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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音频播放设备技术改进

领域，提供了一种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所述

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包括耳塞帽、耳机壳体、

智能蓝牙语音系统及负离子机构，所述耳机帽套

设于所述耳机壳体的耳塞上，所述智能蓝牙语音

系统设于所述耳机壳体内，所述负离子机构设于

所述耳机壳体上。耳机整体结构紧凑，体积小；使

用方便，功能丰富，适合开车或运动的时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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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包括耳塞帽、

耳机壳体、智能蓝牙语音系统及负离子机构，所述耳塞帽套设于所述耳机壳体的耳塞上，所

述智能蓝牙语音系统设于所述耳机壳体内，所述负离子机构设于所述耳机壳体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负离子机构采用的

负离子颗粒或负离子帖或负离子粉。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负离子机构采用负

离子颗粒或负离子粉时，所述负离子颗粒或负离子粉以镶嵌或植入的方式设于所述耳机壳

体上。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负离子机构采用负

离子贴时，所述负离子帖以粘贴的方式设于所述耳机壳体上。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耳机壳体

包括第一壳体及第二壳体，所述第一壳体与所述第二壳体卡合连接，所述第一壳体与所述

第二壳体连接处套设有橡胶圈。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壳体的侧前端

凸起形成耳塞，所述第一壳体的侧后端设有充电口，所述第一壳体的底端设有拾音口，所述

耳塞前端设有播音口，所述耳塞内呈喇叭形螺旋聚音结构；所述第二壳体的侧面设有开关

按钮及指示灯口，所述开关按钮置于所述指示灯口的上方。

7.根据权利要求1-4、6任一项所述的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蓝

牙语音系统包括喇叭、麦克风、PCB控制板及电池，所述电池电性连接所述PCB控制板，所述

PCB控制板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喇叭的输入端，所述麦克风的输出端连接所述PCB控制板的输

入端。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蓝牙语音系统

包括喇叭、麦克风、PCB控制板及电池，所述电池电性连接所述PCB控制板，所述PCB控制板的

输出端连接所述喇叭的输入端，所述麦克风的输出端连接所述PCB控制板的输入端。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PCB控制板上设有

蓝牙模块、拾音模块、播音模块、充电接口模块及充电模块，所述蓝牙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

述播音模块的输入端，所述拾音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蓝牙模块的输入端，所述充电接口

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充电模块的输入端，所述充电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电池的充电

端；所述蓝牙模块包括芯片U1、按键开关K1、电容C2、电容C3、电容C4、电容C5、电容C6、电感

L1、电容C7、电容C8、电容C9、电容C10、电容C11、电感L2、晶振Y1、发光二极管LED1、发光二极

管LED2、电容C15、芯片U2、电感L3、电容C12、电容C13、电容C14、电阻R6及芯片ANT，所述按键

开关K1的一端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40脚，所述芯片U1的第42脚连接所述电容C2的一端，所

述芯片U1的第44、45及48脚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3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41、49及54脚分别

连接所述电容C4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47脚连接所述电感L1的一端，所述电感L1的另一

端分别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53、15、16及8脚、电容C5的一端及电容C6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

第50脚连接所述电感L2的一端，所述电感L2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3、14、52、

17、13、11及39脚、电容C7的一端、电容C8的一端及电容C9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38脚连接

所述电容C10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33及63脚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11的一端，所述芯片U1

的第19脚连接所述晶振Y1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18脚连接所述晶振Y1的另一端，所述芯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210351555 U

2



片U1的第37脚连接所述发光二极管LED1的阴极，所述芯片U1的第36脚连接所述发光二极管

LED2的阴极，所述发光二极管LED1的阳极及发光二极管LED2的阳极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6的

一端，所述电阻R6的另一端连接所述按键开关K1的另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1脚经所述电容

C15接地，所述芯片U1的第12脚连接所述芯片U2的IN脚，所述芯片U2的OUT脚分别连接所述

电感L3的一端及电容C13的一端，所述电容C13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所述芯片ANT的ANTIN脚，

所述芯片ANT的ANTOUT连接所述电容C14的一端。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拾音模块包括麦

克风MIC1、电感L4、电阻R9、电容C16、电容C17及电容C18，所述麦克风MIC1的输入端连接所

述电感L4的一端，所述电感L4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18的一端、电容C16的一端及电

阻R9的一端，所述电阻R9的另一端分连接所述电容C17的一端及芯片U的第2脚，所述电容

C16的另一端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67脚，所述电容C17的另一端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68脚；

所述播音模块包括喇叭J1，所述喇叭J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10脚，所述喇叭J1的

输入-端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9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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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音频播放设备技术改进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

机。

背景技术

[0002] 耳机是一种将移动设备的声音不进行外因播放，局限在一个小的设备中播放，不

影响他人的音频输出小设备，一般都是点对点进行传输音频数据，通常是采用蓝牙技术进

行终端和耳机进行数据通信连接，即蓝牙耳机；蓝牙耳机就是将蓝牙技术应用在免持耳机

上，让使用者可以免除恼人的电线的牵绊，自在地以各种方式轻松通话，自从蓝牙耳机诞生

后，一直是行动商务族提高效率的好工具。蓝牙耳机可以在耳机和手机中实现无线传输，使

得使用者可以边打电话边做其他事，不用一直拿着手机，也不会被有线耳机和手机之间的

传输线所牵绊，并且辐射低，所以蓝牙耳机是使用特别方便的耳机，特别适合开车及运动的

时候使用。

[0003] 现有的蓝牙耳机主要有耳塞式蓝牙耳机、头戴式蓝牙耳机以及耳挂式蓝牙耳机，

其中耳塞式蓝牙耳机具有音效好、体积小等优点，但是耳塞式蓝牙耳机的传输线容易缠绕，

难以整理，不便于使用和携带，特别是不适用于一个人开车时使用，容易影响开车注意力；

头戴式蓝牙耳机由于体积大、携带不方便、如果开车接电话时需呀吧头戴式蓝牙耳机带到

头上，一个手操作不方便，长期戴着头戴式蓝牙耳机使得司机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影响开车

的安全性；耳挂式蓝牙耳机有个挂钩可以挂在耳朵上，佩戴时仅需要戴个耳帽，将耳帽塞在

耳朵里就能进行语音通话或者听音乐，使用方便。

[0004] 耳挂式蓝牙耳机以其可直接挂置于使用者耳朵上、使用方便、不易丢失等优点受

到大多数使用者的青睐。然而，在使用时，蓝牙耳机喇叭或听筒不可避免地要长时间插入耳

廓，方便接听电话，尽管喇叭或听筒的外围通常会包上一层硅胶来减轻对耳廓的压力，但是

长期使用，耳朵仍会感觉不舒服，甚至会造成耳朵疼痛。

[0005] 目前市面上的蓝牙耳机一般采用入耳式耳塞，但该类耳塞结构简单，只是简单的

将橡胶构成的耳塞头，套装在耳机的扬声器外部即可，该类蓝牙耳机在使用中发现，一、由

于橡胶皮套结构单一，只有单一的一层超薄软橡胶，隔音效果不甚理想，不论是外界的噪音

还是杨声器内部发出的声音，无法得到有效的隔绝，对使用者的隐私安全以及蓝牙的使用

体验都存在一定的影响；二、由于橡胶皮套表面较为光滑，且与耳道的内壁直接接触，这样

极容易导致耳机在长时间佩戴后由于耳道出汗，使得耳塞从耳道中脱落，不仅影响耳机的

使用，同时也影响了耳机在使用时的舒适度；三、传统的耳塞皮套对于扬声器的播放窗口没

有任何防护措施，外界灰尘或者尖刺物极容易与耳机的扬声器播放窗口接触，不仅使得耳

机扬声器容易被尖刺物损坏，同时也使得扬声器的播放窗口易被灰尘覆盖，影响语音播放

效果，而且一旦灰尘混合油脂覆盖到扬声器的播放窗口时，由于扬声器与蓝牙耳机一体式

设计，导致扬声器无法得到有效的清理，严重影响了蓝牙耳机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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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旨在解决蓝牙耳机舒适

度不足和使用不便的问题。

[0007]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所述基于负离子的无线

耳机包括耳塞帽、耳机壳体、智能蓝牙语音系统及负离子机构，所述耳机帽套设于所述耳机

壳体的耳塞上，所述智能蓝牙语音系统设于所述耳机壳体内，所述负离子机构设于所述耳

机壳体上。

[0008]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负离子机构采用的负离子颗粒或负离子帖

或负离子粉。

[0009]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负离子机构采用负离子颗粒或负离子粉

时，所述负离子颗粒或负离子粉以镶嵌或植入的方式设于所述耳机壳体上。

[0010]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负离子机构采用负离子贴时，所述负离子

帖以粘贴的方式设于所述耳机壳体上。

[0011]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耳机壳体包括第一壳体及第二壳体，所述

第一壳体与所述第二壳体卡合连接，所述第一壳体与所述第二壳体连接处套设有橡胶圈。

[0012]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第一壳体的侧前端凸起形成耳塞，所述第

一壳体的侧后端设有充电口，所述第一壳体的底端设有拾音口，所述耳塞前端设有播音口，

所述耳塞内呈喇叭形螺旋聚音结构；所述第二壳体的侧面设有开关按钮及指示灯口，所述

开关按钮置于所述指示灯口的上方。

[0013]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智能蓝牙语音系统包括喇叭、麦克风、PCB

控制板及电池，所述电池电性连接所述PCB控制板，所述PCB控制板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喇叭

的输入端，所述麦克风的输出端连接所述PCB控制板的输入端。

[0014]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PCB控制板上设有蓝牙模块、拾音模块、播

音模块、充电接口模块及充电模块，所述蓝牙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播音模块的输入端，所

述拾音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蓝牙模块的输入端，所述充电接口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充

电模块的输入端，所述充电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电池的充电端；所述蓝牙模块包括芯片

U1、按键开关K1、电容C2、电容C3、电容C4、电容C5、电容C6、电感L1、电容C7、电容C8、电容C9、

电容C10、电容C11、电感L2、晶振Y1、发光二极管LED1、发光二极管LED2、电容C15、芯片U2、电

感L3、电容C12、电容C13、电容C14、电阻R6及芯片ATN，所述按键开关K1的一端连接所述芯片

U1的第40脚，所述芯片U1的第42脚连接所述电容C2的  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44、45及48脚

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3的  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41、49及54脚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4的  一端，

所述芯片U1的第47脚连接所述电感L1的  一端，所述电感L1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所述芯片U1

的第53、15、16及8脚、电容C5的一端及电容C6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50脚连接所述电感L2

的一端，所述电感L2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3、14、52、17、13、11及39脚、电容C7

的一端、电容C8的一端及电容C9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38脚连接所述电容C10的一端，所

述芯片U1的第33及63脚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11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19脚连接所述晶振

Y1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18脚连接所述晶振Y1的另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37脚连接所述

发光二极管LED1的阴极，所述芯片U1的第36脚连接所述发光二极管LED2的阴极，所述发光

二极管LED1的阳极及发光二极管LED2的阳极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6的一端，所述电阻R6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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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连接所述按键开关K1的另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1脚经所述电容C15接地，所述芯片U1

的第12脚连接所述芯片U2的IN脚，所述芯片U2的OUT脚分别连接所述电感L3的一端及电容

C13的一端，所述电容C13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所述芯片ANT的ANTIN脚，所述芯片ANT的ANTOUT

连接所述电容C14的一端。

[0015]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拾音模块包括麦克风MIC1、电感L4、电阻

R9、电容C16、电容C17及电容C18，所述麦克风MIC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电感L4的一端，所述电

感L4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18的一端、电容C16的一端及电阻R9的一端，所述电阻R9

的另一端分连接所述电容C17的一端及芯片U的第2脚，所述电容C16的另一端连接所述芯片

U1的第67脚，所述电容C17的另一端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68脚；所述播音模块包括喇叭J1，

所述喇叭J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10脚，所述喇叭J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芯片U1的

第9脚。

[0016]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充电模块包括电池、芯片U3及电容C38，所

述电池的输出正端分别连接所述芯片U3的第7、8脚，所述芯片U3的第3脚连接所述电容C38

的一端；所述充电接口模块包括充电端子USB1及电容C23，所述充电端子USB1的第一脚分别

连接所述电容C23的一端及芯片U1的第42脚。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耳机整体结构紧凑，体积小；使用方便，功能丰富，适合

开车或运动的时候使用。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结构示意图一。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结构示意图二。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结构示意图三。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充电模块的电气原理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蓝牙模块的电气原理图一

[0023]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充电接口模块的电气原理图。

[0024]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蓝牙模块的电气原理图二。

[0025] 图8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蓝牙模块的电气原理图三。

[0026] 附图标记：10-第一壳体   20-第二壳体   30-橡胶圈   40-开关按钮   50-耳塞  

60-耳塞帽   70-PCB控制板   80-喇叭。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机，所述基于负离子的无线耳

机包括耳塞帽60、耳机壳体、智能蓝牙语音系统及负离子机构，所述耳机帽60套设于所述耳

机壳体的耳塞50上，所述智能蓝牙语音系统设于所述耳机壳体内，所述负离子机构设于所

述耳机壳体上。耳机整体结构紧凑，体积小；使用方便，功能丰富，适合开车或运动的时候使

用。所述耳塞帽采用的是硅胶材料制成，其中型号有大号、中号及小号。

[0028] 所述负离子机构采用的负离子颗粒或负离子帖或负离子粉。

[0029] 所述负离子机构采用负离子颗粒或负离子粉时，所述负离子颗粒或负离子粉以镶

嵌或植入的方式设于所述耳机壳体上。颗粒和粉均可以将其嵌入到壳体或在制作壳体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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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或粉加入到塑料材料中进行一体加工成型形成壳体，使得壳体上具有了负离子去平衡

正离子，达到一个人体健康的平衡。

[0030] 所述负离子机构采用负离子贴时，所述负离子帖以粘贴的方式设于所述耳机壳体

上。采用颗粒或粉的负离子，可以将负离子设置在贴纸上，形成负离子帖黏贴在设备壳体

上，使得壳体上具有了负离子去平衡正离子，达到一个人体健康的平衡。

[0031] 在耳机上增加负离子。适用于耳挂式耳机,头戴式耳机,耳塞式耳机及所有相关耳

机类产品增加负离子功能,增加方式有镶嵌方式,粘贴方式,植入方式,和其它方式将负离

子增加在耳机产品上面。

[0032] 所述耳机壳体包括第一壳体10及第二壳体20，所述第一壳体10与所述第二壳体20

卡合连接，所述第一壳体10与所述第二壳体20连接处套设有橡胶圈30。橡胶圈30增加了两

个壳体之间的紧密性，更加能够防水等。

[0033] 所述第一壳体10的侧前端凸起形成耳塞50，所述第一壳体10的侧后端设有充电

口，所述第一壳体10的底端设有拾音口，所述耳塞50前端设有播音口，所述耳塞50内呈喇叭

形螺旋聚音结构；所述第二壳体20的侧面设有开关按钮40及指示灯口，所述开关按钮40置

于所述指示灯口的上方。通过聚音结构使得耳机在使用时不会影响到其他人，能够很好的

将声音聚拢，在很小的声音下也能被耳膜接收到，对耳膜的伤害减小。

[0034] 所述智能蓝牙语音系统包括喇叭80、麦克风、PCB控制板70及电池，所述电池电性

连接所述PCB控制板70，所述PCB控制板70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喇叭80的输入端，所述麦克风

的输出端连接所述PCB控制板70的输入端。

[0035] 所述PCB控制板70上设有蓝牙模块、拾音模块、播音模块、充电接口模块及充电模

块，所述蓝牙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播音模块的输入端，所述拾音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

蓝牙模块的输入端，所述充电接口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充电模块的输入端，所述充电模

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电池的充电端；所述蓝牙模块包括芯片U1、按键开关K1、电容C2、电容

C3、电容C4、电容C5、电容C6、电感L1、电容C7、电容C8、电容C9、电容C10、电容C11、电感L2、晶

振Y1、发光二极管LED1、发光二极管LED2、电容C15、芯片U2、电感L3、电容C12、电容C13、电容

C14、电阻R6及芯片ATN，所述按键开关K1的一端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40脚，所述芯片U1的第

42脚连接所述电容C2的  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44、45及48脚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3的  一端，

所述芯片U1的第41、49及54脚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4的  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47脚连接所述

电感L1的  一端，所述电感L1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53、15、16及8脚、电容C5的

一端及电容C6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50脚连接所述电感L2的一端，所述电感L2的另一端

分别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3、14、52、17、13、11及39脚、电容C7的一端、电容C8的一端及电容

C9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38脚连接所述电容C10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33及63脚分别连

接所述电容C11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19脚连接所述晶振Y1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18脚

连接所述晶振Y1的另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37脚连接所述发光二极管LED1的阴极，所述芯

片U1的第36脚连接所述发光二极管LED2的阴极，所述发光二极管LED1的阳极及发光二极管

LED2的阳极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6的一端，所述电阻R6的另一端连接所述按键开关K1的另一

端，所述芯片U1的第1脚经所述电容C15接地，所述芯片U1的第12脚连接所述芯片U2的IN脚，

所述芯片U2的OUT脚分别连接所述电感L3的一端及电容C13的一端，所述电容C13的另一端

分别连接所述芯片ANT的ANTIN脚，所述芯片ANT的ANTOUT连接所述电容C14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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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所述拾音模块包括麦克风MIC1、电感L4、电阻R9、电容C16、电容C17及电容C18，所

述麦克风MIC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电感L4的一端，所述电感L4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所述电容

C18的一端、电容C16的一端及电阻R9的一端，所述电阻R9的另一端分连接所述电容C17的一

端及芯片U的第2脚，所述电容C16的另一端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67脚，所述电容C17的另一

端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68脚；所述播音模块包括喇叭J1，所述喇叭J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芯

片U1的第10脚，所述喇叭J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9脚。

[0037] 所述充电模块包括电池、芯片U3及电容C38，所述电池的输出正端分别连接所述芯

片U3的第7、8脚，所述芯片U3的第3脚连接所述电容C38的一端；所述充电接口模块包括充电

端子USB1及电容C23，所述充电端子USB1的第一脚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23的一端及芯片U1的

第42脚。

[0038] 该耳机通过蓝牙与手机或平板连接，在使用过程中，将声音通过麦克口收音到蓝

牙控制模块内，通过蓝牙通信传输给手机或平板等设备，这些设备将信息通过移动通信或

WIFI输出，在放音时，接收移动设备的语音信息输出耳机，耳机将信息播放出来，供使用者

听取。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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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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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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