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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线直播声卡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包括

有头戴声卡装置和与手机连接的手机端收发装

置，所述手机端收发装置包括有手机端无线音频

传输电路，所述手机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连接有

与手机连接的通信连接端口，所述头戴声卡装置

包括有DSP音效处理器，所述DSP音效处理器连接

有头戴声卡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输入音频信号

的麦克风电路、输出音频信号的耳机电路，将头

戴式无线直播声卡分为头戴声卡装置以及手机

端收发装置，头戴声卡装置通过麦克风拾取音频

信号直接经DSP音效处理器后通过耳机输出，并

通过头戴声卡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手机端无线

音频传输电路发送到手机在直播平台传播，解决

了无线耳机延时监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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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头戴声卡装置(1)和与手机连接的手机端收

发装置(2)，所述手机端收发装置(2)包括有手机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21)，所述手机端无

线音频传输电路(21)连接有与手机连接的通信连接端口(23)，所述头戴声卡装置(1)包括

有DSP音效处理器(11)，所述DSP音效处理器(11)连接有与手机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21)无

线通信连接的头戴声卡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12)、输入音频信号的麦克风电路(13)、输出

音频信号的耳机电路(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连接端口(23)为

MICRO  USB接口、手机端TYPE-C接口、Lighting接口或3.5MM耳麦孔接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机端收发装置(2)还

设有用于供电的手机端电源电路(22)，所述手机端电源电路(22)包括有顺次连接的手机端

电池电路(221)、手机端3.3V稳压电路(22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DSP音效处理器(11)连

接有与手机蓝牙无线通信连接的蓝牙电路(1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DSP音效处理器(11)连

接有RF无线接收电路(110)，所述RF无线接收电路(110)无线连接有遥控器(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DSP音效处理器(11)连

接有输入控制指令的按键电路(17)。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DSP  音效处理器(11)连

接有LED状态指示灯(18)。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头戴声卡装置(1)还包

括有用于供电的耳头戴声卡端电源电路(15)，所述耳头戴声卡端电源电路(15)包括有顺次

连接的头戴声卡端电池电路(151)、头戴声卡端3.3V稳压电路(152)。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耳头戴声卡端电源电路

(15)连接有用于充电的头戴声卡端TYPE-C接口(19)。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机端无线音频传输

电路(21)、头戴声卡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12)之间的主要通信频段为2.4GHz或5.8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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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线直播声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无线直播声卡。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直播短视频的火热受捧，直播带货也成为当前电商的主流发展方向。当主播

在直播的时候，手持有线麦克风、头戴有线耳机、连接线束造成主播才艺展示表演或者演示

产品的不方便。而市面现有的U段无线麦克风或蓝牙无线耳机，均存在无线耳机延时等缺

点，造成主播接收音频信息反馈造成混乱。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克服了上述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无线直播声卡。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下列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头戴声卡装置和与手机连接的手机端收

发装置，所述手机端收发装置包括有手机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所述手机端无线音频传输

电路连接有与手机连接的通信连接端口，所述头戴声卡装置包括有DSP音效处理器，所述

DSP音效处理器连接有与手机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无线通信连接的头戴声卡端无线音频传

输电路、输入音频信号的麦克风电路、输出音频信号的耳机电路。

[0006] 如上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连接端口为MICRO  USB接

口、手机端TYPE-C接口、Lighting接口或3.5MM耳麦孔接口。

[0007] 如上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机端收发装置还设有用于供

电的手机端电源电路，所述手机端电源电路包括有顺次连接的手机端电池电路、手机端

3.3V稳压电路。

[0008] 如上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DSP音效处理器连接有与手机蓝

牙无线通信连接的蓝牙电路。

[0009] 如上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DSP音效处理器连接有RF无线接

收电路，所述RF无线接收电路无线连接有遥控器。

[0010] 如上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DSP音效处理器连接有输入控制

指令的按键电路。

[0011] 如上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DSP音效处理器连接有LED状态

指示灯。

[0012] 如上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耳头戴声卡端电源电路连接有

用于充电的头戴声卡端TYPE-C接口。

[0013] 如上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头戴声卡装置还设有用于供电

的耳头戴声卡端电源电路，所述耳头戴声卡端电源电路包括有顺次连接的头戴声卡端电池

电路、头戴声卡端3.3V稳压电路。

[0014] 如上所述的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机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头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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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卡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之间的主要通信频段为2.4GHz或5.8GHz。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本实用新型将头戴式无线直播声卡分为头戴声卡装置、与手机连接的手机端收发

装置以及遥控器，头戴声卡装置通过麦克风拾取音频信号直接经DSP音效处理器后通过耳

机输出，并通过头戴声卡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手机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发送到手机在直

播平台传播，解决了无线耳机延时监听问题，当直播互动时观众音频信号经手机端无线音

频传输电路、头戴声卡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发送到头戴声卡装置的耳机上，实现无线直播，

还可通过遥控器遥控声卡输出气氛音频信号，便于主播才艺表演。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手机端2.4G无线音频传输电路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手机端电池电路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手机端3.3V稳压电路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手机端TYPE-C接口电路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3.5MM耳麦孔接口电路图；

[0023] 图7为本实用新型DSP音效处理器电路图；

[0024] 图8为本实用新型头戴声卡端2.4G无线音频传输电路图；

[0025] 图9为本实用新型麦克风电路图；

[0026] 图10为本实用新型耳机电路图；

[0027] 图11为本实用新型头戴声卡端电池电路图；

[0028] 图12为本实用新型头戴声卡端3.3V稳压电路图；

[0029] 图13为本实用新型按键电路图；

[0030] 图14为本实用新型LED状态指示灯电路图；

[0031] 图15为本实用新型头戴声卡端TYPE-C接口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解释和

说明，但下述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全部。基于实施方式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

[0033] 如图1-15所示，一种无线直播声卡，包括有头戴声卡装置1和与手机连接的手机端

收发装置2，所述手机端收发装置2包括有手机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21，所述手机端无线音

频传输电路21连接有用于供电的手机端电源电路22、与手机连接的通信连接端口23，所述

头戴声卡装置1包括有DSP音效处理器11，所述DSP音效处理器11连接有与手机端无线音频

传输电路21无线通信连接的头戴声卡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12、输入音频信号的麦克风电路

13、输出音频信号的耳机电路14、用于供电的耳头戴声卡端电源电路15，其中所述手机端无

线音频传输电路21、头戴声卡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12之间的主要通信频段为2.4GHz或

5.8GHz；所述DSP音效处理器11连接有与手机蓝牙无线通信连接的蓝牙电路16；所述DSP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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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处理器11连接有RF无线接收电路110，所述RF无线接收电路110无线连接有遥控器3。

[0034] 本案以2.4GHz通信频段为例子，直播工作时，麦克风电路13的麦克风拾取主播说

话的音频信号，拾取的音频信号通过DSP音效处理器11的芯片DSP处理音效，再经过耳机放

大，推动耳机电路14的耳机监听，实现耳机的无延时监听功能，同时通过头戴声卡端无线音

频传输电路12发射音频数字信号，与手机相连的手机端收发装置2中的手机端无线音频传

输电路21收到音频数字信号，并对接收的音频数字信号做出相应处理，通过通信连接端口

23进入手机在直播平台传播；同理观众的连麦功能，通过手机端收发装置2的手机端无线音

频传输电路21发送音频数字信号，头戴声卡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12接收后通过耳机电路14

输入，实现与观众连麦互动直播声卡的操作。同时头戴声卡装置1的蓝牙电路16还可与手机

蓝牙无线通信连接，实现蓝牙伴奏功能，且主播还可通过遥控器控制声卡输入各种气氛音

频信号，增加表演气氛。

[0035] 其中，所述通信连接端口23为MICRO  USB接口、手机端TYPE-C接口、Lighting接口

或3.5MM耳麦孔接口，如图5-6所示，分别为手机端TYPE-C接口电路图、3.5MM耳麦孔接口电

路图。

[0036] 如图3-4所示，所述手机端电源电路22包括有顺次连接的手机端电池电路221、手

机端3.3V稳压电路222，手机端3.3V稳压电路222向手机端收发装置2各电路供电，且还可通

过手机端TYPE-C接口向手机端电池电路221中的充电电池充电。

[0037] 如图13所示，所述DSP音效处理器11连接有输入控制指令的按键电路17，可通过按

键电路17控制头戴声卡装置1的开关或调节音量等操作。

[0038] 如图14所示，所述DSP音效处理器11连接有LED状态指示灯18，提示主播头戴声卡

装置1的工作状态。

[0039] 如图11-12所示，所述耳头戴声卡端电源电路15包括有顺次连接的头戴声卡端电

池电路151、头戴声卡端3.3V稳压电路152，头戴声卡端3.3V稳压电路152向头戴声卡装置1

各电路供电。

[0040] 如图15所示，所述耳头戴声卡端电源电路15连接有用于充电的头戴声卡端TYPE-C

接口19，通过头戴声卡端TYPE-C接口19向头戴声卡端电池电路151充电电池充电。

[0041] 如图2和图8所示，所述手机端无线音频传输电路21与头戴声卡端无线音频传输电

路12使用的无线音频芯片均为2.4G无线音频A8102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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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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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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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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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4/8 页

9

CN 212628318 U

9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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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6/8 页

11

CN 212628318 U

11



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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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图14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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