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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关于一种耳机或一听筒，其包含一软

垫。软垫以利于改善舒适性、音质及在耳朵内的

稳定性。所述软垫包含一内凹腔、耳道孔及一尖

端部，其中软垫的内凹腔容纳一壳体的一管嘴部

于内凹腔中，且内凹腔的轴实质平行于第一轴，

其中当使用者佩戴耳机或听筒时，耳道孔朝向使

用者耳朵的耳道开口，且尖端部啮合使用者耳朵

的外耳，以及尖端部的轴非平行于第一轴。本发

明还涉及一种具有符合人体工学软垫的耳机及

其符合人体工学软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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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耳机设备，包含：

一壳体，所述壳体包含一第一腔室及一管嘴部，其中所述管嘴部沿一第一轴延伸，且当

使用者佩戴所述耳机设备时，所述管嘴部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延伸；

一微型扬声器，包含用以将所应用的音频讯号转换为声能的一声波驱动器，其中所述

声波驱动器声学地耦合至所述壳体的所述第一腔室，且其中所述微型扬声器的一隔膜振动

轴实质平行于所述耳机设备的一声音输出管嘴轴；

一软垫，所述软垫包含一内凹腔、一耳道孔及一尖端部，其中所述软垫的所述内凹腔容

纳所述管嘴部于所述内凹腔里面，且所述内凹腔的轴实质平行于所述第一轴，其中当使用

者佩戴所述耳机设备时，所述耳道孔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开口，且所述尖端部接合使用

者耳朵的外耳，以及所述尖端部的轴非平行于所述第一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尖端部包含一顺应材料，且当使用者佩戴所

述耳机设备时，所述尖端部施加压力于一第一压力点，所述第一压力点对应于使用者的耳

朵的耳屏内侧的一点，且所述尖端部施加压力于一第二压力点，所述第二压力点对应于使

用者的耳朵的对耳屏内侧的一点。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第一压力点与所述第二压力点之间的距离

为15公厘至20公厘。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尖端部的轴与所述第一轴之间的一角度在

65度至40度之间。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尖端部的轴与所述第一轴之间的一角度在

80度至30度之间。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耳机设备沿着一第二轴佩戴在使用者耳朵

中，且所述第一轴与所述第二轴之间的一角度为20度至50度。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耳机设备沿着一第二轴佩戴在使用者耳朵

中，且所述第一轴与所述第二轴之间的一角度为10度至60度。

8.一种耳机设备，包含：

一声音传送壳体，所述声音传送壳体包含一第一腔室及一端部，其中所述端部沿一第

一轴延伸，且当使用者佩戴所述耳机设备时，所述端部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延伸；

一微型扬声器，包含用于将应用的音频讯号转换为声能的至少一声波驱动器，其中所

述至少一声波驱动器声学耦合至所述声音传送壳体的所述第一腔室，且其中所述微型扬声

器的一隔膜振动轴实质平行于所述耳机设备的一声音输出管嘴轴；

一可卸除耳塞，所述可卸除耳塞包含一内凹腔、一耳道孔及一尖端部，其中所述可卸除

耳塞的所述内凹腔容纳所述端部于所述内凹腔里面，且所述内凹腔的轴实质平行于所述第

一轴，其中当使用者佩戴所述耳机设备时，所述耳道孔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开口，且所述

尖端部接合使用者耳朵的外耳，以及所述尖端部的轴非平行于所述第一轴。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尖端部包含一顺应材料，且当使用者佩戴所

述耳机设备时，所述尖端部施加压力于一第一压力点，所述第一压力点对应于使用者的耳

朵的耳屏内侧的一点，且所述尖端部施加压力于一第二压力点，所述第二压力点对应于使

用者的耳朵的对耳屏内侧的一点。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第一压力点与所述第二压力点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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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5公厘至20公厘。

11.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尖端部的轴与所述第一轴之间的一角度在

65度至40度之间。

12.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尖端部的轴与所述第一轴之间的一角度在

80度至30度之间。

13.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耳机设备沿着一第二轴佩戴在使用者耳朵

中，且所述第一轴与所述第二轴之间的一角度为20度至50度。

14.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耳机设备沿着一第二轴佩戴在使用者耳朵

中，且所述第一轴与所述第二轴之间的一角度为10度至60度。

15.一种耳机设备，包含：

一声音传送壳体，所述声音传送壳体包含一第一腔室及一端部，其中所述端部沿一第

一轴延伸，且当使用者佩戴所述耳机设备时，所述声音传送壳体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延

伸；

一微型扬声器，包含用于将应用的音频讯号转换为声能的一声波驱动器，其中所述一

声波驱动器声学耦合至所述声音传送壳体的所述第一腔室，且其中所述微型扬声器的一隔

膜振动轴实质平行于所述耳机设备的一声音输出管嘴轴；

一可卸除耳机接口，所述可卸除耳机接口包含一内凹腔、一耳道孔及一尖端部，其中所

述可卸除耳机接口的所述内凹腔容纳所述端部于所述内凹腔里面，且所述内凹腔的轴实质

平行于所述第一轴，其中当使用者佩戴所述耳机设备时，所述耳道孔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

道开口，且所述尖端部接合使用者耳朵的外耳，以及所述尖端部的轴非平行于所述第一轴。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尖端部包含一顺应材料，且当使用者佩戴

所述耳机设备时，所述尖端部施加压力于一第一压力点，所述第一压力点对应于使用者耳

朵的耳屏内侧的一点，且所述尖端部施加压力于一第二压力点，所述第二压力点对应于使

用者耳朵的对耳屏内侧的一点。

17.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第一压力点与所述第二压力点之间的距

离为15公厘至20公厘。

18.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尖端部的所述轴与所述第一轴之间的一

角度在65度至40度之间。

19.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耳机设备，其中所述耳机设备沿着一第二轴佩戴在使用者耳

朵中，且所述第一轴与所述第二轴之间的一角度为20度至5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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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符合人体工学软垫的耳机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大体上是关于一种耳机，且更具体而言是关于一种包含符合人体工学软垫

的入耳式、耳塞式或带话筒的耳机，通常是被设计以佩戴在使用者的外耳(concha)且被构

造以提供舒适，同时减少或避免耳机的意外脱落。

背景技术

[0002] 耳机具有微型扬声器，以发出声音并让使用者可私密地收听音源。耳机还可用于

将便携式设备或行动装置的音频提供给使用者。随着行动装置的广泛应用，耳机的使用仍

在增长。除此的外，随着行动装置提供的音频应用程式增加，耳机的佩戴时间也变长。因此，

需要一种耳机，其可提供使用者极佳的音频体验，同时即便长时间的佩戴，也能带来增强的

舒适感。

[0003] 耳机通常佩戴于使用者的耳朵中或周围。图1是根据先前技术绘示人类外耳的特

定解剖部位。如图1所示，耳轮H(helix)是人类耳朵外部的突出边缘。人类耳朵外部还包括

对耳轮H2(antihelix)，其是一种大致平行于耳轮H且位于耳轮H前方的弯曲突出的软骨。对

耳轮H2形成一像“Y”的形状。由对耳轮H2形成的像“Y”形状的“分叉(fork)”中的凹陷被称为

三角窝(fossa  triangularis)。由对耳轮H2形成的像“Y”形状的“上”部位被称为对耳轮上

脚(crus  antihelicis  superioris)(绘示于图1三角窝的右边)及对耳轮下脚(crus 

antihelicis  inferioris)(绘示于图1三角窝的左边)。在耳轮及对耳轮之间的凹陷或凹槽

是耳舟(scapha)。

[0004] 外耳中空或耳轮的前部位之的空，且由耳轮(crus  helix)  分上面的甲艇(cymba)

和下面的甲腔(cavum)。耳甲艇(cymba  conche)  外耳的最窄端。耳甲腔C(cavum  conchae)

在耳道(ear  canal)前面大的碗中空或空(未示)。人的外耳包括耳屏T(tragus)，其是一小

尖形隆起，且位於耳甲腔C的前面。就在耳垂E(earlobe)上方，人的外耳包括耳屏T2

(antitragus)。耳屏T及耳屏T2由耳屏切  (incisura  intertragica  or  intertragic 

notch)分隔。明人致力於使耳

[0005] 合於使用者的耳甲腔域面。关于耳甲腔域的一示例绘於第1 的影域中。

发明内容

[0006] 据此，本发明的众实施例所涉及的耳机大幅度地消除一个或多个由于先前技术的

限制及缺点所产生的问题。

[0007] 本发明的众实施例的一目的是提供一种耳机，其提供舒适的佩戴及极佳的音频效

果。

[0008] 本发明的众实施例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耳机，其提供于长时间佩戴下持久的舒

适感。

[0009] 还有，本发明的众实施例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耳机，其是轻量的、舒适的且耐用

的，同时为使用者的耳朵提供紧密的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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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的众实施例的一目的是提供一种耳机，其提供增强的音频效果。耳机较佳

地沿一轴被佩戴进入或移出使用者的耳朵，所述轴实质垂直于软垫的本体中心平面的一

轴，且耳机扬声器隔膜振动轴较佳地实质平行于耳机声音输出轴。

[0011] 本发明的众实施例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耳机用的软垫，用以确保耳机适当地且

以其应有的方式被佩戴。如此一来，使用者可以避免提高音量且仍可享受音频或音乐，而不

危害使用者的听力。

[0012] 本发明的众实施例的一目的是提供一种耳机用的软垫，用以引导耳机的穿戴。软

垫包含一本体中心平面。耳机较佳地沿一轴被佩戴进入或移出使用者耳朵，所述轴实质垂

直于软垫的本体中心平面的一轴。

[0013] 本发明的众实施例的其他特征和优点将叙述如下，且部分自说明书中是显而易

见，或能从本发明的众实施例的实践来被了解。本发明的众实施例的目的和其他优点将透

过本发明说明书、申请专利范围和附图中所特别指出的结构来被实现和达到。

[0014] 为达这些和其他优点，并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目的，如示例与广泛地描述，耳机

包含一壳体，壳体包含一第一腔室及一管嘴部，其中所述管嘴部沿一第一轴延伸，且当使用

者佩戴所述耳机设备时，所述管嘴部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延伸；一声波驱动器，用以将应

用的音频讯号转换为声能，其中所述声波驱动器声学地耦合至所述壳体的所述第一腔室；

一软垫，所述软垫包含一内凹腔、一耳道孔及一尖端部，其中所述软垫的所述内凹腔容纳所

述管嘴部于所述内凹腔里面，且所述内凹腔的轴实质平行于所述第一轴，其中当使用者佩

戴所述耳机设备时，所述耳道孔在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开口，且所述尖端部接合使用者

耳朵的外耳，以及所述尖端部的轴非平行于第一轴。

[0015] 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如示例与广泛地描述，一耳机设备包含一声音传送壳体，所

述声音传送壳体包含一第一腔室及一端部，其中所述端部沿一第一轴延伸，且当使用者佩

戴所述耳机设备时，所述端部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延伸；以及一可卸除耳塞，可卸除耳塞

包含一内凹腔、一耳道孔及一尖端部，其中所述可卸除耳塞的所述内凹腔容纳所述端部于

所述内凹腔里面，且所述内凹腔的轴实质平行于第一轴，其中当使用者佩戴所述耳机设备

时，所述耳道孔在朝向使用者的耳朵的耳道开口，且所述尖端部接合使用者的耳朵的外耳，

以及所述尖端部的轴非平行于所述第一轴。

[0016] 应被理解的是，前述两种一般性描述和接下来的详细描述是示例性和说明性的，

且旨在提供所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进一步解释。

附图说明

[0017] 附图包含用于对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更进一步了解，且被并入及构成本说明书的一

部分，附图绘示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并伴随用以解释本发明的实施例的原理的描述。

[0018] 图1为根据先前技术绘示人类外耳的特定解剖部位图；

[0019] 图2为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一耳机的侧面立体图；

[0020] 图3A及图3B为图2中所示的耳机软垫；

[0021] 图4A为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所示一耳机的前面的示意图；

[0022] 图4B为图4A的耳机沿着线AA所撷取的剖面图；

[0023] 图5为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绘示耳机相对于使用者头部的合适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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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6为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绘示耳机相对于使用者的外耳的合适佩戴的侧面立

体图；

[0025] 图7为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一耳机所绘示的爆炸图；

[0026] 图8A为根据本发明的一较佳实施例所绘示的一耳机软垫的示意图；

[0027] 图8B为图8A中所示的耳机软垫的侧视图；

[0028] 图8C为图8A的耳机软垫沿着线DD所撷取的剖面图；

[0029] 图9A为根据本发明的另一较佳实施例所绘示的一耳机软垫；

[0030] 图9B为图9A中所示的耳机软垫的侧视图；

[0031] 图9C为图9A的耳机软垫沿着线EE所撷取的剖面图；

[0032] 图10A为根据本发明的一较佳实施例所绘示的一耳机的剖面图；

[0033] 图10B为图10A中所示的耳机的隔膜振动轴至声音输出管嘴轴之间的轴心对齐；

[0034] 图11A为根据本发明的另一较佳实施例所绘示的一耳机的剖面图；以及

[0035] 图11B为图11A中所示的耳机的隔膜振动轴至声音输出管嘴轴之间的轴心对齐。

[0036] 附图符号说明：

[0037] 1 隔膜振动轴

[0038] 2  声音输出管嘴轴

[0039] 3  使用者穿戴进/出轴

[0040] 4  声音输出管嘴

[0041] 5  扬声器隔膜

[0042] 10、20、30、40、50、80、90 耳机

[0043] 100、200、300、400、500、800、900 壳体

[0044] 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0  软垫  121、221、321、421、521、621、721 

本体部

[0045] 122、222、322、422、522、622、722  尖端部

[0046] 125、225、525、625、725 耳道孔

[0047] 202、502、802、902 凹腔

[0048] 203a、503a  第一腔室

[0049] 204、504、804、904 管嘴部

[0050] 206、506 壳体固定器

[0051] 223、523、623、723 内凹腔

[0052] 223a、523a、623a、723a 凹槽

[0053] 230、530、830、930 微型扬声器

[0054] 501a 前壳体盖

[0055] 501b  后壳体盖

[0056] 727 贯穿切口

[0057] α、α'、α”'、α””、α*、α**、O  角度

[0058] CP、CP'、CP”、CP”'、CP””、CP*、CP** 中心平面

[0059] L”'、L””、L*、Y1、Y2、r  距离

[0060] P1 隔膜圆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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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PP10、PP10'、PP10””、PP10*、PP10**  第一点

[0062] PP20、PP20'、PP20””、PP20*、PP20**  第二点

[0063] PP10”'  第一压力点

[0064] PP20”'  第二压力点

[0065] C 耳甲腔

[0066] E 耳垂

[0067] H 耳轮

[0068] H2  对耳轮

[0069] T 耳屏

[0070] T2  对耳屏

[0071] Y  Y轴线

[0072] EE 耳道入口

[0073] M  乳突骨

具体实施方式

[0074] 现在将详细说明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是绘示于附图。

[0075] 图2为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一耳机的侧面立体图。如图2所示，耳机10包含一

壳体100。壳体100可以容纳微型扬声器。举例而言，壳体100  可包含一凹腔以将驱动器、换

能器(transducer)、接收器及接受元件(图未示)容纳在壳体100的里面。驱动器、换能器、接

收器及接受元件共同可形成一或多个微型扬声器。壳体100包含一管嘴部，管嘴部沿一第一

轴自壳体100的本体延伸，用于当使用者佩戴耳机时，朝向使用者的耳道(图未示)  延伸。

[0076] 耳机10也包含一软垫120。软垫120较佳地具有符合人体工学的外型。当使用者佩

戴耳机时，软垫120的外型被设计成贴合于使用者耳朵的耳甲腔区域里面(图未示)。软垫

120被构造成在佩戴耳机10时为使用者提供舒适性。另外，软垫120被构造成让使用者稳固

佩戴耳机10。

[0077] 软垫120沿其本体包括一内凹腔。软垫120的内凹腔可以容纳壳体100的管嘴部在

其中。软垫120还包括朝向使用者的耳道开口的一耳道孔(图未示)。

[0078] 图3A和图3B是图2中所示的耳机软垫。如图3A所示，软垫120较佳地具有符合人体

工学的外型。一中心平面CP可以沿着软垫120的主体被可视化。中心平面CP较佳地穿过软垫

120的最宽跨距。

[0079] 如图3B所示，假想的中心平面CP的最宽跨距的一端以一第一点PP10来表示，而中

心平面CP的最宽跨距的相对端以一第二点PP20来表示。软垫120  的第一点PP10和第二点

PP20之间的距离(L)较佳地在15.0公厘至28.0公厘之间。

[0080] 当使用者佩戴耳机时，软垫120的外型被设计成贴合使用者耳朵的外耳里面(图未

示)。软垫120的第一点PP10与第二点PP20之间的距离(L)接近或对应于使用者耳朵的耳甲

腔的长度(图未示)。如后续进一步解释，当使用者佩戴具有软垫120的耳机时，第一点PP10

和第二点PP20可以对应于使用者的耳甲腔上的两个分开的压力点。

[0081] 软垫120包括一软垫本体部121和一软垫尖端部122。软垫本体部121还包括一内凹

腔，内凹腔能够容纳壳体的管嘴部(图未示)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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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内凹腔的一端可以提供开口以接收壳体的管嘴部(图未明确示出)。在另一端，软

垫120的内凹腔连接至一耳道孔125。耳道孔125位于软垫本体部121的一第一端。当使用者

佩戴耳机时，耳道孔125在第一端开口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

[0083] 如果内凹腔沿着轴Y穿过软垫本体部121具有一空间，则软垫尖端部122  将从软垫

本体部121以与轴Y呈角度α。举例而言，假想的中心平面CP实质上与软垫尖端部122从软垫

本体部121延伸的方向对齐。第一点PP10沿着假想的中心平面CP位于软垫本体部121的外表

面上。第二点PP20沿着假想的中心平面CP位于软垫尖端部122的外表面上。角度α介于65度

至40度之间。更广泛来说，角度α可介于80度到30度之间。

[0084] 软垫120被构造成当使用者佩戴耳机时以提供舒适感。举例而言，软垫  120的外部

可以由矽橡胶材料制成。所选择的外部的矽橡胶材料的硬度较佳地为橡胶硬度计自萧氏硬

度(Shore  OO)40至萧氏硬度(Shore  A)35，并且摩擦系数范围为0.10至1.0。

[0085] 图4A是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所示一耳机的前面，图4B是图4A的耳机沿着AA所撷

取的剖面图。如图4A所示，耳机20包括一壳体200和一软垫220。

[0086] 如图4B所示，耳机20还包括一微型扬声器230。壳体200可包括一内凹腔202。凹腔

202的一尖端部较佳地可具有一圆形或一部分球形。凹腔202的尖端部可以具有一圆顶。微

型扬声器230定位凹腔202的圆顶内。举例而言，微型扬声器230可以沿着圆顶的中心轴线定

位在凹腔202内。

[0087] 微型扬声器230可以由驱动器、换能器、接收器和接收器元件所组成。举例而言，驱

动器，换能器，接收器和接收器元件可以形成一声波驱动器，以将应用的音频讯号转换为声

能。使微型扬声器230定位在凹腔202内的圆顶的基部，微型扬声器230的声波驱动器可声学

耦合至壳体200的第一腔室  203a。

[0088] 壳体200包括一管嘴部204，其从壳体200的本体沿一第一轴延伸。当使用者佩戴耳

机时，管嘴部204朝着使用者耳朵的耳道延伸(图未示)。如图  4B所示，如果耳机20的横截面

实质沿着XY平面对齐，则管嘴部204可以沿着Y轴延伸。

[0089] 壳体200还可以包括一壳体固定器206。壳体固定器206从管嘴部204的一侧延伸。

壳体固定器206可以从管嘴部204的一侧以与Y轴呈角度α'延伸。

[0090] 耳机20的软垫220较佳地具有符合人体工学的外型。软垫220的外型较佳地被设计

成佩戴在使用者的耳甲腔区域中。软垫220被构造让使用者稳固佩戴耳机20并且在佩戴耳

机20时为使用者提供舒适性。

[0091] 软垫220沿其本体包括一内凹腔223。软垫220的内凹腔223可以容纳壳体  200的管

嘴部204在其中。软垫220的内凹腔223还可以包括一侧凹槽223a。凹槽223a可以对应壳体固

定器206的形状。举例而言，壳体固定器206可以闩锁至软垫220的凹槽223a中。当壳体固定

器206被闩锁至软垫220的侧凹槽  223a中时，壳体200与软垫220之间的接合可以更稳定或

更牢固。

[0092] 具有侧凹槽223a的部分可由比软垫220的一般主体更硬(harder  or  stiffer)的

材料来形成。当壳体固定器206与侧凹槽223a接合时，壳体固定器206确保耳软垫220总是相

对于扬声器保持在适当位置。

[0093] 一中心平面CP'可以在软垫220的主体中被可视化。中心平面CP'较佳地跨过软垫

220的最宽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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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最宽跨距的一端用第一点PP10'表示，中心平面CP'的最宽跨距的相对端用第二点

PP20'表示。软垫220的第一点PP10'和第二点PP20'之间的距离(L')  较佳地在15.0公厘到

28.0公厘之间。如的后进一步解释，当使用者佩戴具有软垫220的耳机时，第一点PP10'和第

二点PP20'可以对应于使用者的耳甲腔上的两个分开的压力点。

[0095] 软垫220包括围绕着第一点PP10'周围的一尖端部222。尖端部222以角度α'从软垫

220的本体部221延伸。角度α'在65度到40度之间。更广泛而言，角度α'可以在80度到30度之

间。软垫220更包括在其本体的第一端的一耳道孔225。当使用者佩戴耳机时，耳道孔225在

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的第一端开口。中心平面CP'实质对齐尖端部222从软垫220的本体

延伸的方向。

[0096] 如图4B所示，如果耳机20的横截面实质沿着XY平面对齐，则微型扬声器230的隔膜

振动轴同样地平行于Y轴。管嘴部204的声音输出轴也平行于Y  轴。微型扬声器230的隔膜振

动轴和管嘴部204的声音输出轴实质上彼此平行，藉此对使用者产生更有效且定向的声学

表现。另外，彼此实质平行的微型扬声器230的隔膜振动轴以及管嘴部204的声音输出轴可

以由于如从耳机壳体的内壁的阻塞和反射较少，来防止声能的损失。

[0097] 微型扬声器230的隔膜圆顶中心P1可以位于凹腔202的中心。另外，微型扬声器230

的隔膜圆顶中心P1可以与耳道孔225对齐。更具体而言，隔膜圆顶中心P1与凹腔202的尖端

部的顶部之间的距离(Y1)较佳地在0.10公厘至  18.0公厘之间。

[0098] 另外，当壳体固定器206与软垫内凹腔223中的凹槽223a啮合时，壳体固定器206保

持微型扬声器230与耳软垫220的耳道孔225的一外缘之间的距离  (Y2)实质一致。隔膜圆顶

中心P1与耳软垫220的耳道孔225的一外缘之间的距离(Y2)较佳地在8.0公厘至15.0公厘之

间。这个距离范围为使用者提供了最佳的声学表现。当壳体固定器206与侧凹槽223a接合

时，壳体固定器  206可以保持距离(Y2)实质一致。

[0099] 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绘示耳机相对于使用者头部的合适佩戴。在图5中，

耳机30包括一壳体300和一软垫320。

[0100] 软垫320较佳地具有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外型。当使用者佩戴耳机30时，软垫320的

外型被设计成贴合于一使用者耳朵的耳甲腔区域内。另外，软垫320被构造为让使用者稳固

佩戴耳机30并且在佩戴耳机30时为使用者提供舒适性。

[0101] 软垫320包括一软垫本体部321和一软垫尖端部322。软垫本体部321还包括一内凹

腔，所述内凹腔可以容纳壳体的管嘴部在其中(图未明确示出)。

[0102] 一中心平面CP”可以沿着软垫320的本体被可视化。软垫中心平面CP”较佳地跨过

软垫320的最宽跨距。软垫尖端部322将从软垫本体部321与轴线Y  呈一角度α”延伸。角度α”

在65度至40度之间。更广泛而言，角度α”可以在80度到30度之间。

[0103] 如图5所示，当从使用者头部的俯视观的，如果使用者沿着一使用者穿戴进/出轴

(3)佩戴耳机30的横截面。使用者穿戴进/出轴(3)与软垫中心平面CP”垂直。壳体300内部的

微型扬声器(图未明确示出)的隔膜振动轴  (1)以及耳机30的声音输出管嘴轴(2)都不平行

于使用者穿戴进/出轴(3)。

[0104] 在一较佳地实施例中，使用者穿戴进/出轴(3)和隔膜振动轴(1)之间的角度 在

25度至50度之间。更广泛而言，使用者穿戴进/出轴(3)与隔膜振动轴(1)之间的角度 较佳

地在10度至60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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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 图6是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绘示耳机相对于使用者的外耳的合适佩戴的侧面立

体图。在图6中，耳机40包括一壳体400和一软垫420。

[0106] 软垫420较佳地具有符合人体工学的外型。当使用者佩戴耳机40时，软垫420的外

型被设计成贴合于使用者耳朵的耳甲腔区域内。软垫420被构造为让使用者稳固佩戴耳机

40并且在佩戴耳机40时为使用者提供舒适性。

[0107] 软垫420包括一软垫本体部421和一软垫尖端部422。软垫本体部421还包括一内凹

腔，所述内凹腔可以容纳壳体的管嘴部在其中(图未明确示出)。

[0108] 一中心平面CP”'可以沿着软垫420的本体被可视化。软垫中心平面CP”'  较佳地跨

过软垫420的最宽跨距。软垫尖端部422将从软垫本体421与轴线Y  呈一角度α”'延伸。角度

α”'在65度到40度之间。更广泛而言，角度α”'可以在80度到30度之间。

[0109] 中心平面CP”'较佳地跨过软垫420的最宽跨距。最宽跨距的一端用第一压力点

PP10”'表示，且中心平面CP”的最宽跨距的相对端用第二压力点  PP20”'表示。第一压力点

PP10”'沿着假想的中心平面CP”'位于软垫本体部421 的外表面上。第二压力点PP20”'沿着

假想的中心平面CP”'位于软垫尖端部  422的外表面上。

[0110] 软垫420的第一压力点PP10”'和第二压力点PP20”'之间的距离(L”')较佳地在

15 .0公厘至28 .0公厘之间。更具体而言，软垫420的第一压力点PP10”'  和第二压力点

PP20”'之间的距离(L”')非常接近使用者耳朵的耳甲腔的尺寸。

[0111] 如图6所示，第一压力点PP10”'和第二压力点PP20”'较佳地贴合于使用者的耳朵

的耳甲腔内。举例而言，第一压力点PP10”'被贴合在使用者耳内的耳屏下方。第二压力点

PP20”'被贴合在使用者耳内的对耳屏下方。距离(L”') 旨在覆盖使用者的耳甲腔区域以提

供稳定性、贴合性和舒适性。

[0112] 如图6所示，软垫420增强了耳机在使用者耳朵中的舒适性和紧密密封。软垫420还

确保了耳机在使用者耳朵中的适当的佩戴、贴合度或位置。由于两个压力点PP10”'和

PP20”'贴合在耳朵耳甲腔区域里面，所以软垫420确保了在佩戴过程中使声源更接近耳道

并将声音直接输送到耳膜中。因此，使用者不一定需要提高音量大小以欣赏音乐。

[0113] 图7是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一耳机所绘示的爆炸图。在图7中，一耳机50包括

一壳体500、一软垫520和一微型扬声器530。壳体500可以包括一前壳体盖501a和一后壳体

盖501b。前壳体盖501a和后壳体盖501b中的每一个可以具有一内凹腔。当前壳体盖501a和

后壳体盖501b彼此接合时，一内部壳体凹腔502可以形成在前壳体盖501a和后壳体盖501b

里面。

[0114] 后壳体盖501b的内凹腔的一尖端部较佳地可以具有圆形或部分球形。后壳体盖

501b的内凹腔的尖端部可以具有一圆顶。

[0115] 微型扬声器530定位在壳体凹腔502的圆顶内的前壳体盖501a和后壳体盖501b之

间。举例而言，微型扬声器530可以沿着圆顶的一中心轴定位在壳体凹腔502内。

[0116] 微型扬声器530可以由驱动器、换能器、接收器和接收器元件组成。举例而言，驱动

器、换能器、接收器和接收器元件可以形成一声波驱动器，以将应用的音频讯号转换为声

能。具有的微型扬声器530定位在壳体凹腔  502内的圆顶内的一基部处，微型扬声器530的

声波驱动器可声学耦合至壳体500的一第一腔室503a。

[0117] 前壳体盖501a包括从壳体500的本体沿第一轴延伸的一管嘴部504。当使用者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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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时，管嘴部504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延伸(图未示)。如果耳机50的横截面实质沿着XY

平面对齐，则管嘴部504可以沿着Y轴延伸。

[0118] 前壳体盖501a还可以包括一壳体固定器506。壳体固定器506从管嘴部  504的侧面

延伸。壳体固定器506可以从管嘴部504的一侧以与Y轴呈角度α””延伸。

[0119] 耳机50的软垫520较佳地具有符合人体工学的外型。软垫520的外型较佳地被设计

佩戴在使用者的耳甲腔区域内。另外，软垫520被构造为让使用者稳固佩戴耳机50并且在佩

戴耳机50时为使用者提供舒适性。

[0120] 软垫520包括沿其本体的一内凹腔523。软垫520的内凹腔523可以容纳壳体500的

管嘴部504在其中。软垫520的内凹腔523还可以包括一侧凹槽523a。凹槽523a可以对应于壳

体固定器506的形状。举例而言，壳体固定器506可以闩锁至软垫520的凹槽523a中。当壳体

固定器506被闩锁至软垫520的侧凹槽523a中时，壳体500与软垫520之间的接合可以更安全

或更稳定。

[0121] 具有侧凹槽的部分(图未明确示出)可以由比软垫520的一般主体更硬或更坚硬的

材料形成。当壳体固定器506与固定器部分中的凹槽接合时，壳体固定器506确保耳软垫520

总是相对于扬声器保持在适当位置。

[0122] 一中心平面CP””可以在软垫520的本体中被可视化。中心平面CP””较佳地跨过软

垫520的最宽跨距。

[0123] 最宽跨距的一端用一第一点PP10””表示，中心平面CP””的最宽跨距的相对端用一

第二点PP20””表示。软垫520的第一点PP10””和第二点PP20””之间的距离(L””)较佳地在

15.0公厘至28.0公厘之间。当使用者佩戴具有软垫520的耳机50时，第一点PP10””和第二点

PP20””较佳地对应于使用者耳甲腔区域上两个分开的压力点。

[0124] 软垫520包括在围绕着第一点PP10””周围的一尖端部522。尖端部522  从软垫520

的本体部521以一角度α””延伸。角度α””在65度到40度之间。更广泛而言，角度α””可以在80

度到30度之间。软垫520更包括在其本体部521的一第一端处的一耳道孔525。当使用者佩戴

耳机时，耳道孔525在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的第一端开口。中心平面CP””实质对齐尖端部

522从软垫520的本体延伸的方向。

[0125] 图8A是根据本发明的一较佳实施例所绘示的一耳机软垫。图8B是图8A  中所示的

耳机软垫的侧视图，且图8C是图8A的耳机软垫沿着线DD所撷取的剖面图。图8A绘示一耳机

软垫620。软垫620较佳地具有符合人体工学的外型。软垫620的外型较佳地被设计成佩戴在

使用者的耳甲腔区域中。另外，软垫620被构造成让使用者稳固佩戴耳机并且在佩戴耳机时

为使用者提供舒适性。

[0126] 软垫620包括沿其本体的一内凹腔623。软垫620的内凹腔623可以容纳耳机壳体的

至少一部分在其中。软垫620的内凹腔623还可以包括一侧凹槽  623a。凹槽623a可以对应于

耳机壳体的突出部分的形状。举例而言，耳机壳体可以包括一突出壳体固定器，所述突出壳

体固定器可以闩锁至软垫620 的凹槽623a中。当突出壳体固定器被闩锁至软垫620的侧凹

槽623a中时，耳机壳体与软垫620之间的接合可以更安全或更稳定。

[0127] 包括凹槽623a的软垫620的区域可以由比软垫620的外部更硬或更坚硬的材料所

形成。举例而言，固定器部分也可以由矽橡胶材料所形成。固定器矽橡胶材料的硬度较佳地

为萧氏硬度(Shore  A)0至萧氏硬度(Shore  A)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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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8] 一中心平面CP*可以在软垫620的本体中被可视化。中心平面CP*较佳地跨过软垫

620的最宽跨距。

[0129] 最宽跨距的一端用一第一点PP10*表示，而中心平面CP*的最宽跨距的相对端用一

第二点PP20*表示。软垫620的第一点PP10*和第二点PP20*之间的距离(L*)较佳地在15.0公

厘至28.0公厘之间。当使用者佩戴具有软垫  620的耳机时，第一点PP10*和第二点PP20*较

佳地对应于使用者耳甲腔区域上两个分开的压力点。

[0130] 软垫620包括围绕着第一点PP10*周围的一尖端部622。尖端部622从软垫  620的本

体部621以一角度α*延伸。角度α*在65度到40度之间。更广泛而言，角度α*可以在80度到30

度之间。软垫620更包括在其本体的一第一端的一耳道孔625。当使用者佩戴耳机时，耳道孔

625在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的第一端开口。中心面CP*实质对齐尖端部622从软垫620的本

体延伸的方向。

[0131] 软垫620包含应力消除特征。当使用者佩戴耳机设备时，在后区段中的内部中空腔

减小了对使用者的对耳屏的压力。举例而言，如果软垫材料具有萧式硬度(Shore  A)10矽树

脂的硬度，则相对于距离的后部压缩力(rear  compression  force)将在0.10牛顿/公厘(N/

mm)至0.20牛顿/公厘(N/mm) 的范围内。

[0132] 图9A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较佳实施例所绘示的一耳机软垫。图9B是图  9A中所示

的耳机软垫的侧视图，且图9C为图9A的耳机软垫沿着线EE所撷取的剖面图。图9A绘示一耳

机软垫720。软垫720较佳地具有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外型。软垫720的外型较佳地被设计成佩

戴在使用者的耳甲腔区域中。另外，软垫720构造成让使用者稳固佩戴耳机并且在佩戴耳机

时为使用者提供舒适性。

[0133] 软垫720包括沿其本体的一内凹腔723。软垫720的内凹腔723可以容纳耳机壳体的

至少一部分在其中。软垫720的内凹腔723还可以包括一侧凹槽  723a。凹槽723a可以对应于

耳机壳体的一突出部分的形状。举例而言，耳机壳体可以包括一突出壳体固定器，所述突出

壳体固定器可以闩锁到软垫  720的凹槽723a中。当突出壳体固定器被闩锁至软垫720的侧

凹槽723a中时，耳机壳体和软垫720之间的接合可以更安全或更稳定。

[0134] 包括凹槽723a的软垫720的区域可以由比软垫720的外部更硬或更坚硬的材料所

形成。举例而言，固定器部分也可以由矽橡胶材料形成。固定器矽橡胶材料的硬度较佳地为

硬度计自萧氏硬度(Shore  A)0至萧氏硬度  (Shore  A)70。

[0135] 一中心平面CP**可以在软垫720的本体中被可视化。中心平面CP**较佳地跨过软

垫720的最宽跨距。

[0136] 最宽跨距的一端用一第一点PP10**表示，中间平面CP**的最宽跨距的相对端用一

第二点PP20**表示。软垫720的第一点PP10**和第二点PP20**  之间的距离(L**)较佳地在

15.0公厘至28.0公厘之间。当具有软垫720的耳机被使用者佩戴时，第一点PP10**和第二点

PP20**较佳地对应于使用者耳甲腔区域上两个分开的压力点。

[0137] 软垫720包括围绕着第一点PP10**周围的一尖端部722。尖端部722从软垫720的本

体部721以一角度α**延伸。角度α**在65度到40度之间。更广泛而言，角度α**可以在80度到

30度之间。软垫720更包括在其本体的一第一端处的一耳道孔725。当使用者佩戴耳机时，耳

道孔725在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的第一端开口。中心平面CP**实质对齐尖端部722从软垫

720的本体延伸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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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8] 软垫720还包括一贯穿切口727。当使用者佩戴耳机设备时，具有贯穿切口727的内

部中空腔可以进一步减小对使用者的对耳屏的压力。举例而言，如果主要软垫材料为萧式

硬度(Shore  A)10矽树脂，则相对于距离的后部压缩力将在0.05牛顿/公厘至0.15牛顿/公

厘的范围内。

[0139] 图10A是根据本发明的一较佳实施例所绘示的一耳机的剖面，且图10B  为图10A中

所示的耳机的隔膜振动轴至声音输出管嘴轴之间的轴心对齐。在图10A中，耳机80包括一壳

体800、一软垫820和一微型扬声器830。

[0140] 壳体800包括一内凹腔802。内凹腔802的一尖端部较佳地可以具有一圆形或一部

分球形。壳体800的内凹腔802的尖端部可以具有一圆顶。

[0141] 微型扬声器830定位在壳体内  凹腔802的圆顶里面。更具体而言，微型扬声器830

沿着圆顶的一中心轴定位在壳体内  凹腔802里面。微型扬声器830可由驱动器、换能器、接

收器和接收器元件组成。举例而言，驱动器、换能器、接收器和接收器元件可以形成一声波

驱动器，以将应用的音频讯号转换为声能。具有的微型扬声器830定位在壳体内 凹腔802内

的圆顶的一基部处，微型扬声器830的声波驱动器可声学耦合至壳体800的第一内腔室。

[0142] 壳体800还包括从壳体800一管嘴部804，管嘴部804沿第一轴从壳体800 的本体延

伸。当使用者佩戴耳机时，管嘴部804朝着使用者耳朵的耳道延伸  (图未示)。如果耳机80的

横截面实质沿着XY平面对齐，则管嘴部804可以沿着Y轴延伸。如图10A所示，沿管嘴部804延

伸的第一轴与壳体内 凹腔802 内的圆顶的中心轴共线。

[0143] 如图10A和图10B所示，隔膜振动轴较佳地平行于耳机的一声音输出管嘴轴。然而，

隔膜振动轴不必与声音输出管嘴轴相同或完全重叠。隔膜振动轴与声音输出管嘴轴之间的

距离(r)较佳地在0.01公厘至3.5公厘之间。

[0144] 图11A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较佳实施例所绘示的一耳机的剖面图，图  11B是图11A

中所示的耳机的隔膜振动轴与声音输出管嘴轴之间的轴心对齐。在图11A中，耳机90包括一

壳体900、一软垫920和一微型扬声器930。

[0145] 壳体900包括一内凹腔902。内凹腔902的一尖端部较佳地可以具有一圆形或一部

分球形。壳体900的内凹腔902的尖端部可以具有一圆顶。

[0146] 微型扬声器930定位壳体凹腔902的圆顶里面。更具体地说，微型扬声器930沿圆顶

的一中心轴定位在壳体凹腔902内。微型扬声器930可由驱动器、换能器、接收器和接收器元

件组成。举例而言，驱动器、换能器、接收器和接收器元件可以形成一声波驱动器，以将应用

的音频讯号转换为声能。使微型扬声器930定位在壳体凹腔902内的圆顶的一基部处，微型

扬声器930 的声波驱动器可以声学耦合至壳体900的一第一内腔室。

[0147] 壳体900还包括一管嘴部904，其沿着一第一轴线从壳体900的本体延伸。当使用者

佩戴耳机时，管嘴部904朝向使用者耳朵的耳道延伸(图未示)。如果耳机90的横截面实质沿

着XY平面对准，则管嘴部904可以沿着Y轴延伸。如图11A所示，沿管嘴部904  延伸的第一轴

平行但不共线于壳体凹腔902 内的圆顶的中心轴。

[0148] 如图11B所示，隔膜振动轴较佳地平行于耳机的一声音输出管嘴轴。然而，隔膜振

动轴不必与声音输出管嘴轴相同或完全重叠。较佳地，隔膜振动轴和声音输出管嘴轴之间

的距离不超过3.5公厘。

[0149] 虽然图中未示出，但壳体900可以包括多于一个微型扬声器930。如第11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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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微型扬声器930中的至少一个可以使其隔膜振动轴离开声音输出管嘴轴。这种微型扬

声器930的隔膜振动轴与壳体900的声音输出管嘴轴之间的距离较佳地不超过3.5公厘。

[0150]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而易见的是，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

下，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的耳机可以进行各种修改和变化。因此，本发明的实施例意图涵盖随

附申请专利范围及其等同范围内的本发明作出的修改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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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图3B

说　明　书　附　图 3/12 页

17

CN 109889937 B

17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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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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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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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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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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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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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A

图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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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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