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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低音炮音效的蓝牙音箱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蓝牙音箱技术领域的一种

具有低音炮音效的蓝牙音箱灯，包括主壳体，以

及插装在主壳体后侧的音箱部分，以及分别安装

在音箱部分左右两侧的、并与主壳体后侧固定连

接的两个灯具；音箱部分包括：安装在主壳体后

侧的音箱壳体，其内腔设置为封闭的音腔；安装

在音箱壳体上侧的、出声端朝上的喇叭；安装在

音箱壳体的靠近下侧位置的震动膜，所述震动膜

斜对桌面；其中，音箱壳体的壁上开通有与音腔

接通的喇叭安装孔，喇叭贴覆喇叭安装孔，喇叭

穿过喇叭安装孔并伸入音腔中；音箱壳体的壁上

开通有与音腔接通的震动膜安装孔，震动膜贴覆

震动膜安装孔。利用喇叭和震动膜的组合来改善

低音炮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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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低音炮音效的蓝牙音箱灯，包括主壳体(2)，以及插装在主壳体(2)后侧的

音箱部分(1)，以及分别安装在音箱部分(1)左右两侧的、并与主壳体(2)后侧固定连接的两

个灯具(3)，其特征在于：

所述音箱部分(1)包括：

安装在主壳体(2)后侧的音箱壳体，其内腔设置为封闭的音腔(106)；

安装在音箱壳体上侧的、出声端朝上的喇叭(103)；

安装在音箱壳体的靠近下侧位置的震动膜(104)，所述震动膜(104)斜对桌面；

其中，所述音箱壳体的壁上开通有与音腔(106)接通的喇叭安装孔(101c)，所述喇叭

(103)贴覆喇叭安装孔(101c)，所述喇叭(103)穿过喇叭安装孔(101c)并伸入音腔(106)中；

所述音箱壳体的壁上开通有与音腔(106)接通的震动膜安装孔(101e)，所述震动膜

(104)贴覆震动膜安装孔(101e)。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低音炮音效的蓝牙音箱灯，其特征在于：所述音箱部

分(1)设有网罩(105)，所述网罩(105)卡装在主壳体(2)后侧，所述网罩(105)贴装音箱壳体

的外表面并同时覆盖喇叭(103)和震动膜(10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低音炮音效的蓝牙音箱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罩

(105)设置为向内弯曲的弧形板结构，所述音箱壳体的外表面具有弧形贴靠面(101f)，所述

网罩(105)的内圆面贴附弧形贴靠面(101f)。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低音炮音效的蓝牙音箱灯，其特征在于：所述音箱壳

体由第一壳座(101)和第二壳座(102)相互拼装而成，所述弧形贴靠面(101f)设置在第一壳

座(101)的外表面上，所述喇叭(103)、震动膜(104)均安装在第一壳座(101)上，所述喇叭安

装孔(101c)和震动膜安装孔(101e)均设置在第一壳座(101)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低音炮音效的蓝牙音箱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壳

座(101)外表面上对应喇叭安装孔(101c)的区域设有凹槽结构的、被网罩(105)完全覆盖的

喇叭容纳槽(101b)，所述喇叭容纳槽(101b)开口朝上，所述喇叭容纳槽(101b)的槽底为平

面结构，所述喇叭安装孔(101c)设置在喇叭容纳槽(101b)的槽底，所述喇叭(103)的壳体部

分贴附所述喇叭容纳槽(101b)的槽底。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低音炮音效的蓝牙音箱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壳

座(101)外表面上对应震动膜安装孔(101e)的区域设有凹槽结构的、被网罩(105)完全覆盖

的震动膜容纳槽(101d)，所述震动膜容纳槽(101d)的开口斜对桌面，所述震动膜容纳槽

(101d)的槽底为平面结构，所述震动膜安装孔(101e)设置在震动膜容纳槽(101d)的槽底，

所述震动膜(104)完全处于震动膜容纳槽(101d)内并贴附震动膜容纳槽(101d)的槽底。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具有低音炮音效的蓝牙音箱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壳

座(101)的拼接侧表面上设有定位凸缘(101a)，所述第二壳座(102)的拼接侧表面上设有定

位凹槽(102a)，所述定位凸缘(101a)插配定位凹槽(1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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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低音炮音效的蓝牙音箱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蓝牙音箱技术领域，具体来说，是一种蓝牙音箱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蓝牙音箱灯已经在市场上普遍得到应用，可以与手机蓝牙连接，以播放手机

上的音乐，并且还具有灯具的功能。但是，现在蓝牙音箱灯的低音炮音效做得不够。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低音炮音效的蓝牙音箱灯，利用喇叭和震动膜

的组合来改善低音炮音效。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具有低音炮音效的蓝牙音箱灯，包括主壳

体，以及插装在主壳体后侧的音箱部分，以及分别安装在音箱部分左右两侧的、并与主壳体

后侧固定连接的两个灯具；

[0005] 所述音箱部分包括：

[0006] 安装在主壳体后侧的音箱壳体，其内腔设置为封闭的音腔；

[0007] 安装在音箱壳体上侧的、出声端朝上的喇叭；

[0008] 安装在音箱壳体的靠近下侧位置的震动膜，所述震动膜斜对桌面；

[0009] 其中，所述音箱壳体的壁上开通有与音腔接通的喇叭安装孔，所述喇叭贴覆喇叭

安装孔，所述喇叭穿过喇叭安装孔并伸入音腔中；

[0010] 所述音箱壳体的壁上开通有与音腔接通的震动膜安装孔，所述震动膜贴覆震动膜

安装孔。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音箱部分设有网罩，所述网罩卡装在主壳体后侧，所述网罩贴装音

箱壳体的外表面并同时覆盖喇叭和震动膜。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网罩设置为向内弯曲的弧形板结构，所述音箱壳体的外表面具有

弧形贴靠面，所述网罩的内圆面贴附弧形贴靠面。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音箱壳体由第一壳座和第二壳座相互拼装而成，所述弧形贴靠面

设置在第一壳座的外表面上，所述喇叭、震动膜均安装在第一壳座上，所述喇叭安装孔和震

动膜安装孔均设置在第一壳座上。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壳座外表面上对应喇叭安装孔的区域设有凹槽结构的、被网

罩完全覆盖的喇叭容纳槽，所述喇叭容纳槽开口朝上，所述喇叭容纳槽的槽底为平面结构，

所述喇叭安装孔设置在喇叭容纳槽的槽底，所述喇叭的壳体部分贴附所述喇叭容纳槽的槽

底。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壳座外表面上对应震动膜安装孔的区域设有凹槽结构的、被

网罩完全覆盖的震动膜容纳槽，所述震动膜容纳槽的开口斜对桌面，所述震动膜容纳槽的

槽底为平面结构，所述震动膜安装孔设置在震动膜容纳槽的槽底，所述震动膜完全处于震

动膜容纳槽内并贴附震动膜容纳槽的槽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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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壳座的拼接侧表面上设有定位凸缘，所述第二壳座的拼接侧

表面上设有定位凹槽，所述定位凸缘插配定位凹槽。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8] 1、利用喇叭和震动膜的组合来改善低音炮音效，使用时，将蓝牙音箱灯放在桌面

上，喇叭在出声时，音箱壳体的音腔内的空气产生震动，震动膜随之震动，由于震动膜斜对

桌面(也即震动膜与桌面之间存在一定的夹角)，因此震动膜产生的震动波遇到桌面后产生

反射波，反射波与震动膜产生的震动波相互干涉，从而改善低音炮音效；

[0019] 2、由于设置了喇叭容纳槽、喇叭安装孔，便于安装时迅速给喇叭进行定位，由于设

置了震动膜容纳槽、震动膜安装孔，便于安装时迅速给震动膜进行定位，并且喇叭容纳槽的

槽底、震动膜容纳槽的槽底均为平面结构，进一步增强了安装定位效果，可以迅速锁定喇

叭、震动膜的安装角度。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纵剖示意图。

[0022] 图3是音箱部分的纵剖示意图。

[0023] 图4是音箱部分的分解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1-4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5] 如图1所示，一种具有低音炮音效的蓝牙音箱灯，包括主壳体2，以及插装在主壳体

2后侧的音箱部分1，以及分别安装在音箱部分1左右两侧的、并与主壳体2后侧固定连接的

两个灯具3。

[0026] 结合图2-4所示，上述音箱部分1包括：

[0027] 安装在主壳体2后侧的音箱壳体，其内腔设置为封闭的音腔106；

[0028] 安装在音箱壳体上侧的、出声端朝上的喇叭103；

[0029] 安装在音箱壳体的靠近下侧位置的震动膜104，震动膜104斜对桌面；

[0030] 其中，音箱壳体的壁上开通有与音腔106接通的喇叭安装孔101c，喇叭103贴覆喇

叭安装孔101c，喇叭103穿过喇叭安装孔101c并伸入音腔106中。

[0031] 上述音箱壳体的壁上开通有与音腔106接通的震动膜安装孔101e，震动膜104贴覆

震动膜安装孔101e。

[0032] 一般地，将蓝牙音箱灯放在桌面上并打开蓝牙，把手机蓝牙打开，将手机架在主壳

体2的定位斜面上，蓝牙音箱灯的控制面板将手机的信号转化为声音信号并驱使喇叭103出

声。

[0033] 本实施例中，喇叭103在出声时，音箱壳体的音腔106内的空气产生震动，震动膜

104随之震动，由于震动膜104斜对桌面(也即震动膜104与桌面之间存在一定的夹角)，因此

震动膜104产生的震动波遇到桌面后产生反射波，反射波与震动膜104产生的震动波相互干

涉，从而改善低音炮音效。

[0034] 上述音箱部分1设有网罩105，网罩105卡装在主壳体2后侧，网罩105贴装音箱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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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表面并同时覆盖喇叭103和震动膜104。

[0035] 上述网罩105设置为向内弯曲的弧形板结构，音箱壳体的外表面具有弧形贴靠面

101f，网罩105的内圆面贴附弧形贴靠面101f，便于网罩105安装定位。

[0036] 上述音箱壳体由第一壳座101和第二壳座102相互拼装而成，上述第一壳座101的

拼接侧表面上设有定位凸缘101a，第二壳座102的拼接侧表面上设有定位凹槽102a，定位凸

缘101a插配定位凹槽102a，弧形贴靠面101f设置在第一壳座101的外表面上，喇叭103、震动

膜104均安装在第一壳座101上，喇叭安装孔101c和震动膜安装孔101e均设置在第一壳座

101上。

[0037] 上述第一壳座101外表面上对应喇叭安装孔101c的区域设有凹槽结构的、被网罩

105完全覆盖的喇叭容纳槽101b，喇叭容纳槽101b开口朝上，喇叭容纳槽101b的槽底为平面

结构，喇叭安装孔101c设置在喇叭容纳槽101b的槽底，喇叭103的壳体部分贴附喇叭容纳槽

101b的槽底，喇叭安装孔101c和喇叭容纳槽101b的槽底起到给喇叭103定位的作用，使得喇

叭103的安装位置更为准确。

[0038] 上述第一壳座101外表面上对应震动膜安装孔101e的区域设有凹槽结构的、被网

罩105完全覆盖的震动膜容纳槽101d，震动膜容纳槽101d的开口斜对桌面，震动膜容纳槽

101d的槽底为平面结构，震动膜安装孔101e设置在震动膜容纳槽101d的槽底，震动膜104完

全处于震动膜容纳槽101d内并贴附震动膜容纳槽101d的槽底。震动膜安装孔101e和震动膜

容纳槽101d的槽底起到给震动膜104定位的作用，使得震动膜104的安装位置更为准确。

[0039] 以上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各

种变换或改进，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总的构思的前提下，这些变换或改进都应当属于本实

用新型要求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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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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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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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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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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