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151386.1

(22)申请日 2020.03.06

(71)申请人 南京科探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1100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

道土桥同心街20号

(72)发明人 汪东梅　

(51)Int.Cl.

H01Q 1/00(2006.01)

H01Q 1/02(2006.01)

B08B 1/00(2006.01)

H02S 40/10(2014.01)

H02J 7/35(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

讯天线，包括主体，还包括辅助机构和除冰机构，

所述除冰机构包括节能组件、导热管、驱动轴、扇

叶、收集槽、电机、支架、两个第一轴承和两个排

气管，所述辅助机构包括太阳能板、密封套管、至

少两个橡胶块和两个清洁组件，所述节能组件包

括单向轴承、传动带、排水管、浆叶、固定轴和两

个第二轴承，所述清洁组件包括连接杆和清洁

刷，该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中，通过

除冰机构可以除去天线上冰锥，提高了天线的安

全性，通过辅助机构可以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供

给天线使用，提高了天线的节能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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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包括主体（3），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辅助机构

和除冰机构，所述辅助机构设置在主体（3）的顶部，所述除冰机构设置在主体（3）的底部；

所述除冰机构包括节能组件、导热管（4）、驱动轴（5）、扇叶（12）、收集槽（7）、电机（8）、

支架（18）、两个第一轴承（15）和两个排气管（6），所述导热管（4）设置在主体（3）的内部，所

述导热管（4）的两端分别与主体（3）的顶部和底部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导热管（4）的顶端

与主体（3）的外部连通，所述收集槽（7）与导热管（4）的底端固定连接，所述两个排气管（6）

均设置在主体（3）的靠近收集槽（7）的一侧，两个排气管（6）分别设置在导热管（4）的两侧，

两个排气管（6）均与导热管（4）连通，所述驱动轴（5）与导热管（4）同轴设置，所述驱动轴（5）

的底端处于密封状态，所述驱动轴（5）设置在导热管（4）的内部，所述驱动轴（5）通过两个第

一轴承（15）分别与导热管（4）的顶端的内部和底端连接，所述电机（8）设置在收集槽（7）的

远离主体（3）的一侧，所述电机（8）通过支架（18）与收集槽（7）固定连接，所述电机（8）与驱

动轴（5）传动连接，所述扇叶（12）设置在主体（3）的远离收集槽（7）的一侧，所述扇叶（12）与

驱动轴（5）固定连接，所述节能组件设置在收集槽（7）的远离主体（3）的一侧，所述节能组件

与驱动轴（5）连接；

所述辅助机构包括太阳能板（1）、密封套管（13）、至少两个橡胶块（2）和两个清洁组件，

所述太阳能板（1）与驱动轴（5）垂直，所述太阳能板（1）设置在主体（3）的远离收集槽（7）的

一侧，所述太阳能板（1）通过各橡胶块（2）与主体（3）的顶端固定连接，所述密封套管（13）与

驱动轴（5）同轴设置，所述密封套管（13）安装在太阳能板（1）上，所述驱动轴（5）的顶端穿过

密封套管（13），所述驱动轴（5）与密封套管（13）滑动且密封连接，两个清洁组件关于驱动轴

（5）对称设置，两个清洁组件均设置在太阳能板（1）的远离主体（3）的一侧，两个清洁组件均

与驱动轴（5）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3）的

内部设有PLC。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节能组件包

括单向轴承（17）、传动带（16）、排水管（19）、浆叶（22）、固定轴（21）和两个第二轴承（20），所

述排水管（19）的轴线与导热管（4）平行，所述排水管（19）的一端与收集槽（7）固定连接，所

述排水管（19）与收集槽（7）连通，所述固定轴（21）与排水管（19）同轴设置，所述固定轴（21）

的两端均通过第二轴承（20）与排水管（19）的内壁连接，所述浆叶（22）设置在排水管（19）的

内部，所述浆叶（22）安装在固定轴（21）上，所述单向轴承（17）的内圈与驱动轴（5）固定连

接，所述单向轴承（17）的外圈通过传动带（16）与固定轴（21）传动连接，所述传动带（16）处

于紧绷状态。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洁组件包

括连接杆（10）和清洁刷（9），所述连接杆（10）与驱动轴（5）垂直，所述连接杆（10）的一端与

驱动轴（5）的顶端固定连接，所述清洁刷（9）固定在连接杆（10）的靠近太阳能板（1）的一侧，

所述清洁刷（9）与太阳能板（1）抵靠。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管（4）

的制作材料为金属铜。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槽（7）

的制作材料为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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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3）上

涂有防腐涂层。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管（4）

的靠近收集槽（7）的一端的内壁上设有加热器（23）。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板

（1）与主体（3）之间设有防尘网（11），所述防尘网（11）的形状为圆筒形，所述防尘网（11）与

驱动轴（5）同轴设置，所述防尘网（11）的两端分别与太阳能板（1）和主体（3）固定连接。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管（4）

的顶端上设有锥斗（14），所述锥斗（14）与驱动轴（5）同轴设置，所述驱动轴（5）穿过锥斗

（14），所述锥斗（14）的一端与导热管（4）的顶端连通，所述锥斗（14）的靠近导热管（4）的一

端的内径小于锥斗（14）的远离导热管（4）的一端的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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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讯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

背景技术

[0002] 通讯设备英文简称ICD，有线通讯设备主要介绍解决工业现场的串口通讯、专业总

线型的通讯、工业以太网的通讯以及各种通讯协议之间的转换设备。无线通讯设备主要是

无线AP、无线网桥、无线网卡、无线避雷器、天线等设备。

[0003] 天线作为通讯设备的一种，当天线在冬季使用时，天线的底部容易产生冰锥，冰锥

从高空掉落，将会对行人的安全造成影响，不仅如此，现有技术的天线在使用时，天线需要

消耗大量的电能，降低了天线的节能性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具有除冰功能

的节能型通讯天线。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

线，包括主体，还包括辅助机构和除冰机构，所述辅助机构设置在主体的顶部，所述除冰机

构设置在主体的底部；

所述除冰机构包括节能组件、导热管、驱动轴、扇叶、收集槽、电机、支架、两个第一轴承

和两个排气管，所述导热管设置在主体的内部，所述导热管的两端分别与主体的顶部和底

部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导热管的顶端与主体的外部连通，所述收集槽与导热管的底端固

定连接，所述两个排气管均设置在主体的靠近收集槽的一侧，两个排气管分别设置在导热

管的两侧，两个排气管均与导热管连通，所述驱动轴与导热管同轴设置，所述驱动轴的底端

处于密封状态，所述驱动轴设置在导热管的内部，所述驱动轴通过两个第一轴承分别与导

热管的顶端的内部和底端连接，所述电机设置在收集槽的远离主体的一侧，所述电机通过

支架与收集槽固定连接，所述电机与驱动轴传动连接，所述扇叶设置在主体的远离收集槽

的一侧，所述扇叶与驱动轴固定连接，所述节能组件设置在收集槽的远离主体的一侧，所述

节能组件与驱动轴连接；

所述辅助机构包括太阳能板、密封套管、至少两个橡胶块和两个清洁组件，所述太阳能

板与驱动轴垂直，所述太阳能板设置在主体的远离收集槽的一侧，所述太阳能板通过各橡

胶块与主体的顶端固定连接，所述密封套管与驱动轴同轴设置，所述密封套管安装在太阳

能板上，所述驱动轴的顶端穿过密封套管，所述驱动轴与密封套管滑动且密封连接，两个清

洁组件关于驱动轴对称设置，两个清洁组件均设置在太阳能板的远离主体的一侧，两个清

洁组件均与驱动轴连接。

[0006]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天线的自动化程度，所述主体的内部设有PLC。

[0007]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天线的节能性能，所述节能组件包括单向轴承、传动带、排水

管、浆叶、固定轴和两个第二轴承，所述排水管的轴线与导热管平行，所述排水管的一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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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槽固定连接，所述排水管与收集槽连通，所述固定轴与排水管同轴设置，所述固定轴的

两端均通过第二轴承与排水管的内壁连接，所述浆叶设置在排水管的内部，所述浆叶安装

在固定轴上，所述单向轴承的内圈与驱动轴固定连接，所述单向轴承的外圈通过传动带与

固定轴传动连接，所述传动带处于紧绷状态。

[0008]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太阳能板的发电效率，所述清洁组件包括连接杆和清洁刷，所

述连接杆与驱动轴垂直，所述连接杆的一端与驱动轴的顶端固定连接，所述清洁刷固定在

连接杆的靠近太阳能板的一侧，所述清洁刷与太阳能板抵靠。

[0009]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导热管的热传导效率，所述导热管的制作材料为金属铜。

[0010] 作为优选，为了延长收集槽的使用寿命，所述收集槽的制作材料为不锈钢。

[0011] 作为优选，为了延长主体的使用寿命，所述主体上涂有防腐涂层。

[0012] 作为优选，为了控制排气管处气流的温度，所述导热管的靠近收集槽的一端的内

壁上设有加热器。

[0013]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导热管的防尘性能，所述太阳能板与主体之间设有防尘网，所

述防尘网的形状为圆筒形，所述防尘网与驱动轴同轴设置，所述防尘网的两端分别与太阳

能板和主体固定连接。

[0014]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导热管的散热效率，所述导热管的顶端上设有锥斗，所述锥斗

与驱动轴同轴设置，所述驱动轴穿过锥斗，所述锥斗的一端与导热管的顶端连通，所述锥斗

的靠近导热管的一端的内径小于锥斗的远离导热管的一端的内径。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中，通过除冰机构可以

除去天线上冰锥，提高了天线的安全性，与现有除冰机构相比，该除冰机构还实现了对主体

和太阳能板的散热功能，提高了天线工作的可靠性，不仅如此，通过辅助机构可以将太阳能

转换成电能供给天线使用，提高了天线的节能性能，与现有辅助机构相比，该辅助机构通过

清洁组件可以对太阳能板进行清洁，提高了太阳能板的发电效率，进一步提高了天线的节

能性能。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的辅助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的除冰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图3的A部放大图；

图中：1.太阳能板，2.橡胶块，3.主体，4.导热管，5.驱动轴，6.排气管，7.收集槽，8.电

机，9.清洁刷，10.连接杆，11.防尘网，12.扇叶，13.密封套管，14.锥斗，15.第一轴承，16.传

动带，17.单向轴承，18.支架，19.排水管，20.第二轴承，21.固定轴，22.浆叶，23.加热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这些附图均为简化的示意图，仅以

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发明有关的构成。

[0019] 如图1所示，一种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包括主体3，还包括辅助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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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冰机构，所述辅助机构设置在主体3的顶部，所述除冰机构设置在主体3的底部；

通过除冰机构可以除去天线上冰锥，提高了天线的安全性，不仅如此，通过辅助机构可

以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供给天线使用，提高了天线的节能性能；

如图3所示，所述除冰机构包括节能组件、导热管4、驱动轴5、扇叶12、收集槽7、电机8、

支架18、两个第一轴承15和两个排气管6，所述导热管4设置在主体3的内部，所述导热管4的

两端分别与主体3的顶部和底部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导热管4的顶端与主体3的外部连通，

所述收集槽7与导热管4的底端固定连接，所述两个排气管6均设置在主体3的靠近收集槽7

的一侧，两个排气管6分别设置在导热管4的两侧，两个排气管6均与导热管4连通，所述驱动

轴5与导热管4同轴设置，所述驱动轴5的底端处于密封状态，所述驱动轴5设置在导热管4的

内部，所述驱动轴5通过两个第一轴承15分别与导热管4的顶端的内部和底端连接，所述电

机8设置在收集槽7的远离主体3的一侧，所述电机8通过支架18与收集槽7固定连接，所述电

机8与驱动轴5传动连接，所述扇叶12设置在主体3的远离收集槽7的一侧，所述扇叶12与驱

动轴5固定连接，所述节能组件设置在收集槽7的远离主体3的一侧，所述节能组件与驱动轴

5连接；

通过导热管4的连接作用，提高了收集槽7与主体3连接的稳定性，同时通过第一轴承5

提高了导热管4与驱动轴5连接的稳定性，在支架18的支撑作用下，通过电机8提供动力，通

过驱动轴5驱动扇叶12转动，则通过扇叶12驱动导热管4内部的空气流动，通过导热管4吸收

主体3内部的热量，实现了对主体3的散热功能，提高了天线的散热效率，则通过热量对气流

进行加热，加热后的气流从排气管6处吹出，则通过热气流使主体3底端上的冰锥融化，之后

通过收集槽7收集冰锥，降低了冰锥掉落到地面的几率，提高了天线的安全性，同时通过收

集槽7增大了导热管4上热量散发的面积，提高了天线的散热效率，由于收集槽7收集导热管

4内部的热量，使收集槽7温度升高，降低了收集槽7上产生冰锥的几率，同时收集槽7内部的

冰锥融化成水后进入节能组件内部，则通过节能组件给驱动轴5提供动力，提高了天线的节

能性能；

如图2所示，所述辅助机构包括太阳能板1、密封套管13、至少两个橡胶块2和两个清洁

组件，所述太阳能板1与驱动轴5垂直，所述太阳能板1设置在主体3的远离收集槽7的一侧，

所述太阳能板1通过各橡胶块2与主体3的顶端固定连接，所述密封套管13与驱动轴5同轴设

置，所述密封套管13安装在太阳能板1上，所述驱动轴5的顶端穿过密封套管13，所述驱动轴

5与密封套管13滑动且密封连接，两个清洁组件关于驱动轴5对称设置，两个清洁组件均设

置在太阳能板1的远离主体3的一侧，两个清洁组件均与驱动轴5连接；

在驱动轴5的支撑作用下，通过密封套管13提高了太阳能板1的稳定性，通过橡胶块2提

高了太阳能板1与主体3连接的稳定性，通过太阳能板1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供给天线使用，

提高了天线的节能性能，同时通过驱动轴5驱动两个清洁组件运行，则通过清洁组件可以对

太阳能板1进行清洁，提高了太阳能板1的发电效率，由于橡胶块2较为柔软，当橡胶块2被压

缩时，橡胶块的回复力推动太阳能板1向上移动，使太阳能板1可以与清洁组件紧密抵靠，提

高了清洁组件对太阳能板1的清洁效果，进一步提高了太阳能板1的发电效率。

[0020]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天线的自动化程度，所述主体3的内部设有PLC；

PLC即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

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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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其实质是一种专用于工业控制的计算机，其硬件结构

基本上与微型计算机相同，一般用于数据的处理以及指令的接收和输出，用于实现中央控

制，通过PLC控制天线运行，提高了天线的自动化程度。

[0021] 如图4所示，所述节能组件包括单向轴承17、传动带16、排水管19、浆叶22、固定轴

21和两个第二轴承20，所述排水管19的轴线与导热管4平行，所述排水管19的一端与收集槽

7固定连接，所述排水管19与收集槽7连通，所述固定轴21与排水管19同轴设置，所述固定轴

21的两端均通过第二轴承20与排水管19的内壁连接，所述浆叶22设置在排水管19的内部，

所述浆叶22安装在固定轴21上，所述单向轴承17的内圈与驱动轴5固定连接，所述单向轴承

17的外圈通过传动带16与固定轴21传动连接，所述传动带16处于紧绷状态；

主体3上的冰锥融化后进入收集槽7内部，降低了冰锥发生掉落的几率，之后冰锥融化

后从排水管19处排出，通过第二轴承20提高了固定轴21的稳定性，则通过排水管19内部的

水流驱动浆叶22转动，则在固定轴21和传动带16的传动作用下，通过浆叶22驱动驱动轴5转

动，减小了电机8能量的消耗，提高了天线的节能性能，同时通过单向轴承17实现了传动带

16与驱动轴5之间的分离，使电机8驱动驱动轴5转动时，传动带16可以停止移动，进一步减

小了电机8的负荷，进一步提高了天线的节能性能。

[0022] 如图2所示，所述清洁组件包括连接杆10和清洁刷9，所述连接杆10与驱动轴5垂

直，所述连接杆10的一端与驱动轴5的顶端固定连接，所述清洁刷9固定在连接杆10的靠近

太阳能板1的一侧，所述清洁刷9与太阳能板1抵靠；

通过驱动轴5驱动连接杆10转动，则通过连接杆10驱动清洁刷9对太阳能板1进行清洁，

提高了太阳能板1的发电效率。

[0023]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导热管4的热传导效率，所述导热管4的制作材料为金属铜；

由于金属铜具有较好的热传导效率，提高了导热管4的热传导效率，提高了导热管4吸

收主体3内部热量的效率。

[0024] 作为优选，为了延长收集槽7的使用寿命，所述收集槽7的制作材料为不锈钢；

由于不锈钢具有较好的抗腐蚀性能，减缓了收集槽7被腐蚀的速度，延长了收集槽7的

使用寿命。

[0025] 作为优选，为了延长主体3的使用寿命，所述主体3上涂有防腐涂层；

通过防腐涂层减缓了主体3被腐蚀的速度，延长了主体3的使用寿命。

[0026] 作为优选，为了控制排气管6处气流的温度，所述导热管4的靠近收集槽7的一端的

内壁上设有加热器23；

通过加热器23可以对导热管4内部的气流进行辅助加热，提高了气流对主体3上冰锥的

融化效果。

[0027]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导热管4的防尘性能，所述太阳能板1与主体3之间设有防尘网

11，所述防尘网11的形状为圆筒形，所述防尘网11与驱动轴5同轴设置，所述防尘网11的两

端分别与太阳能板1和主体3固定连接；

通过防尘网11过滤掉空气中的灰尘，降低了灰尘进入导热管4内部的几率，提高了导热

管4的防尘性能。

[0028] 作为优选，为了提高导热管4的散热效率，所述导热管4的顶端上设有锥斗14，所述

锥斗14与驱动轴5同轴设置，所述驱动轴5穿过锥斗14，所述锥斗14的一端与导热管4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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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所述锥斗14的靠近导热管4的一端的内径小于锥斗14的远离导热管4的一端的内径；

通过锥斗14可以对扇叶12产生的气流进行压缩，提高了导热管4内部的气流流速，提高

了导热管4上热量散发的效率；

通过电机8提供动力，通过扇叶12驱动导热管4内部的空气流动，通过导热管4吸收主体

3内部的热量，实现了对主体3的散热功能，提高了天线的散热效率，则通过热量对气流进行

加热，加热后的气流从排气管6处吹出，则通过热气流使主体3底端上的冰锥融化，之后通过

收集槽7收集冰锥，降低了冰锥掉落到地面的几率，提高了天线的安全性，通过太阳能板1将

太阳能转换成电能供给天线使用，提高了天线的节能性能，同时通过驱动轴5驱动两个清洁

组件运行，则通过清洁组件可以对太阳能板1进行清洁，提高了太阳能板1的发电效率。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具有除冰功能的节能型通讯天线中，通过除冰机构可以除去

天线上冰锥，提高了天线的安全性，与现有除冰机构相比，该除冰机构还实现了对主体3和

太阳能板1的散热功能，提高了天线工作的可靠性，不仅如此，通过辅助机构可以将太阳能

转换成电能供给天线使用，提高了天线的节能性能，与现有辅助机构相比，该辅助机构通过

清洁组件可以对太阳能板1进行清洁，提高了太阳能板1的发电效率，进一步提高了天线的

节能性能。

[0030]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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