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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声学元件制造技术领域，公开了

一种用于制作发声装置盆架结构的注塑模具。本

发明实施方式所提供的用于制作发声装置盆架

结构的注塑模具包括模具本体，所述模具本体的

顶面与所述盆架结构的底壁形状适配，所述模具

本体的顶面对应于所述盆架结构底壁设置有镀

锡焊盘的位置设置有避让槽。本发明实施方式提

供的用于制作发声装置盆架结构的注塑模具在

高速高温注塑时，镀锡焊盘和模具之间有避让槽

做间隔，可以避免注塑时的高温使得镀锡焊盘的

镀锡层重熔，确保镀锡层厚度均匀，音圈线点焊

状态良好，不会造成无声。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4页

CN 111645271 B

2022.04.29

CN
 1
11
64
52
71
 B



1.一种用于制作发声装置盆架结构的注塑模具，包括模具本体，所述模具本体的顶面

与所述盆架结构的底壁形状适配，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具本体的顶面对应于所述盆架结构

底壁设置有镀锡焊盘的位置设置有避让槽，所述避让槽的面积大于所述镀锡焊盘上的镀锡

区域的面积，所述避让槽顶面与所述模具本体的顶面之间的垂直距离大于所述镀锡区域的

镀锡厚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制作发声装置盆架结构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避

让槽的侧壁垂直于所述模具本体的顶面，所述避让槽顶边位于所述镀锡焊盘的边缘与所述

镀锡区域的边缘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制作发声装置盆架结构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避

让槽顶面呈平面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用于制作发声装置盆架结构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避让槽为2个，2个所述避让槽的位置分别与正负极连接的镀锡焊盘相对应。

5.一种盆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盆架结构采用如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注塑模

具制作形成，所述盆架结构上设置镀锡焊盘的位置与所述注塑模具的避让槽的位置相对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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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制作发声装置盆架结构的注塑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声学元件制造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制作发声装置盆架结构的

注塑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发声装置广泛应用于生活和工业中的各种电子产品中，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了

带有发声装置的电子产品的功能，因此发声装置的制造工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0003] 现有技术中发声装置的盆架结构可以通过高速高温注塑工艺进行生产，将连接有

电极的镀锡焊盘放置在模具底座上，然后通过合模、注塑、稳压、冷却以及退模等工艺进行

制作。在此过程中，盆架结构内设置镀锡焊盘的镀锡区域与模具直接接触，由于注塑时的温

度影响，镀锡区域可能发生重熔，进而导致镀锡区域厚度不均匀或者与音圈的引线断开，进

而导致发声装置无法工作。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能够在高速高温注塑工艺条件下，确保镀锡层不发生重熔

的注塑模具。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在高速高温的注塑工艺下，可以确保发声装置盆

架结构镀锡层不发生重熔的注塑模具。

[0006]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用于制作发声装置盆架结构的

注塑模具，包括模具本体，所述模具本体的顶面与所述盆架结构的底壁形状适配，所述模具

本体的顶面对应于所述盆架结构底壁设置有镀锡焊盘的位置设置有避让槽。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避让槽的面积大于所述镀锡焊盘上的镀锡区域的面积。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避让槽的侧壁垂直于所述模具本体的顶面，所述避让槽顶边位于

所述镀锡焊盘的边缘与所述镀锡区域的边缘之间。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避让槽顶面呈平面结构，所述避让槽顶面与所述模具本体的顶面

之间的垂直距离大于所述镀锡区域的镀锡厚度。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避让槽为2个，2个所述避让槽的位置分别与正负极连接的镀锡焊

盘相对应。

[0011] 与此同时，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盆架结构，所述盆架结构采用上述所述的注塑模

具制作形成，所述盆架结构上设置镀锡焊盘的位置与所述注塑模具的避让槽的位置相对

应。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将连接有电极的镀锡焊盘放置在模具底座上，在合模的

过程中，模具本体的顶面上设置的避让槽对准镀锡焊盘的位置，在镀锡焊盘的上方形成避

让空间，在此过程中，镀锡焊盘的镀锡区域与模具本体的顶面没有直接接触，因此注塑时模

具传递的热量经过避让空间的阻隔不会导致镀锡区域的重熔，镀锡区域的厚度不会发生变

化，因此镀锡区域能够确保音圈的引线与镀锡焊盘处于良好的连接状态，进而保障了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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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注塑时的生产质量。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注塑模具的立体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模具本体顶面的平面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模具本体合模的侧视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模具本体合模的剖视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避让槽的局部放大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盆架结构的俯视图；

[0019] 图7为本发明盆架结构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1] 本发明实施方式涉及一种用于制作发声装置盆架结构的注塑模具100，如图1至图

7所示，包括模具本体1，模具本体1的顶面11与盆架结构2的底壁21的形状相适配。在模具本

体1的顶面11上设置有避让槽12，避让槽12的位置与盆架结构2上设置的镀锡焊盘3的位置

相对应。在高速高温注塑时，将连接有电极的镀锡焊盘3放置在模具底座上，将本发明提供

的注塑模具100与模具底座进行合模，合模后的避让槽12在镀锡焊盘3的上方形成避让空

间。

[0022]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相对于现有技术来说，当镀锡焊盘3与音圈引线的正极或者负

极的引线通过镀锡层连接后在镀锡焊盘3的表面上形成具有一定厚度的镀锡区域31，镀锡

区域31的镀锡厚度能够保证音圈线的引线与镀锡焊盘3的表面形成通路连接，同时镀锡层

的厚度也不会过大导致浪费镀锡材料以及占用盆架结构2的内部空间。在高速高温注塑时，

将本发明提供的注塑模具100与模具底座合模。在模具本体1的顶面11上设置有避让槽12，

避让槽12的位置与镀锡焊盘3上的的镀锡区域31相对应。因此，避让槽12在镀锡区域31的上

方形成了具有一定空气间隔的避让空间，用于阻隔注塑时热量从模具本体1的顶面11传递

至镀锡区域31。镀锡材料的熔点在270℃左右，而高速高温注塑时的温度在300℃左右，注塑

时绝大部分的热量要通过模具的传导散热，如果模具本体1的顶面11直接接触镀锡区域31

时，会导致镀锡区域31的镀锡层重熔，而本发明提供的模具本体1的顶面11上设置有避让槽

12，避让槽12在镀锡区域31的上方形成了具有一定空气间隔的避让空间，用于阻隔注塑时

热量从模具本体1的顶面11传递至镀锡区域31。可以减少绝大部分热量从模具本体1的顶面

11传递至镀锡区域31，进而防止了镀锡层的重熔，镀锡区域31的厚度未发生变化而保持均

匀的状态，此时音圈的引线通过镀锡区域31与镀锡焊盘3形成良好的通路连接，确保了注塑

时镀锡焊盘3和音圈引线的焊接质量，增加了盆架结构2注塑生产时的良品率，也确保了产

品在运用于其他电子设备时的质量。

[0023] 下面对本实施方式的实现细节进行具体的说明，以下内容仅为方便理解提供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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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细节，并非本实施方案的必须。

[0024] 具体的，本发明在模具本体1的顶面11设置有避让槽12，避让槽12的覆盖区域只需

大于音圈的引线与镀锡焊盘3焊接的区域即可满足要求，当注塑时，只要此部分镀锡区域的

镀锡层不发生重熔，音圈的引线与镀锡焊盘3的通路连接关系就不会破坏。作为一项优选，

本实施方式中避让槽12的面积大于镀锡焊盘3上所有的镀锡区域31的面积，进一步保障了

注塑时镀锡层的稳定性。

[0025] 具体地，如图3至图5所示，避让槽12的面积大于镀锡焊盘3上所有的镀锡区域31的

面积，此时避让槽12的横截面可以有多种选择的方式，只要避让空间的间隔满足隔热的需

求即可。可以是圆弧形的穹顶结构，也可以是多条线段围成的多边形结构，也可以是线段和

弧线组合而成的形状。作为一项优选，本实施例中避让槽12的侧壁121垂直于模具本体1的

顶面11，避让槽12的侧壁121与模具本体1的顶面11相交形成顶边122，顶边122的位置处于

镀锡焊盘3的边缘和镀锡区域31的边缘之间的未镀锡区域32。此时顶边122附近的部分模具

本体1的顶面11紧贴镀锡焊盘3上的未镀锡区域32，对镀锡焊盘3在注塑时的位置进行约束。

当顶边122距离镀锡区域31的边缘较近时，仍有可能会对镀锡区域31的镀锡层传递热量，进

而影响镀锡区域31内镀锡层的厚度，作为进一步地优化，可以将顶边122的位置设置在靠近

镀锡焊盘3的边缘位置，此时顶边122不仅可以对镀锡焊盘3进行约束，同时又尽可能减少了

对镀锡区域31的镀锡层的干扰。

[0026] 具体的，当避让槽12的侧壁121垂直于模具本体1的顶面11时，避让槽顶面123可以

有多种结构选择，可以是圆弧状的穹顶结构，也可以由多边形组合而成，也可以是其他满足

要求的形状。作为一项优选，本实施例中避让槽顶面123采用平面结构，采用平面结构便于

避让槽12的加工，也便于控制避让槽顶面123与镀锡区域31之间的距离，设置合适的距离，

确保模具本体1上的热量不会对镀锡区域31造成影响，也避免了复杂结构传递热量不均匀

对镀锡区域31造成影响。需要说明的是，避让槽顶面123与模具本体1的顶面11之间的垂直

距离大于镀锡区域31的镀锡厚度，这样才可以确保避让槽顶面123与镀锡区域31有着避让

空间。

[0027] 具体的，在盆架结构2上设置的镀锡焊盘3的数量为2个，镀锡焊盘3分别连接音圈

引线的正负极。因此，本实施方式中，在2个镀锡焊盘3对应的位置分别设置有避让槽12，确

保音圈引线的正负极与镀锡焊盘3的连接均处于稳固的状态。

[0028] 与此同时，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还提供了一种利用上述的注塑模具100制作的盆架

结构2，盆架结构2上设置有容纳槽22，镀锡焊盘3设置于容纳槽22中，容纳槽22的位置与注

塑模具100的避让槽12的位置相对应，即镀锡焊盘3设置于盆架结构2上的位置与避让槽12

的位置对应。当使用注塑模具100制作盆架结构2时，镀锡焊盘3被稳固地嵌入盆架结构2中，

同时镀锡焊盘3上的镀锡区域31也得到了良好的保护。

[0029]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在此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改进，但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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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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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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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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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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