10-左侧扬声器；11-右 

侧控制按键；12-左侧控制按键；13-中置喇叭；14-中置振动马达；15-活动滑块；16-第一 

PCB板;17-右中置喇叭；18-右中置振动马达;19-耳机插孔;20-无线通信芯片；21-右前置 

喇叭振动膜;22-右前置喇叭；23-右前置振动马达;24-充电接口； 25-LED灯及灯罩;26-锂电 

池;27-第二PCB板;28-麦克风;29-左中置振动马达;30-左中置喇叭;31-左前置振动马达; 

32-左前置喇叭;33-左前置喇叭振动膜;34-音频解码芯片;35-微处理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9]为使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 

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0]如图1至图5所示，为一种可穿戴式立体声设备，包括：右边壳体、中置壳体和左边 

壳体，其中，所述中置壳体两边通过调节滑条3分别与所述右边壳体、所述左边壳体连接； 

[0031] 所述中置壳体包括调节位面壳体1、调节位底部壳体2、中置扬声器8,所述中置扬 

声器8由中置喇叭网及中置喇叭13组成，所述调节位面壳体1和所述调节位底部壳体2之间 

设有中置振动马达14和中置喇叭13,所述中置壳体左右两边设有所述调节滑条3,所述调节 

滑条3端部设有活动滑块15;
[0032] 所述右边壳体包括右前面壳体4、右前底壳体5、右侧扬声器9、第一 PCB板16,所述 

第一PCB板16设于所述右前面壳体4和所述右前底壳体5之间，所述第一PCB板16上设有耳机 

插孔19、无线通信芯片20、充电接口 24,所述右前面壳体4上设有右侧控制按键11和LED灯及 

灯罩25，所述右侧扬声器9由右中置喇叭17、右前置喇叭22和右前置喇叭振动膜21组成，所 

述右前置喇叭振动膜21贴于所述右前置喇叭22表面，所述右中置喇叭17旁设有右中置振 

动马达18,所述右前置喇叭22旁设有右前置振动马达23;
[0033] 所述左边壳体包括左前面壳体6、左前底壳体7、左侧扬声器10、第二PCB板27和锂 

电池26,所述锂电池26和所述第二PCB板27设于所述左前面壳体6和所述左前底壳体7之间， 

所述第二PCB板27上设有麦克风28、音频解码芯片34、微处理器35,所述左前面壳体6上设有 

左侧控制按键12,所述左侧扬声器10由左中置喇叭30、左前置喇叭32和左前置喇叭振动膜 

33组成，所述左前置喇叭振动膜33贴于所述左前置喇叭32表面，所述左前置喇叭32旁设有 

左前置振动马达31，所述左中置喇叭30旁设有左中置振动马达29。

[0034] 其中，所述音频解码芯片34分别与所述中置喇叭13、右中置喇叭17、耳机插孔19、 

右前置喇叭22、左中置喇叭30、左前置喇叭32、微处理器35连接;所述微处理器35分别与所 

述右侧控制按键11、左侧控制按键12、中置振动马达14、右中置振动马达18、无线通信芯片 

20、右前置振动马达23、麦克风28、左中置振动马达29、左前置振动马达31连接。所述无线 

通信芯片20可以为Bluetooth （蓝牙）芯片、NFC （近距离无线传输）芯片、Wi_Fi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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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red （红外线）芯片中的一种或多种，例如可以为蓝牙+NFC芯片的组合，支持蓝牙和NFC 
功能，也可以为蓝牙和Wi-Fi芯片的组合，支持蓝牙+Wi-Fi的功能，也可以为NFC和Wi-Fi芯 

片的组合，支持NFC+Wi-Fi功能，也可以为蓝牙+NFC+Wi-Fi芯片的组合，支持蓝牙+NFC+Wi- 
Fi的功能，各组合也可兼具支持红外线功能。

[0035] 为了实现开放式主动降噪控制，所述麦克风28用于接收外界噪音;所述微处理器 

35用于产生与外界噪音相位相反的反相噪声，并将所述反相噪声叠加到中置扬声器8、右侧 

扬声器9、左侧扬声器10的输出中。

[0036] 所述麦克风28具备前置低通滤波器，所述前置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200Hz，用于 

滤出频率在200Hz以上的声音。这样使得降噪控制仅消除低频噪音，并不隔绝中频、高频噪 

音，因对人体声音体验影响较为明显的频率主要为3Hz-50Hz之频率范围，而频率在500Hz〜 

2kHz为中频（如:灾害紧急应变警报讯号、警车、救护车、军车之鸣笛讯号在650Hz至750Hz 
范围），高频则是2kHz〜16kHz，高于20kHz的称为超声波。因此这个开放式主动降噪控制是 

可以让用户在无需害怕被外界噪声干扰，享受音乐之余既不会令用户屏蔽了对周围环境情 

境的警觉性，如紧急事故、求救呼救等。

[0037]本实用新型支持杜比数位（Dolby Digital）与数码影院系统（DTS）数字环绕声标 

准，支持数码环回立体声各基本声道独立连接至不同的喇叭，分别是右前（Front Right）、 

中（Center）、左前（Front Left）、右后（Rear Right）、左后（Rear Left），也支持单声道及立 

体声输出；搭载全面支持Dolby及DTS这两种数字环绕声标准的音频解码芯片34,是一种高 

性能的复合信号和信号处理技术应用的Micro-Controller数字环绕声音频译码器，满足可 

穿戴式个人音响产品对高质量音效的体验;具有开放式噪音及震动控制，功率控制，结构优 

化，在既能让用户充分感受到高质量的音质同时又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不必要的干扰，用 

户也能够得知其周围的环境状况，从而降低意外的发生机率;本实用新型加入了迷你型的 

震动马达（中置振动马达14、右中置振动马达18、右前置振动马达23、左中置振动马达29、左 

前置振动马达31），用户可以在体验高质量音效的同时享受着如同按摩的体验，特别是对肩 

部，颈部等周边的肌肉及穴位的按摩;本实用新型增加可伸缩的结构（调节滑条3），喇叭（中 

置喇叭13、右中置喇叭17、右前置喇叭22、左中置喇叭30、左前置喇叭32）的摆放位置、角度 

及声道口的导向结构都是为了解决这个个体因素，并增加设计音频均衡器，设计不同音效 

补偿电路;本实用新型可提供多种选择使用方式:可外放、可耳机、接入AUX、可NFC （近距离 

无线传输）、Bluetooth （蓝牙）传输、Wi-Fi传输或Infrared （红外线）传输，能够与其他先进 

的应用科技如VR （虚拟实景）、AR （扩增实景）、MR （混合实景）、及Electronic Sports （电子竞 

技）、Smart Motorbike （智能电单车）、Smart Bike （智能自行车/单车）等设备配合连接与使 

用，既能往后兼容旧有的影音连接制式如AUX In （辅助音频输入）。

[0038]以上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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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方法及其核心 

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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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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