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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天线装置以及电子设备包

括天线辐射器以及馈入线层。所述天线辐射器设

置在所述可拆卸基板的第一表面上。所述天线辐

射器用以接收至少一频段的微波信号。所述馈入

线层设置在控制电路板的第二表面上。所述馈入

线层包括信号馈入线。所述信号馈入线通过连接

点耦接所述天线辐射器。所述连接点位于所述控

制电路板的一侧。所述可拆卸基板以及所述控制

电路板经设置以使所述第一表面以及所述第二

表面之间具有角度。另外，一种电子设备也被提

出。本发明可有效接收至少一频段的微波信号，

并且具有抗屏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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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天线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天线辐射器，设置在可拆卸基板的第一表面上，并且用以接收至少一频段的微波信号；

以及

馈入线层，设置在控制电路板的第二表面上，并且包括信号馈入线，其中所述信号馈入

线通过连接点耦接所述天线辐射器，并且所述连接点位于所述控制电路板的一侧，

其中所述可拆卸基板以及所述控制电路板经设置以使所述第一表面以及所述第二表

面之间具有角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角度为90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可拆卸基板以及所述控制电路板

的至少其中之一为可挠式基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线辐射器的第一长度决定于所

述至少一频段的半波长。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天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线辐射器适于至少操作在第一

频段、第二频段以及第三频段，并且所述天线辐射器的所述第一长度为所述第一频段、所述

第二频段以及所述第三频段的各半波长的总和，其中所述第一频段、所述第二频段以及所

述第三频段分别为900MHz、1800MHz以及2.4GHz。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馈入线设置在所述馈入线层

的槽孔结构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天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馈入线具有50欧姆阻抗匹

配，并且所述信号馈入线的第二长度决定于所述馈入线层的厚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更包括：

能量收集模块，设置在所述控制电路板上，并且用以接收所述微波信号，其中所述能量

收集模块包括：

滤波器电路，用以接收所述微波信号；以及

整流器电路，耦接所述滤波器电路，并且用以转换通过所述滤波器电路的所述微波信

号为一直流电信号。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天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波器电路在所述至少一频段的

反射系数低于-20dB。

10.一种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天线装置，包括：

天线辐射器，设置在可拆卸基板的第一表面上，并且用以接收至少一频段的微波信号；

以及

馈入线层，设置在控制电路板的第二表面上，并且包括信号馈入线，其中所述信号馈入

线通过连接点耦接所述天线辐射器，并且所述连接点位于所述控制电路板的一侧，其中所

述可拆卸基板以及所述控制电路板经设置以使所述第一表面以及所述第二表面之间具有

角度；

能量收集模块，设置在所述控制电路板上，并且用以接收所述微波信号，并且转换所述

微波信号为直流电信号；

能量存储模块，耦接所述能量收集模块，并且所述能量存储模块通过接收所述直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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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以进行储能操作；

电源供应模块，耦接所述能量存储模块；以及

显示面板，耦接所述电源供应模块，并且所述电源供应模块用以致能所述显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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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装置以及电子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微波信号收集技术，尤其涉及一种天线装置以及电子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无线充电技术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设置有充电天线，以通过无线

传输的方式接收微波信号。然而，电子设备的外壳材料、电路基板以及面板皆可能对于微波

信号产生屏蔽效应(shielding  effect)，导致充电天线接收微波信号的效果不佳，进而影

响无线充电的效果。并且，一般的充电天线只适用于接收单一频段的微波信号，若欲使充电

天线可操作在多个充电频段，则充电天线的架构设计将会变得复杂。因此，如何设计可操作

在多个频段的天线装置，并且具有抗屏蔽的能力，以使天线装置可有效接收微波信号是目

前重要的课题。有鉴于此，本发明将在以下提出几个实施例的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天线装置以及电子设备，可有效接收至少一频段的微波信号，并

且具有抗屏蔽的能力。

[0004] 本发明的天线装置包括天线辐射器以及馈入线层。天线辐射器用以接收至少一频

段的微波信号并且设置在可拆卸基板的第一表面上。馈入线层包括信号馈入线且设置在控

制电路板的第二表面上。信号馈入线通过连接点耦接天线辐射器，并且连接点位于控制电

路板的一侧。可拆卸基板以及控制电路板经设置以使第一表面以及第二表面之间具有角

度。

[0005]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上述的角度为90度。

[0006]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上述的可拆卸基板以及控制电路板的至少其中之一为可

挠式基板。

[0007]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上述的天线辐射器的第一长度决定于至少一频段的半波

长。

[0008]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上述的天线辐射器适于至少操作在第一频段、第二频段

以及第三频段。天线辐射器的第一长度为第一频段、第二频段以及第三频段的各半波长的

总和。第一频段、第二频段以及第三频段分别为900MHz、1800MHz以及2.4GHz。

[0009]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上述的信号馈入线设置在馈入线层的槽孔结构中。

[0010]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上述的信号馈入线具有50欧姆阻抗匹配。信号馈入线的

第二长度决定于馈入线层的一厚度。

[0011]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上述的天线装置更包括能量收集模块。能量收集模块用

以接收微波信号并设置在控制电路板上。能量收集模块包括滤波器电路以及整流器电路。

滤波器电路用以接收微波信号。整流器电路用以转换通过滤波器电路的微波信号为直流电

信号，并且耦接滤波器电路。

[0012]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上述的滤波器电路在至少一频段的反射系数低于-2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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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的电子设备包括天线装置、能量收集模块、能量存储模块、电源供应模块以

及显示面板。天线装置包括天线辐射器以及馈入线层。天线辐射器用以接收至少一频段的

微波信号并且设置在可拆卸基板的第一表面上。馈入线层包括信号馈入线且设置在控制电

路板的第二表面上。信号馈入线通过连接点耦接天线辐射器。连接点位于控制电路板的一

侧。可拆卸基板以及控制电路板经设置以使第一表面以及第二表面之间具有角度。能量收

集模块设置在控制电路板上。能量收集模块用以接收微波信号，并且转换微波信号为直流

电信号。能量存储模块耦接能量收集模块。能量存储模块通过接收直流电信号以进行储能

操作。电源供应模块耦接能量存储模块。显示面板耦接电源供应模块。电源供应模块用以致

能显示面板。

[0014] 基于上述，本发明的天线装置以及电子设备可将具有天线辐射器的可拆卸基板以

垂直或倾斜一角度的方式设置在控制电路板上，以使天线辐射器可有效接收微波信号，并

且具有抗屏蔽(shielding  effect)的能力。

[0015] 为让本发明的上述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附图作详

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16] 图1示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天线辐射器的示意图。

[0017] 图2示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馈入线层的示意图。

[0018] 图3示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天线装置的示意图。

[0019] 图4示出本发明的图3实施例的能量收集模块的示意图。

[0020] 图5示出本发明的图3实施例的滤波器电路的S参数图。

[0021] 图6示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电子设备的方块图。

[0022] 图7示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电子设备的示意图。

[0023] 附图标号说明

[0024] 100、300、800：可拆卸基板；

[0025] 110、310、810：天线辐射器；

[0026] 200、400、900：控制电路板；

[0027] 210、410、910：馈入线层；

[0028] 211：槽孔结构；

[0029] 212：信号馈入线；

[0030] 30、60：电子设备；

[0031] 510、610：能量收集模块；

[0032] 511：滤波器电路；

[0033] 512：整流器电路；

[0034] 600：控制电路；

[0035] 620：能量存储模块；

[0036] 630：电源供应模块；

[0037] 700：显示面板；

[0038] AT：天线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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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A、A’：连接点；

[0040] B1、B2：短路点；

[0041] C1、C2、C3：弯折点；

[0042] DC：直流电信号；

[0043] L1：第一长度；

[0044] L2：第二长度；

[0045] RF：微波信号；

[0046] S11：反射系数；

[0047] S21：穿透系数；

[0048] S1：第一表面；

[0049] S2：第二表面；

[0050] X、Y、Z：坐标轴；

[0051] θ：角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为了使本发明的内容可以被更容易明了，以下提出多个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然

而本发明不仅限于所例示的多个实施例。又实施例之间也允许有适当的结合。另外，凡可能

之处，在附图及实施方式中使用相同标号的元件/构件/步骤，代表相同或类似部件。

[0053] 图1示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天线辐射器的示意图。参考图1，天线辐射器110设置在

可拆卸基板100的第一表面S1上。在本实施例中，天线辐射器110用以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

接收至少一频段的微波信号，并且天线辐射器110的第一长度L1决定于所接收的至少一频

段的半波长。在本实施例中，天线辐射器110例如是金属材质的导体材料，并且可拆卸基板

100例如是厚度为0.8毫米(mm)的铜箔基板(FR-4)、可挠式(flexible)基板或印刷电路电路

板(Printed  circuit  board,PCB)等，本发明并不加以限制。具体而言，天线辐射器110的第

一长度L1可依据以下公式(1)、(2)来决定。

[0054] λ0＝C/f……………(1)

[0055] L1＝λ0/2……………(2)

[0056] 需说明的是，在上述公式(1)、(2)当中，C为光速。f为一频段的中心频率。λ0为此频

段在空气中的波长。在本实施例中，天线辐射器110的第一长度L1依据接收的此频段的半波

长来决定。并且，在一实施例中，若天线辐射器110适于接收多频段的微波信号，则天线辐射

器110的第一长度L1可为多个频段的各半波长的总和。

[0057] 在本实施例中，天线辐射器110设置在可拆卸基板100上，并且可拆卸基板100的尺

寸大小可依据不同的设备需求而设计。因此，在本实施例中，天线辐射器110的形状可依据

可拆卸基板100的尺寸大小来对应设置。也就是说，若可拆卸基板100的长度有限，则天线辐

射器110可包括至少一弯折点。天线辐射器110可通过弯折的设置方式，以使天线辐射器110

维持所需的长度。举例而言，如图1所示，由于可拆卸基板100的长度有限，因此天线辐射器

110可包括弯折点C1、C2，以使天线辐射器110可设置在可拆卸基板100上，并维持所需的长

度。然而，本发明的天线辐射器110的弯折形状并不限于图1所示。在一实施例中，天线辐射

器110的弯折形状以及弯折点的数量可依据可拆卸基板100的尺寸大小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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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图2示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馈入线层的示意图。参考图2，在本实施例中，馈入线层

210设置在控制电路板200的第二表面S2上。馈入线层210具有槽孔结构211以及信号馈入线

212，并且信号馈入线212设置在槽孔结构211中。在本实施例中，控制电路板200可为铜箔基

板(FR-4)、可挠式(flexible)基板或印刷电路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PCB)等，本

发明并不加以限制。在本实施例中，信号馈入线212具有50欧姆阻抗匹配，并且信号馈入线

212的第二长度L2依据馈入线层210的厚度而决定。也就是说，在50欧姆阻抗匹配的条件下，

信号馈入线212的第二长度L2可依据馈入线层210的介电系数(effective  dielectric 

constant)以及厚度来决定，因此本发明并不加以限制。

[0059] 在本实施例中，信号馈入线212具有弯折点C3，并且馈入线层210进一步包括连接

点A’以及短路点B1、B2。短路点B1、B2用以接地。在本实施例中，两个短路点B1、B2与槽孔结

构211的开口端可设置于馈入线层200的同一侧。在本实施例中，信号馈入线212的弯折点C3

的位置可依据微波信号的频段来对应调整，以使信号馈入线212可有效激发此频段的模态。

[0060] 图3示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天线装置的示意图。参考图3，天线装置30包括可拆卸

基板300、控制电路板400以及能量收集模块510。在本实施例中，可拆卸基板300以及控制电

路板400的相关结构特征以及实施方式可参考上述图1以及图2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在本

实施例中，控制电路板400可设置在坐标轴X以及坐标轴Y所形成的平面上，并且可拆卸基板

300与控制电路板400结合。在本实施例中，天线辐射器310设置在可拆卸基板300的第一表

面S1上，并且馈入线层410设置在控制电路板400的第二表面S2上。天线辐射器310的连接点

A连接于馈入线层410的连接点A’。馈入线层410的短路点通过可拆卸基板300接地。在本实

施例中，可拆卸基板300以及控制电路板400经设置以使第一表面S1以及第二表面S2之间具

有角度θ。举例而言，第一表面S1以及第二表面S2之间的角度θ可为90度，但本发明并不限于

此。在本实施例中，可拆卸基板300可以垂直或倾斜一角度θ的方式设置在控制电路板400

上。第一表面S1以及第二表面S2之间的角度θ可依据信号接收需求或抗屏蔽效果来决定。可

拆卸基板300以及控制电路板400的设置方式不限于图3所示。因此，在本实施例中，天线辐

射器310可至少避免控制电路板400产生的信号屏蔽影响。

[0061] 在本实施例中，天线辐射器310用以接收至少一频段的微波信号，并且馈入线层

410通过槽孔结构以及信号馈入线来激发此至少一频段的模态，以使天线装置30可操作在

此至少一频段当中。在本实施例中，能量收集模块510可设置在控制电路板400以及馈入线

层410上。能量收集模块510用以将天线辐射器310接收的微波信号转换为直流电信号。

[0062] 图4示出本发明的图3实施例的能量收集模块的示意图。参考图3以及图4，能量收

集模块510包括滤波器电路511以及整流器电路512。在本实施例中，滤波器电路511可包括

多个电容器，并且整流器电路512可由多个二极体元件以及电容所组成。滤波器电路511以

及整流器电路512可用于将单一频段或多个频段的微波信号转换为直流电信号。具体而言，

首先，滤波器电路511接收天线辐射器310提供的微波信号RF，并且使具有特定的频段的微

波信号RF通过，以提供至整流器电路512。接着，整流器电路512将通过滤波器电路511的微

波信号RF经整流后转换为直流电信号DC。整流器电路512可例如输出1～5伏特(V)的直流电

压。然而，在本实施例中，图4的能量收集模块510仅用于表示一种可实施方式，但本发明并

不限于此。在一实施例中，滤波器电路511可例如是L型、T型或π型的滤波器电路，并且整流

器电路512也可依据频段数量而由多个二极体元件以及电容元件组成，而不限于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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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以多个频段为例，图5示出本发明的图3实施例的滤波器电路的S参数图。参考图3、

图4以及图5，在本实施例中，天线装置30可为多频段的微波信号接收装置。也就是说，天线

辐射器310可接收多个频段的微波信号RF，并且提供至能量收集模块510。因此，在本实施例

中，滤波器电路511可进一步设置为可使多个频段的微波信号RF通过，并且这些频段的微波

信号RF可分别通过整流器电路512转换为直流电信号DC。

[0064] 在此范例实施例中，天线辐射器310可适于操作在第一频段、第二频段以及第三频

段，因此天线辐射器310的第一长度为第一频段、第二频段以及第三频段的各半波长的总

和。在此范例实施例中，第一频段、第二频段以及第三频段可分别为900MHz、1800MHz以及

2.4GHz。滤波器电路511可对应设置为可使第一频段、第二频段以及第三频段的微波信号通

过。并且，如图5所示S参数图，滤波器电路511的穿透系数(S21)可分别于900MHz、1800MHz以

及2 .4GHz的频段的损耗接近于0dB。并且，滤波器电路511的反射系数(S11)可分别于

900MHz、1800MHz以及2.4GHz的频段的损耗接低于-20dB。也就是说，本实施例的滤波器电路

511可依据天线装置30所欲接收的多个频段的微波信号RF来对应设置，以使天线装置30可

有效收集多个频段的微波信号的功能。

[0065] 图6示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电子设备的方块图。图7示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电子设

备的示意图。参考图6以及图7，在本实施例中，电子设备60包括天线模块AT、控制电路600以

及显示面板700。控制电路600包括能量收集模块610、能量存储模块620以及电源供应模块

630。在本实施例中，天线模块AT是指设置在可拆卸基板800上的天线辐射器810以及设置在

控制电路板900上的馈入线层910，而关于可拆卸基板800以及控制电路板900的相关结构特

征以及实施方式可参考上述图1至图5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

[0066] 在本实施例中，能量收集模块610由天线模块AT接收微波信号，并且将微波信号转

换为直流电信号。能量存储模块620耦接能量收集模块610，并通过接收直流电信号以进行

储能操作。电源供应模块630耦接能量存储模块620以及显示面板700。电源供应模块630用

以通过能量存储模块620所存储的电能来致能显示面板700。并且，在一实施例中，显示面板

700为电子纸显示面板(Electronic  Paper  Display,EPD)。也就是说，本实施例的电子设备

60可将天线辐射器810接收的微波信号转换为直流电信号，并且通过能量存储模块620进行

储能操作。因此，本实施例的电子设备60具有无线充电的功能。

[0067] 在本实施例中，能量收集模块610设置在控制电路板900以及馈入线层910上，并且

能量收集模块610可外部耦接能量存储模块620以及电源供应模块630。或者，在一实施例

中，能量存储模块620以及电源供应模块630也可整合于能量收集模块610中。在本实施例

中，显示面板700的显示面为朝向坐标轴Z方向的一侧，并且可拆卸基板800以及控制电路板

900可设置在显示面板700后的一部分的位置，其中显示面板700平行于控制电路板900。在

本实施例中，可拆卸基板800设置于控制电路板900的一侧，并且可拆卸基板800的第一表面

S1与控制电路板900的第二表面S2之间具有夹角。也就是说，可拆卸基板800可以垂直或倾

斜一角度的方式设置在显示面板700以及控制电路板900之间，以使天线辐射器810可有效

避免显示面板700、控制电路板900或电子设备60的其他构件所产生的信号屏蔽影响。

[0068]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天线装置包括天线辐射器、信号馈入线以及能量收集模块，并

且信号馈入线位于馈入线层的槽孔结构中。天线辐射器设置于可拆卸基板上，并且馈入线

层设置于控制电路板上。因此，本发明的可拆卸基板可以垂直或倾斜一角度的方式设置在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09411877 A

8



与控制电路板上，以使天线辐射器可通过无线的方式有效地接收微波信号。并且，本发明的

能量收集模块的滤波器电路于此频段的反射系数小于-20dB。据此，本发明的天线装置以及

电子设备可有效地接收微波信号，以进行无线充电，并且天线辐射器具有抗屏蔽

(shielding  effect)的能力。

[0069] 虽然本发明已以实施例揭示如上，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所属技术领域

中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作些许的更动与润饰，故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当视权利要求所界定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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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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