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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

舞台灯，它涉及音响和舞台灯技术领域。壳体两

侧设有喇叭,壳体内设有电路主板PCBA及UHF无

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壳体底部有音箱倒相孔散

热孔，电路主板PCBA分别与USB电源线接口输入

5V/≧2A、步进电机排线、彩灯排线、UHF无线话筒

接收板PCBA、蓝牙PCBA板、喇叭电性连接，壳体上

端设有彩灯透光灯盖呈半球状由若干个六边形

透镜组成蜂窝状结构。步进电机带动彩灯铝基板

PCBA转动，彩灯灯珠发出的灯光通过彩灯透光灯

盖投射，使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

具有营造绚丽KTV灯光效果，并可播放音乐和切

换伴唱原唱，可用无线话筒唱歌、录歌、通话、录

音、直播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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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其特征在于：它包含壳体、步进电

机及步进电机排线、彩灯铝基板PCBA及彩灯排线、喇叭、电路主板PCBA、UHF无线话筒接收模

块PCBA及UHF无线话筒接收天线、蓝牙PCBA板、支架面板壳、彩灯透光灯盖，所述壳体下面设

有固定架，所述壳体上设有EVA备胶海绵贴密封条，所述壳体底部设有音箱倒相孔散热孔，

所述壳体背面设有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电源开关、混响效果调节单元、话筒音量调

节单元、有线话筒输入接口、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MICRO  USB

多功能接口、耳机接口，所述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上设有UHF无线话筒接收天线，所述

壳体的内部设置有步进电机及步进电机排线，所述步进电机的上方设置有彩灯铝基板

PCBA，所述彩灯铝基板PCBA包含彩灯灯珠、彩灯排线，所述彩灯铝基板PCBA的中心设置有螺

丝孔，彩灯铝基板PCBA通过螺丝孔与步进电机转轴固定连接，彩灯铝基板PCBA上围绕螺丝

孔均匀设置有若干个彩灯灯珠排列成圆形，所述壳体的两侧设置有喇叭，所述壳体的内部

设置有电路主板PCBA及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所述电路主板PCBA分别与USB电源线接

口输入5V/≧2A、步进电机排线、彩灯排线、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蓝牙PCBA板、喇叭电

性连接，所述支架面板壳上设置有AUX  IN音频输入接口，所述壳体的上端贴有EVA备胶海绵

贴密封条与壳体固定连接的还有彩灯透光灯盖,所述彩灯透光灯盖呈半球状，彩灯透光灯

盖的表面为若干个六边形透镜组成的蜂窝状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进电机上设置有步进电机转轴，所述步进电机转轴上设置有限位杆，所述步进电

机的一侧设置有用于限制限位杆转动的限位柱,所述步进电机上设置有步进电机支架，步

进电机通过步进电机支架与壳体固定连接，所述步进电机排线与电路主板PCBA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其特征在

于：所述彩灯灯珠数量为九个，每三个彩灯灯珠并联为一组锡焊在彩灯铝基板PCBA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其特征在

于：所述壳体的正面设置有支架面板壳，所述支架面板壳内设置有蓝牙PCBA板，蓝牙PCBA板

与支架面板壳固定连接后延伸设置在支架面板壳外的包含有红外遥控接收头、TF卡座、上

一曲/音量“-”键、播放暂停键、下一曲/音量“+”键、模式键、U盘接口、LED指示灯、AUX  IN音

频输入接口，所述红外遥控接收头、TF卡座、上一曲/音量“-”键、播放暂停键、下一曲/音量

“+”键、模式键、U盘接口、LED指示灯、AUX  IN音频输入接口，所述的蓝牙PCBA板与电路主板

PCBA电性连接，所述的上一曲/音量“-”键、播放暂停键、下一曲/音量“+”键、模式键构成按

键模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其特征在

于：所述壳体的内部设置有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和电路主板PCBA，所述UHF无线话筒

接收模块PCBA与电路主板PCBA电性连接，所述的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上还包含UHF无

线话筒接收天线，所述的UHF无线话筒接收天线与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电性连接，所

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话筒音量调节单元，所述话筒音量调节单元与UHF无线话筒接收

模块PCBA电性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其特征在

于：所述壳体的背面设置有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电源开关、混响效果调节单元、话

筒音量调节单元、有线话筒输入接口、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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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USB多功能接口、耳机接口，所述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电源开关、混响效果调

节单元、话筒音量调节单元、有线话筒输入接口、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

换开关、MICRO  USB多功能接口、耳机接口延伸设置在壳体背面的壳体外，所述的电源开关、

混响效果调节单元、话筒音量调节单元、有线话筒输入接口、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

电路识别切换开关、MICRO  USB多功能接口、耳机接口构成功能模块，所述的功能模块和USB

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与电路主板PCBA电性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MICRO  USB多功能接口、电源开关、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

≧2A、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手机麦克风识别电路及放大单元、

手机耳机左右声道输出电路、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所述MICRO  USB多功能接口、安卓手

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电源开关、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延伸设

置在壳体外，所述MICRO  USB多功能接口分别与电源开关、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

路识别切换开关、手机耳机左右声道输出电路电性连接，所述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

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与手机麦克风识别电路及放大单元电性连接，所述手机麦克风识别电

路及放大单元分别与手机耳机左右声道输出电路、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电源开关电性

连接，所述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与电源开关电性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电源开关、话筒音量调节单元、混响效果调节单元、混响模

块、有线话筒前级放大电路、有线话筒输入接口、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所述电源开关、话

筒音量调节单元、混响效果调节单元、有线话筒输入接口延伸设置在壳体外，所述有线话筒

输入接口与有线话筒前级放大电路电性连接，所述有线话筒前级放大电路分别与电源开

关、话筒音量调节单元电性连接，所述话筒音量调节单元与所述的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

PCBA电性连接，所述的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分别与UHF无线话筒接收天线、电源开关、

话筒音量调节单元电性连接，所述混响模块分别与话筒音量调节单元、电源开关、混响效果

调节单元、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电性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UHF无线音频发射模块、发射天线、电源开关、左右声道音频

处理电路，所述UHF无线音频发射模块分别与发射天线、电源开关、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

电性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左右声道耳机放大电路、耳机接口、耳机插入状态静音检测

开关、静音控制接口、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电源开关，所述耳机接口和电源开关延伸设

置在壳体外，所述左右声道耳机放大电路分别与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耳机接口、电源开

关电性连接，所述耳机接口与耳机插入状态静音检测开关为一体式机械结构连接，所述耳

机插入状态静音检测开关与静音控制接口电性连接。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电源开关、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左声道功放、左声道喇

叭、右声道功放、右声道喇叭、静音控制接口，所述静音控制接口分别与左声道功放和右声

道功放电性连接，所述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分别与左声道功放和右声道功放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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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左声道功放与左声道喇叭电性连接，所述右声道功放与右声道喇叭电性连接，所述电

源开关分别与左声道功放、右声道功放电性连接。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其特征

在于：所述蓝牙PCBA板上还包含蓝牙模块、音频输出、LED指示灯、按键模块、TF卡座、U盘接

口、AUX  IN音频输入接口、蓝牙通话麦克风、蓝牙天线、FM收音机天线、红外遥控接收头，所

述按键模块、LED指示灯、TF卡座、U盘接口、AUX  IN音频输入接口、红外遥控接收头延伸设置

在支架面板壳外，蓝牙模块分别与静音控制接口、电源开关电性连接，所述蓝牙模块分别与

音频输出、LED指示灯、按键模块、TF卡座、U盘接口、AUX  IN音频输入接口、蓝牙通话麦克风、

蓝牙天线、FM收音机天线、红外遥控接收头电性连接，音频输出与所述的左右声道音频处理

电路电性连接。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电源开关、彩灯和步进电机控制程序模块、咪头前级放大电

路、彩灯声控感应咪头、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彩灯驱动模快，彩灯和步进电机控制程序模块

与红外遥控接收头电性连接，所述彩灯和步进电机控制程序模块分别与电源开关、咪头前

级放大电路、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彩灯驱动模块电性连接，咪头前级放大电路分别与电源开

关、彩灯声控感应咪头电性连接，步进电机驱动模块与步进电机电性连接，所述彩灯驱动模

块与彩灯铝基板PCBA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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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音响和舞台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

OK蓝牙音响舞台灯。

背景技术

[0002] 卡拉OK通常是在播放预录在录影带之类储存在媒介上、没有主唱人声的音乐伴奏

同时，在电视荧幕上同步播放有着节拍提示的歌词，然后由参与者边看着歌词边持麦克风

唱歌。卡拉OK是一种伴奏系统，演唱者可以在预先录制的音乐伴奏下参与歌唱。卡拉OK能通

过声音处理使演唱者的声音得到美化与润饰，当再与音乐伴奏有机结合时，就变成了浑然

一体的歌曲。这种伴奏式，给歌唱爱好者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愉悦，是人们休闲娱乐的一

种生活方式，现多叫KTV。

[0003]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娱乐生活的水平越来越高，卡拉OK成为聚会娱乐的一种

生活方式，但是传统的卡拉OK音响在使用时需要多种设备组合才能达到KTV场景效果，而且

只能在固定场所插220V市电使用，整套设备数量多体积大成本高又不能随时移动位置来使

用；目前市场上的便携式K歌宝仅能单机一人唱歌不能两人合唱，没有耳机接口不能自唱自

听，也不能外接功放扩音，而且没有舞台灯光功能，不能营造绚丽多彩KTV灯光视觉效果，不

能配合智能手机与智能电视、电脑实现一套产品就具有KTV全套设备的功能演唱体验效果；

目前市场上的手机直播声卡虽然有录音、录歌、直播、K歌功能，但是功能太单一，只能插有

线话筒和带耳机使用，没有内置无线话筒接收模块，不能把无线话筒的声音以无线方式传

送到手机里，并且它不带喇叭不能把录制好的声音大声放出来听，只能戴耳机来听；目前市

场上的蓝牙水晶舞台灯虽然有舞台灯功能和播放音乐功能，但它仅能用来听音乐，没有AUX 

IN  音频输入功能，不能连接台式电脑或没有蓝牙功能的音频播放设备实现扩音，没有一键

消除原唱音(转换伴唱/原唱)功能，没有无线话筒功能，不能实现用无线话筒唱歌，也没有

把无线话筒的声音以无线的方式传送到手机里实现无线唱歌、录歌、录音、通话、直播等功

能，更没有UHF无线音频发射模块功能，不能实现以无线的方式把声音传送到其它音频接收

设备(例如：UHF无线接收耳机/UHF无线音频接收器/带UHF无线接收模块的功放音响实现无

线扩音)等扩展功能，不能连接吉它实现边弹边唱的功能，不能连接汽车音响实现车载K歌

功能，户外使用时不能使用充电宝来供电以延长续航时间，总体功能性较为单一，使用的体

验度较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多功能无线录音直

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它能解决传统的卡拉OK音响只能在固定场所插220V市电使用，

整套组合设备数量多体积大才能达到KTV场景效果成本高又不能随时移动位置的缺陷；解

决便携式K歌宝仅能单机一人唱歌不能两人合唱，没有耳机接口不能自唱自听，也不能外接

功放扩音，而且没有舞台灯光功能，不能营造绚丽多彩KTV灯光视觉效果，不能配合智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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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与智能电视、电脑实现一套产品就具有KTV全套设备的功能演唱体验效果；解决手机直播

声卡只有录音、录歌、直播功能，功能太单一，只能插有线话筒和戴耳机使用，没有内置无线

话筒接收模块，不能把无线话筒的声音以无线方式传送到手机里，而且它不带喇叭不能把

录制好的声音大声放出来听，只能戴耳机来听的缺陷；解决现有蓝牙水晶舞台灯只有舞台

灯功能和播放音乐功能，只能用来听音乐，没有AUX  IN音频输入功能，不能连接台式电脑或

没有蓝牙功能的音频播放设备实现扩音，没有一键消除原唱音(转换伴唱/原唱)  功能，没

有无线话筒功能，不能实现用无线话筒唱歌，也没有把无线话筒的声音以无线方式传送到

手机里实现无线唱歌、录歌、录音、通话、直播等功能，更没有UHF无线音频发射模块功能，不

能实现以无线的方式把声音传送到其它音频接收设备(例如：UHF无线接收耳机、UHF无线音

频接收器、带UHF  无线接收模块的功放音响实现无线扩音)等扩展功能，解决不能连接吉它

实现边弹边唱的功能，解决不能连接汽车音响实现车载K歌功能，解决在户外使用时不能使

用充电宝来供电以延长续航时间的问题，解决总体功能性较为单一，使用体验度较低的缺

陷；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是：它包含壳体、步进电机及步进

电机排线、彩灯铝基板PCBA及彩灯排线、喇叭、电路主板PCBA、  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

及UHF无线话筒接收天线、蓝牙PCBA板、支架面板壳、彩灯透光灯盖，所述壳体下面设有固定

架，所述壳体上设有EVA备胶海绵贴密封条，所述壳体底部设有音箱倒相孔散热孔，所述壳

体背面设有USB 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电源开关、混响效果调节单元、话筒音量调节单

元、有线话筒输入接口、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MICRO  USB多功

能接口、耳机接口，所述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上设有UHF无线话筒接收天线，所述壳体

的内部设置有步进电机及步进电机排线，所述步进电机的上方设置有彩灯铝基板PCBA，所

述彩灯铝基板PCBA包含彩灯灯珠、彩灯排线，所述彩灯铝基板PCBA的中心设置有螺丝孔，彩

灯铝基板PCBA通过螺丝孔与步进电机转轴固定连接，彩灯铝基板PCBA上围绕螺丝孔均匀设

置有若干个彩灯灯珠排列成圆形，所述壳体的两侧设置有喇叭，所述壳体的内部设置有电

路主板PCBA及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所述电路主板PCBA  分别与USB电源线接口输入

5V/≧2A、步进电机排线、彩灯排线、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蓝牙PCBA板、喇叭电性连

接，所述支架面板壳上设置有  AUX  IN音频输入接口，所述壳体的上端贴有EVA备胶海绵贴

密封条与壳体固定连接的还有彩灯透光灯盖,所述彩灯透光灯盖呈半球状，彩灯透光灯盖

的表面为若干个六边形透镜组成的蜂窝状结构。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步进电机上设置有步进电机转轴，所述步进电机转轴上设置有限

位杆，所述步进电机的一侧设置有用于限制限位杆转动的限位柱,所述步进电机上设置有

步进电机支架，步进电机通过步进电机支架与壳体固定连接，所述步进电机排线与电路主

板PCBA电性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彩灯灯珠数量为九个，每三个彩灯灯珠并联为一组锡焊在彩灯铝

基板PCBA上。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壳体的正面设置有支架面板壳，所述支架面板壳内设置有蓝牙

PCBA板，蓝牙PCBA板与支架面板壳固定连接后延伸设置在支架面板壳外的包含有外遥控接

收头、TF卡座、上一曲/音量“-”键、播放暂停键、下一曲/音量“+”键、模式键、U盘接口、LED指

示灯、AUX  IN音频输入接口，所述红外遥控接收头、TF卡座、上一曲/音量“-”键、播放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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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下一曲/  音量“+”键、模式键、U盘接口、LED指示灯、AUX  IN音频输入接口延伸设置在支

架面板壳外，所述的蓝牙PCBA板与电路主板PCBA电性连接，所述的上一曲/音量“-”键、播放

暂停键、下一曲/音量“+”键、模式键构成按键模块。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壳体的内部设置有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所述UHF  无线话筒

接收模块PCBA与电路主板PCBA电性连接，所述的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上还包含UHF无

线话筒接收天线，所述的UHF无线话筒接收天线与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电性连接，所

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话筒音量调节单元，所述话筒音量调节单元与UHF无线话筒接收

模块PCBA电性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壳体的背面设置有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电源开关、混响效

果调节单元、话筒音量调节单元、有线话筒输入接口、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

别切换开关、MICRO  USB多功能接口、耳机接口，所述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电源开

关、混响效果调节单元、话筒音量调节单元、有线话筒输入接口、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

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MICRO  USB多功能接口、耳机接口延伸设置在壳体背面的壳体外，

所述的电源开关、混响效果调节单元、话筒音量调节单元、有线话筒输入接口、安卓手机与

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MICRO  USB多功能接口、耳机接口构成功能模块，所

述的功能模块和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与电路主板PCBA电性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MICRO  USB多功能接口、电源开关、USB电源

线接口输入5V/≧2A、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手机麦克风识别电

路及放大单元、手机耳机左右声道输出电路、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所述MICRO  USB多功

能接口、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电源开关、USB电源线接口输入

5V/≧2A延伸设置在壳体外，所述MICRO  USB多功能接口分别与电源开关、安卓手机与苹果

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手机耳机左右声道输出电路电性连接，所述安卓手机与

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与手机麦克风识别电路及放大单元电性连接，所述手

机麦克风识别电路及放大单元分别与手机耳机左右声道输出电路、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

路、电源开关电性连接，所述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与电源开关电性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电源开关、话筒音量调节单元、混响效果调

节单元、混响模块、有线话筒前级放大电路、有线话筒输入接口、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所

述电源开关、话筒音量调节单元、混响效果调节单元、有线话筒输入接口延伸设置在壳体

外，所述有线话筒输入接口与有线话筒前级放大电路电性连接，所述有线话筒前级放大电

路分别与电源开关、话筒音量调节单元电性连接，所述话筒音量调节单元与所述的UHF  无

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电性连接，所述的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  PCBA分别与UHF无线话筒接

收天线、电源开关、话筒音量调节单元电性连接，所述混响模块分别与话筒音量调节单元、

电源开关、混响效果调节单元、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电性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UHF无线音频发射模块、发射天线、电源开

关、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所述UHF无线音频发射模块分别与发射天线、电源开关、左右声

道音频处理电路电性连接。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左右声道耳机放大电路、耳机接口、耳机插

入状态静音检测开关、静音控制接口、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电源开关，所述耳机接口和

电源开关延伸设置在壳体外，所述左右声道耳机放大电路分别与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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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接口、电源开关电性连接，所述耳机接口与耳机插入状态静音检测开关为一体式机械

结构连接，所述耳机插入状态静音检测开关与静音控制接口电性连接。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电源开关、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左声道

功放、左声道喇叭、右声道功放、右声道喇叭、静音控制接口，所述静音控制接口分别与左声

道功放和右声道功放电性连接，所述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分别与左声道功放和右声道功

放电性连接，所述左声道功放与左声道喇叭电性连接，所述右声道功放与右声道喇叭电性

连接，所述电源开关分别与左声道功放、右声道功放电性连接。

[0016] 进一步的，所述蓝牙PCBA板上还包含蓝牙模块、音频输出、LED指示灯、按键模块、

TF卡座、U盘接口、AUX  IN音频输入接口、蓝牙通话麦克风、蓝牙天线、FM收音机天线、红外遥

控接收头，所述按键模块、LED指示灯、TF  卡座、U盘接口、AUX  IN音频输入接口、红外遥控接

收头延伸设置在支架面板壳外，所述蓝牙模块分别与所述的静音控制接口、电源开关电性

连接，所述蓝牙模块分别与音频输出、LED指示灯、按键模块、TF卡座、U  盘接口、AUX  IN音频

输入接口、蓝牙通话麦克风、蓝牙天线、FM收音机天线、红外遥控接收头电性连接，所述的音

频输出与所述的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电性连接。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电源开关、彩灯和步进电机控制程序模块、

咪头前级放大电路、彩灯声控感应咪头、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彩灯驱动模快，所述彩灯和步

进电机控制程序模块与所述红外遥控接收头电性连接，所述彩灯和步进电机控制程序模块

分别与电源开关、咪头前级放大电路、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彩灯驱动模块电性连接，所述咪

头前级放大电路分别与电源开关、彩灯声控感应咪头电性连接，所述步进电机驱动模块与

步进电机电性连接，所述彩灯驱动模块与彩灯铝基板PCBA电性连接。

[0018]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使用时，把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的USB  插头连接

到5V/≧2A的充电宝或5V/≧2A的手机充电器作为电源供电，使用充电宝供电时可以把多功

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随时移动摆放的位置使用，外接的大容量充电宝使

用续航时间较长能满足户外长时间使用的需要，如果想固定在室内直接插220V市电使用而

不想经过手机充电器转接降压，可以把手机充电器这部份降压电路模块做到壳体内的电路

板上，再把USB电源线接口换成220V的插头电线就可以实现直接插市电220V供电，打开电源

开关，就接通了音响和彩灯及其它电路模块的供电电源；通过蓝牙  PCBA板的蓝牙模块功能

可以连接手机或智能电视、电脑等设备的蓝牙功能实现无线播放音乐，也可以插入TF卡、U

盘、AUX  IN音频输入接口的方式来播放音乐，所播放的音乐可通过支架面板壳的模式键长

按1.5秒或使用标配的遥控器按键实现一键消除原唱音(转换伴唱/原唱)的功能，蓝牙模块

经音频输出连接到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再分别连接到左声道功放、右声道功放再通过

喇叭发出声音；由于壳体的上端贴有EVA备胶海绵贴密封条再与彩灯透光灯盖固定连接形

成一个密封的箱体,通过壳体底部的音箱倒相孔散热孔形成音箱结构的倒相孔可增强低音

效果，2个UHF无线话筒可以是手持式/头戴式/领夹式款式，使用无线话筒唱歌发出的声音

通过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  PCBA接收到2个无线话筒的声音，如果想增加无线话筒的数量

可以通过增加  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的数量来实现，如果想三个人唱歌还可以插入有线话

筒变成共3个话筒的声音都经过话筒音量调节单元、混响模块、混响效果调节单元、左右声

道音频处理电路与所播放的伴奏音乐合并后再分别连接到左右声道功放及喇叭发出歌唱

者的声音和音乐，实现多个UHF无线话筒同时卡拉  OK合唱的功能；通过彩灯和步进电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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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程序模块控制彩灯驱动模快和彩灯铝基板PCBA上的三组灯，共9个灯珠的亮或灭或一组

亮，二组亮，三组亮或交叉组合亮灭或变换亮灭的速度让灯光变幻产生多种视觉效果，彩灯

和步进电机控制程序模块控制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和步进电机转动，步进电机上的步进电机

转轴转动带动彩灯铝基板PCBA转动，步进电机在限位杆及限位柱的检测作用下，实现步进

电机受阻时会自动正转及反转，咪头前级放大电路、彩灯声控感应咪头可检测到外界发出

的声音，比如：拍拍手撑/大声唱歌/欢呼声/音乐声等声音，再由彩灯和步进电机控制程序

模块进行分别控制三组灯共  9个灯珠的亮灭切换速度和步进电机转轴转动的速度以达到

声控动感效果，通过遥控器可调节选择多种灯光声控效果以及手动调节步进电机速度等功

能，彩灯铝基板PCBA上的彩灯灯珠发出的亮光通过若干个六边形透镜组成的蜂窝状结构的

彩灯透光灯盖进行投射，灯光的效果更加艳丽，使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具

有营造绚丽KTV气氛灯光视觉效果，实现KTV舞台灯的功能；通过耳机接口、左右声道耳机放

大电路、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耳机插入状态静音检测开关、静音控制接口可实现插入耳

机时把左右声道功放及喇叭静音，不让喇叭发出声音达到不干扰他人的目的，此时只有耳

机发出声音，实现自唱自听以达到练歌需求效果，当拔出耳机后左右声道功放及喇叭会恢

复正常放音功能，还可以在耳机接口处插入音频线连接到大功率的功放音响实现扩音的功

能；通过AUX  IN音频输入接口可连接到吉它的声音输出接口即可实现吉它扩音，实现边弹

边唱的功能；通过耳机接口可以连接到汽车的AUX  IN音频输入接口可实现车载K歌功能；通

过MICRO  USB多功能接口使用标配的音频线与智能手机的耳机麦克风接口连接，根据所连

接的手机系统把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打到对应手机系统的位

置，手机麦克风识别电路及放大单元、手机耳机左右声道输出电路、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

可实现放音、录音、K歌、录歌、直播的功能，由于手机插入音频线后与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

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手机麦克风识别电路及放大单元让手机识别为插入耳机状

态，手机自带的喇叭和麦克风都会被关闭，手机耳机左右声道输出电路把手机发出的声音

传送到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经左右声道功放喇叭发出声音，而手机麦克风识别电路及放

大单元分别与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电

性连接，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与  MICRO  USB多功能接口连接，

通过外接音频线与手机耳机麦克风接口相连接就取代了手机自带的麦克风拾音的功能，就

可以实现把手机或TF卡座、U盘接口、AUX  IN音频输入接口、蓝牙模块所连接的设备播放的

声音、用UHF无线话筒唱歌的声音集中经过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和手机麦克风识别电路

及放大单元、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MICRO  USB多功能接口经过

所连接的音频线把声音传送到手机麦克风电路里达到内录音的目的，此时打开手机录音软

件、直播软件、K歌软件等就可以实现把播放的音乐和UHF无线话筒唱歌的声音传送到手机

里，可以实现UHF无线话筒与手机之间不需要任何连接，只靠一台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

OK蓝牙音响舞台灯和标配的音频线与智能手机连接后即可让UHF无线话筒唱歌或说话的声

音实现以无线的形式传送到手机里，实现无线话筒与手机之间没有任何连接电线就能把声

音传到手机里，实现录歌、录音、K歌、通话、直播等功能；通过UHF  无线音频发射模块与左右

声道音频处理电路连接可以实现把所播放的音乐和无线话筒唱歌的声音以无线电的形式

通过发射天线发射出去，发射频率在  160MHZ-960MHZ之间可选任一个频点只要通过烧录程

序设定即可，只要接收设备的频率相同即可接收到所发射的音频信号，接收设备的数量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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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只要在无线接收范围内都可以同步接收到本主机播放的声音，实现主机播放音乐

或唱歌的声音通过UHF无线接收耳机、UHF无线音频接收器或带无线接收模块的功放音响或

副机音箱等设备都能同步播放同样的声音，实现主副机音响之间免接线也能达到多个音响

同步发出同样的声音达到多喇叭的扩音效果，每台单独的副机音响都是以接收无线电信号

的形式通过UHF接收模块频率匹配解码还原声音后通过扩音发出声音，主机音响与副机音

响之间不需要任何电线连接，副机音响与副机音响之间也不需要任何电线连接即可把多个

副机与主机联接起来发出同样的声音；使用配套的UHF无线接收耳机和头戴式或领夹式无

线话筒时可以像歌星开演唱会时那样边唱歌边跳舞彻底释放双手尽情演唱，UHF无线接收

耳机用于监听音乐伴奏，头戴式或领夹式无线话筒可以固定在身上不用像手持式话筒那样

要拿在手上，满足喜欢边唱歌边跳舞的需要，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

集成的功能和外部扩展的功能都很丰富，有效提高了用户的体验度。

[001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为：它结构简单，设计合理，体积小并

可一机多用，可连接手机充电器供电，可连接充电宝供电续航时间长，可随时移动摆放的位

置，带蓝牙音响功能并且可以一键消除原唱音(转换伴唱/原唱)功能，带AUX  IN音频输入接

口功能可连接台式电脑放歌或连接其它没有蓝牙功能的音频播放设备，带UHF无线话筒卡

拉OK功能并能实现多人合唱，可以把UHF无线话筒唱歌或说话的声音以无线的方式传送到

手机里实现无线唱歌、录歌、录音、通话、直播等功能，带耳机接口功能可实现自唱自听练

歌，可连接汽车音响实现车载K歌功能，可连接吉它实现边弹边唱的功能，带UHF无线音频发

射模块功能可以让外部接收设备同步播放相同的声音扩展更多的功能，可连接UHF无线接

收耳机实现无线监听伴奏音乐，可连接UHF无线音频接收器或音响功放实现无线扩音的功

能，UHF无线话筒可以是手持式，或者是头戴式或领夹式可以固定在身上实现像歌星演唱会

那样边唱歌边跳舞的功能，带舞台灯光功能，壳体内部的步进电机转轴带动彩灯铝基板

PCBA转动，彩灯铝基板PCBA上彩灯灯珠发出的灯光通过彩灯透光灯盖进行投射，使多功能

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能够具有营造绚丽多彩KTV灯光视觉效果的功能，可

配合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电脑实现一套产品就具有KTV全套设备的功能演唱体验效果，同

时功能丰富实用，有效的提高了用户体验度。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正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背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步进电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彩灯铝基板PCBA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实用新型中支架面板壳和蓝牙PCBA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原理连接框图。

说　明　书 6/12 页

10

CN 210777819 U

10



[0028] 附图标记说明：壳体1、步进电机2、彩灯铝基板PCBA3、喇叭4、电路主板PCBA5、USB

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6、彩灯透光灯盖7、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8、蓝牙PCBA板9、音

箱倒相孔散热孔10、支架面板壳11、固定架12、UHF无线话筒接收天线13、EVA备胶海绵贴密

封条15、AUX  IN音频输入接口16、限位杆21、限位柱22、步进电机支架23、步进电机排线24、

步进电机转轴25、彩灯灯珠32、螺丝孔33、彩灯排线34、电源开关41、混响效果调节单元42、

话筒音量调节单元43、有线话筒输入接口44、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

开关45、MICRO  USB多功能接口46、耳机接口47、功能模块471、红外遥控接收头51、TF卡座

52、上一曲/音量“-”键53、播放暂停键54、下一曲/音量“+”键55、模式键56、U盘接口57、  LED

指示灯58、按键模块561。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参看图1-图7所示，本具体实施方式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它包含壳体1、步进电机2

及步进电机排线24、彩灯铝基板PCBA3及彩灯排线34、喇叭4、电路主板PCBA5、UHF无线话筒

接收模块PCBA8及UHF无线话筒接收天线13、蓝牙PCBA板9、支架面板壳11、彩灯透光灯盖7，

所述壳体1下面设有固定架12，所述壳体1上设有EVA备胶海绵贴密封条15，所述壳体1底部

设有音箱倒相孔散热孔10，所述壳体1背面设有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6、电源开关41、

混响效果调节单元42、话筒音量调节单元43、有线话筒输入接口  44、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

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45、MICRO  USB多功能接口46、耳机接口47，所述UHF无线话筒接

收模块PCBA8上设有UHF无线话筒接收天线13，所述壳体1的内部设置有步进电机2及步进电

机排线24，所述步进电机2的上方设置有彩灯铝基板PCBA3，所述彩灯铝基板PCBA3包含彩灯

灯珠32、彩灯排线34，所述彩灯铝基板PCBA3的中心设置有螺丝孔33，彩灯铝基板PCBA3通过

螺丝孔33与步进电机转轴25固定连接，彩灯铝基板PCBA3  上围绕螺丝孔33均匀设置有若干

个彩灯灯珠32排列成圆形，所述壳体1的两侧设置有喇叭4，所述壳体1的内部设置有电路主

板PCBA5及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8，所述电路主板PCBA5分别与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

≧2A6、步进电机排线24、彩灯排线34、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8、蓝牙PCBA板  9、喇叭4电

性连接，所述支架面板壳11上设置有AUX  IN音频输入接口16，所述壳体1的上端贴有EVA备

胶海绵贴密封条15与壳体1固定连接的还有彩灯透光灯盖7,所述彩灯透光灯盖7呈半球状，

彩灯透光灯盖7的表面为若干个六边形透镜组成的蜂窝状结构，蜂窝状结构的彩灯透光灯

盖7能够营造炫目绚丽多彩的KTV灯光视觉效果，彩灯灯珠32发出的光与彩灯透光灯盖7投

射出来的光线图案可以是圆形、多边形、星星图案、月亮图案、笑脸图案、心形图案、圣诞树

图案、雪花图案、铃档图案、蝴蝶图案等图案都可以根据要求定制图案。

[0030] 所述步进电机2上设置有步进电机转轴25，所述步进电机转轴25上设置有限位杆

21，所述步进电机2的一侧设置有用于限制限位杆21转动的限位柱  22，所述步进电机2在限

位杆21及限位柱22的作用下，实现步进电机转轴  25正转及反转；所述步进电机2上设置有

步进电机支架23，步进电机2通过步进电机支架23与壳体1固定连接，所述步进电机排线24

与电路主板PCBA5 电性连接。

[0031] 所述彩灯灯珠32数量为九个，每三个彩灯灯珠32并联为一组锡焊在铝基板PCBA31

上，每三个彩灯灯珠32并联为一组分布成对角三角形形式分别排列，共分为三组灯单独控

制亮或灭，彩灯铝基板PCBA3上通过共阳极三组彩灯排线34连接到电路主板PCBA5的彩灯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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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接口上。

[0032] 所述壳体1的正面设置有支架面板壳11，所述支架面板壳11内设置有蓝牙PCBA板

9，蓝牙PCBA板9与支架面板壳11固定连接后延伸设置在支架面板壳11外的包含有外遥控接

收头51、TF卡座52、上一曲/音量“-”键53、播放暂停键54、下一曲/音量“+”键55、模式键56、U

盘接口57、LED指示灯58、AUX  IN音频输入接口16，所述红外遥控接收头51、TF卡座52、上一

曲/音量“-”键53、播放暂停键54、下一曲/音量“+”键55、模式键56、U  盘接口57、LED指示灯

58、AUX  IN音频输入接口16延伸设置在支架面板壳  11外，所述的蓝牙PCBA板9与电路主板

PCBA5电性连接，所述的上一曲/音量“-”键53、播放暂停键54、下一曲/音量“+”键55、模式键

56构成按键模块561组成蓝牙功能操作面板。

[0033] 所述壳体1的内部设置有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8，所述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

PCBA8与电路主板PCBA5电性连接，所述的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8上还包含UHF无线话

筒接收天线13，所述的UHF无线话筒接收天线  13与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8电性连接，

所述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  PCBA8可以接收到无线话筒唱歌或说话的声音，所述电路主板

PCBA5上还包含话筒音量调节单元43，所述话筒音量调节单元43与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 

PCBA8电性连接，可以调节所接收到的无线话筒唱歌或说话的音量大小。

[0034] 所述壳体1的背面设置有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6、电源开关41、混响效果调

节单元42、话筒音量调节单元43、有线话筒输入接口44、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

识别切换开关45、MICRO  USB多功能接口46、耳机接口47，所述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

2A6、电源开关41、混响效果调节单元42、话筒音量调节单元43、有线话筒输入接口44、安卓

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45、MICRO  USB多功能接口46、耳机接口47延伸

设置在壳体1背面的壳体外，所述的电源开关41、混响效果调节单元42、话筒音量调节单元

43、有线话筒输入接口44、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45、MICRO  USB

多功能接口46、耳机接口47构成功能模块  471，所述的功能模块471和USB电源线接口输入

5V/≧2A6与电路主板PCBA5 电性连接，形成各功能接口操作面板。

[0035] 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MICRO  USB多功能接口、电源开关、USB电源线接口输

入5V/≧2A、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手机麦克风识别电路及放大

单元、手机耳机左右声道输出电路、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所述MICRO  USB多功能接口、安

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电源开关、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延

伸设置在壳体外，所述MICRO  USB多功能接口分别与电源开关、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

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手机耳机左右声道输出电路电性连接，所述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

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与手机麦克风识别电路及放大单元电性连接，所述手机麦克风识

别电路及放大单元分别与手机耳机左右声道输出电路、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电源开关

电性连接，所述USB电源线接口输入  5V/≧2A与电源开关电性连接，构成电源供电电路和手

机耳麦识别电路实现放音、录音、录歌、手机K歌直播等功能。

[0036] 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电源开关、话筒音量调节单元、混响效果调节单元、混

响模块、有线话筒前级放大电路、有线话筒输入接口、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所述电源开

关、话筒音量调节单元、混响效果调节单元、有线话筒输入接口延伸设置在壳体外，所述有

线话筒输入接口与有线话筒前级放大电路电性连接，所述有线话筒前级放大电路分别与电

源开关、话筒音量调节单元电性连接，所述话筒音量调节单元与所述的UHF无线话筒接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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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PCBA电性连接，所述的UHF无线话筒接收模块PCBA  分别与UHF无线话筒接收天线、电源开

关、话筒音量调节单元电性连接，所述混响模块分别与话筒音量调节单元、电源开关、混响

效果调节单元、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电性连接，通过混响模块可对无线话筒及有线话筒

的声音进行美音处理后经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与音乐合并后连接到左右声道功放及喇

叭进行声音还原播放出美音后的卡拉OK效果。

[0037] 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UHF无线音频发射模块、发射天线、电源开关、左右声

道音频处理电路，所述UHF无线音频发射模块分别与发射天线、电源开关、左右声道音频处

理电路电性连接，通过UHF无线音频发射模块与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连接可以实现把所

播放的音乐和无线话筒唱歌的声音以无线电的形式通过发射天线发射出去，发射频率在

160MHZ-960MHZ之间可选任一个频点只要通过烧录程序设定即可，只要接收设备的频率相

同即可接收到所发射的音频信号，接收设备的数量没有限制，只要在无线接收范围内都可

以同步接收到本主机播放的声音，实现主机播放音乐或唱歌的声音通过UHF无线接收耳机、

UHF无线音频接收器或带无线接收模块的功放音响或副机音箱等设备都能同步播放同样的

声音，实现主副机音响之间免接线也能达到多个音响同步发出同样的声音达到多喇叭的扩

音效果，每台单独的副机音响都是以接收无线电信号的形式通过UHF接收模块频率匹配解

码还原声音后通过扩音发出声音，主机音响与副机音响之间不需要任何电线连接，副机音

响与副机音响之间也不需要任何电线连接即可把多个副机与主机联接起来发出同样的声

音；使用配套的UHF无线接收耳机和头戴式或领夹式无线话筒时可以像歌星开演唱会时那

样边唱歌边跳舞彻底释放双手尽情演唱，UHF无线接收耳机用于监听音乐伴奏，头戴式或领

夹式无线话筒可以固定在身上不用像手持式话筒那样要拿在手上，满足喜欢边唱歌边跳舞

的需要，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集成的功能和外部扩展的功能都很丰

富，有效提高了用户的体验度。

[0038] 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左右声道耳机放大电路、耳机接口、耳机插入状态静

音检测开关、静音控制接口、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电源开关，所述耳机接口和电源开关

延伸设置在壳体外，所述左右声道耳机放大电路分别与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耳机接口、

电源开关电性连接，所述耳机接口与耳机插入状态静音检测开关为一体式机械结构连接，

所述耳机插入状态静音检测开关与静音控制接口电性连接，通过耳机接口插入耳机时把左

右声道功放及喇叭静音，不让喇叭发出声音达到不干扰他人的目的，此时只有耳机发出声

音，实现自唱自听以达到练歌需求效果，当拔出耳机后左右声道功放及喇叭会恢复正常放

音功能。

[0039] 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电源开关、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左声道功放、左声

道喇叭、右声道功放、右声道喇叭、静音控制接口，所述静音控制接口分别与左声道功放和

右声道功放电性连接，所述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分别与左声道功放和右声道功放电性连

接，所述左声道功放与左声道喇叭电性连接，所述右声道功放与右声道喇叭电性连接，所述

电源开关分别与左声道功放、右声道功放电性连接，通过左右声道功放和喇叭实现扩音播

放声音。

[0040] 所述蓝牙PCBA板上还包含蓝牙模块、音频输出、LED指示灯、按键模块、  TF卡座、U

盘接口、AUX  IN音频输入接口、蓝牙通话麦克风、蓝牙天线、FM 收音机天线、红外遥控接收

头，所述按键模块、LED指示灯、TF卡座、U盘接口、AUX  IN音频输入接口、红外遥控接收头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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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设置在支架面板壳外，所述蓝牙模块分别与所述的静音控制接口、电源开关电性连接，所

述蓝牙模块分别与音频输出、LED指示灯、按键模块、TF卡座、U盘接口、AUX  IN  音频输入接

口、蓝牙通话麦克风、蓝牙天线、FM收音机天线、红外遥控接收头电性连接，所述的音频输出

与所述的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电性连接，通过TF卡座、U盘接口可播放音乐，通过按键模

块或标配的遥控器按键实现一键消除原唱音(转换伴唱/原唱)的功能，使用手机、智能电

视、电脑、机顶盒等设备K歌时可以连接蓝牙模块实现无线音频传输，如果智能电视、电脑、

机顶盒没有蓝牙功能可通过连接音频线的方法连接到AUX  IN音频输入接口即可实现声音

传输。

[0041] 所述电路主板PCBA上还包含电源开关、彩灯和步进电机控制程序模块、咪头前级

放大电路、彩灯声控感应咪头、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彩灯驱动模快，所述彩灯和步进电机控

制程序模块与所述红外遥控接收头电性连接，所述彩灯和步进电机控制程序模块分别与电

源开关、咪头前级放大电路、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彩灯驱动模块电性连接，所述咪头前级放

大电路分别与电源开关、彩灯声控感应咪头电性连接，所述步进电机驱动模块与步进电机

电性连接，所述彩灯驱动模块与彩灯铝基板PCBA电性连接，通过彩灯铝基板PCBA上的彩灯

灯珠发出的亮光通过若干个六边形透镜组成的蜂窝状结构的彩灯透光灯盖进行投射，灯光

的效果更加艳丽，使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具有营造绚丽KTV气氛灯光视觉

效果，实现KTV舞台灯的功能。

[0042] 具体实施时，把USB电源线接口输入5V/≧2A的USB插头连接到5V/≧2A 的充电宝

或5V/≧2A的手机充电器作为电源供电，使用充电宝供电时可以把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

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随时移动摆放的位置使用，外接的大容量充电宝使用续航时间较长能

满足户外长时间使用的需要，如果想固定在室内直接插220V市电使用而不想经过手机充电

器转接降压，可以把手机充电器这部份降压电路模块做到壳体内的电路板上，再把USB电源

线接口换成220V的插头电线就可以实现直接插市电220V供电，打开电源开关，就接通了音

响和彩灯及其它电路模块的供电电源；通过蓝牙PCBA板的蓝牙模块功能可以连接手机或智

能电视、电脑等设备的蓝牙功能实现无线播放音乐，也可以插入TF卡、U盘、AUX  IN音频输入

接口的方式来播放音乐，所播放的音乐可通过支架面板壳的模式键长按1.5秒或使用标配

的遥控器按键实现一键消除原唱音(转换伴唱/原唱)的功能，蓝牙模块经音频输出连接到

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再分别连接到左声道功放、右声道功放再通过喇叭发出声音；由于

壳体的上端贴有EVA备胶海绵贴密封条再与彩灯透光灯盖固定连接形成一个密封的箱体,

通过壳体底部的音箱倒相孔散热孔形成音箱结构的倒相孔可增强低音效果，2个UHF无线话

筒可以是手持式/头戴式/领夹式款式，使用无线话筒唱歌发出的声音通过UHF无线话筒接

收模块PCBA接收到2个无线话筒的声音，如果想增加无线话筒的数量可以通过增加UHF无线

话筒接收模块的数量来实现，如果想三个人唱歌还可以插入有线话筒变成共3个话筒的声

音都经过话筒音量调节单元、混响模块、混响效果调节单元、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与所播

放的伴奏音乐合并后再分别连接到左右声道功放及喇叭发出歌唱者的声音和音乐，实现多

个UHF无线话筒同时卡拉OK合唱的功能；通过彩灯和步进电机控制程序模块控制彩灯驱动

模快和彩灯铝基板PCBA上的三组灯，共9个灯珠的亮或灭或一组亮，二组亮，三组亮或交叉

组合亮灭或变换亮灭的速度让灯光变幻产生多种视觉效果，彩灯和步进电机控制程序模块

控制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和步进电机转动，步进电机上的步进电机转轴转动带动彩灯铝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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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A转动，步进电机在限位杆及限位柱的检测作用下，实现步进电机受阻时会自动正转及

反转，咪头前级放大电路、彩灯声控感应咪头可检测到外界发出的声音，比如：拍拍手撑/大

声唱歌/欢呼声/音乐声等声音，再由彩灯和步进电机控制程序模块进行分别控制三组灯共

9个灯珠的亮灭切换速度和步进电机转轴转动的速度以达到声控动感效果，通过遥控器可

调节选择多种灯光声控效果以及手动调节步进电机速度等功能，彩灯铝基板PCBA上的彩灯

灯珠发出的亮光通过若干个六边形透镜组成的蜂窝状结构的彩灯透光灯盖进行投射，灯光

的效果更加艳丽，使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具有营造绚丽KTV气氛灯光视觉

效果，实现KTV舞台灯的功能；通过耳机接口、左右声道耳机放大电路、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

路、耳机插入状态静音检测开关、静音控制接口可实现插入耳机时把左右声道功放及喇叭

静音，不让喇叭发出声音达到不干扰他人的目的，此时只有耳机发出声音，实现自唱自听以

达到练歌需求效果，当拔出耳机后左右声道功放及喇叭会恢复正常放音功能，还可以在耳

机接口处插入音频线连接到大功率的功放音响实现扩音的功能；通过AUX  IN音频输入接口

可连接到吉它的声音输出接口即可实现吉它扩音，实现边弹边唱的功能；通过耳机接口可

以连接到汽车的AUX  IN音频输入接口可实现车载K歌功能；通过MICRO  USB多功能接口使用

标配的音频线与智能手机的耳机麦克风接口连接，根据所连接的手机系统把安卓手机与苹

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打到对应手机系统的位置，手机麦克风识别电路及放大

单元、手机耳机左右声道输出电路、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可实现放音、录音、K歌、录歌、直

播的功能，由于手机插入音频线后与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手

机麦克风识别电路及放大单元让手机识别为插入耳机状态，手机自带的喇叭和麦克风都会

被关闭，手机耳机左右声道输出电路把手机发出的声音传送到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经左

右声道功放喇叭发出声音，而手机麦克风识别电路及放大单元分别与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

路、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电性连接，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麦

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与MICRO  USB多功能接口连接，通过外接音频线与手机耳机麦克风

接口相连接就取代了手机自带的麦克风拾音的功能，就可以实现把手机或TF卡座、U盘接

口、AUX  IN音频输入接口、蓝牙模块所连接的设备播放的声音、用UHF无线话筒唱歌的声音

集中经过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和手机麦克风识别电路及放大单元、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

的麦克风电路识别切换开关、MICRO  USB多功能接口经过所连接的音频线把声音传送到手

机麦克风电路里达到内录音的目的，此时打开手机录音软件、直播软件、K歌软件等就可以

实现把播放的音乐和UHF无线话筒唱歌的声音传送到手机里，可以实现UHF无线话筒与手机

之间不需要任何连接，只靠一台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和标配的音频

线与智能手机连接后即可让UHF无线话筒唱歌或说话的声音实现以无线的形式传送到手机

里，实现无线话筒与手机之间没有任何连接电线就能把声音传到手机里，实现录歌、录音、K

歌、通话、直播等功能；通过UHF无线音频发射模块与左右声道音频处理电路连接可以实现

把所播放的音乐和无线话筒唱歌的声音以无线电的形式通过发射天线发射出去，发射频率

在160MHZ-960MHZ之间可选任一个频点只要通过烧录程序设定即可，只要接收设备的频率

相同即可接收到所发射的音频信号，接收设备的数量没有限制，只要在无线接收范围内都

可以同步接收到本主机播放的声音，实现主机播放音乐或唱歌的声音通过UHF  无线接收耳

机、UHF无线音频接收器或带无线接收模块的功放音响或副机音箱等设备都能同步播放同

样的声音，实现主副机音响之间免接线也能达到多个音响同步发出同样的声音达到多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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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音效果，每台单独的副机音响都是以接收无线电信号的形式通过UHF接收模块频率匹

配解码还原声音后通过扩音发出声音，主机音响与副机音响之间不需要任何电线连接，副

机音响与副机音响之间也不需要任何电线连接即可把多个副机与主机联接起来发出同样

的声音；使用配套的UHF无线接收耳机和头戴式或领夹式无线话筒时可以像歌星开演唱会

时那样边唱歌边跳舞彻底释放双手尽情演唱，UHF无线接收耳机用于监听音乐伴奏，头戴式

或领夹式无线话筒可以固定在身上不用像手持式话筒那样要拿在手上，满足喜欢边唱歌边

跳舞的需要，多功能无线录音直播卡拉OK蓝牙音响舞台灯集成的功能和外部扩展的功能都

很丰富，有效提高了用户的体验度。

[0043] 以上所述，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所做的其它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只要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精神和范围，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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