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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冰冻风速风向仪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风向传感器领域，具体为一种防

冰冻风速风向仪，包括风杯；所述风杯包括外层、

中层与内层，所述外层为柔性太阳能电池；中层

包括连接于柔性太阳能电池的蓄电池；内层为风

杯体；所述蓄电池的一电极与风杯体以可导电的

方式接触连接，另一电极通过水银柱连接于风杯

体；所述水银柱在位于蓄电池的一侧带有水银

泡；所述保温层包括泡沫聚氨酯与萜烯树脂，其

中聚氨酯泡沫与萜烯树脂的重量比为3:1。其能

防止霜冻天气对风速风向的影响，能够应用于各

地的冰雪天气，其结构简单，能根据环境温度自

动实现对风杯的加热，且抗冰冻效果好、维修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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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冰冻风速风向仪，其特征在于，包括风杯以及用于支撑风杯的支撑架；所述风

杯包括外层、中层与内层，所述外层为柔性太阳能电池；中层包括连接于柔性太阳能电池的

蓄电池；内层为风杯体；所述风杯体为电加热材料制备而成；所述蓄电池的一电极与风杯体

以可导电的方式接触连接，另一电极通过水银柱连接于风杯体，并且蓄电池连接水银柱的

一电极、水银柱以及风杯体共同形成密闭的真空空间；所述水银柱在位于风杯体的一侧带

有水银泡；所述水银泡外包裹有保温层，保温层的温度保证水银柱中的水银发生热膨胀，并

且发生热膨胀的水银能同时接触蓄电池与风杯体，并使得蓄电池与风杯体形成电路循环；

所述保温层包括泡沫聚氨酯与萜烯树脂，其中泡沫聚氨酯与萜烯树脂的重量比为3: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冰冻风速风向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加热材料包括如

下重量份的各物质：

水银  3-5份

云母片  5-9份

铝粉  15-25份

锌粉  5-8份

膨胀石墨  2-6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冰冻风速风向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包括连接部

以及若干个安装于连接部底端的纵向插钎。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防冰冻风速风向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插钎在远离连

接部的一端设有若干个横向的阻止钎。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冰冻风速风向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挡雨棚，所述挡

雨棚安装于风杯的上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冰冻风速风向仪，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层是将泡沫聚

氨酯粉碎至30um-50um，将萜烯树脂加热至熔融，将熔融的萜烯树脂与泡沫聚氨酯混合均匀

后直接涂覆于水银泡外，涂覆的厚度为50-60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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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冰冻风速风向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风向传感器领域，具体为一种防冰冻风速风向仪。

背景技术

[0002] 风速仪和风向仪是气象监测的常用设备。目前，应用于北方冬季的风速风向仪普

遍存在结冰而导致风速风向仪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

[0003] 针对这个问题，中国专利CN202502108U公开了“一种防冻风速仪”，其包括风向杯、

风翼支杆、支杆基部、轴承、定轴，风翼支杆的左端设有风向杯，风翼支杆的右端设有支杆基

部，支杆基部与定轴上的轴承相连，还包括控制器、温度传感器、导电刷、导电环、弹簧、电阻

丝，测量环境温度的温度传感器的输出端与控制器的输入端相连接，控制器、导电环、导电

刷、电阻丝依次串联。本发明利用温度传感器检测室外环境温度，当外界温度等于或低于设

置的某一温度时，控制器内部继电器导通，电阻丝工作，将附着在风向杯上冰雪溶解，保证

风速仪正常工作。

[0004] 也有中国专利CN204241499U“一体式风速风向仪”，包括椭圆形壳体，壳体由上壳

体和下壳体两部份连接构成，上壳体的纵向中心方向设有可转动的风标轴，风标轴的顶端

往上延伸出上壳体，并在其顶端安装有风标，风标轴的底端安装有风标转盘，风标转盘表面

开设有穿透风标转盘的透光孔，透光孔的上方固定有第一光电传感器，第一光电传感器连

接有控制芯片，控制芯片用于将接受的电信号转换为风速和风向的数据，下壳体的纵向中

心方向设有可转动的风杯轴，风杯轴的底端往下延伸出下壳体，并在其底端安装有风杯，风

杯轴的顶端设有风杯转盘，风杯转盘表面开设有延伸至圆周上的导光槽，并在风杯转盘下

方设有向上照射的光源，在风杯转盘的圆周外侧设有一安装在下壳体内侧面的第二光电传

感器，该第二光电传感器与控制芯片电连接，在风杯上安装有与风杯共同旋转的发热体，且

在该发热体的内侧还设有固定在下壳体上用于产生交变磁场的交变磁场发生装置，以及与

该交变磁场发生装置相连接并为其提供高频电流的高频电路，所述交变磁场发生装置由内

部设有轴承的圆盘形骨架，分布在该圆盘形骨架周边并嵌入在其内部的一根以上的导磁

条，以及缠绕在该圆盘形骨架侧壁上的线圈组成，该轴承紧套在下壳体上，线圈则与高频电

路相连接，其是采用了磁感应加热方式来对风速风向仪进行加热。但其结构复杂，一旦发生

故障，则很难维修。而目前没有适用于冰冻天气的简便的风速风向仪。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防冰冻风速风向仪，其能防止霜冻天气

对风速风向的影响，能够应用于各地的冰雪天气，其结构简单，能根据环境温度自动实现对

风杯的加热，且抗冰冻效果好、维修方便。

[0006] 为了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采取的具体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防冰冻风速风向

仪，包括风杯以及用于支撑风杯的支撑架；所述风杯包括外层、中层与内层，所述外层为柔

性太阳能电池；中层包括连接于柔性太阳能电池的蓄电池；内层为风杯体；所述风杯体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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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材料制备而成；所述蓄电池的一电极与风杯体以可导电的方式接触连接，另一电极通

过水银柱连接于风杯体，并且蓄电池连接水银柱的一电极、水银柱以及风杯体共同形成密

闭的真空空间；所述水银柱在位于风杯体的一侧带有水银泡；所述水银泡外包裹有保温层，

保温层的温度保证水银柱中的水银发生热膨胀，并且发生热膨胀的水银能同时接触蓄电池

与风杯体，并使得蓄电池与风杯体、风杯体形成电路循环；所述保温层包括泡沫聚氨酯与萜

烯树脂，其中聚氨酯泡沫与萜烯树脂的重量比为3:1。

[0007] 作为本发明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电加热材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物质：

[0008] 水银3-5份

[0009] 云母片5-9份

[0010] 铝粉15-25份

[0011] 锌粉5-8份

[0012] 膨胀石墨2-6份。

[0013] 作为本发明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支撑架底座包括连接部以及若干个安装于连接

部底端的纵向插钎。

[0014] 作为本发明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纵向插钎在远离连接部的一端设有若干个横向

的阻止钎。

[0015] 作为本发明改进的技术方案，还包括挡雨棚，所述挡雨棚安装于风杯的上方。

[0016] 作为本发明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保温层是将泡沫聚氨酯粉碎至30um-50um，将萜

烯树脂加热至熔融，将熔融的萜烯树脂与泡沫聚氨酯混合均匀后直接涂覆于水银泡外，涂

覆的厚度为50-60um。

[0017] 有益效果

[0018]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和技术方案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附

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的

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所描述的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无需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9] 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除非另外定义，这里使用的所有术语(包括技术术

语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的一般理解相同的意义。还应该

理解的是，诸如通用字典中定义的那些术语应该被理解为具有与现有技术的上下文中的意

义一致的意义，并且除非像这里一样定义，不会用理想化或过于正式的含义来解释。

[0020] 本发明中所述的“内、外”的含义指的是相对于设备本身而言，指向设备内部的方

向为内，反之为外，而非对本发明的装置机构的特定限定。

[0021] 本发明中所述的“连接”的含义可以是部件之间的直接连接也可以是部件间通过

其它部件的间接连接。

附图说明

[0022] 图1本发明的一种防冰冻风速风向仪的整体示意图；

[0023] 图2本发明的一种防冰冻风速风向仪的风杯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风杯；2、支撑架；11、内层；12、中层；13、外层；14、水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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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和技术方案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附

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的

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所描述的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无需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6] 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除非另外定义，这里使用的所有术语(包括技术术

语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的一般理解相同的意义。还应该

理解的是，诸如通用字典中定义的那些术语应该被理解为具有与现有技术的上下文中的意

义一致的意义，并且除非像这里一样定义，不会用理想化或过于正式的含义来解释。

[0027] 本发明中所述的“内、外”的含义指的是相对于设备本身而言，指向设备内部的方

向为内，反之为外，而非对本发明的装置机构的特定限定。

[0028] 本发明中所述的“连接”的含义可以是部件之间的直接连接也可以是部件间通过

其它部件的间接连接。

[0029] 实施例

[0030] 如附图1-2所示的一种防冰冻风速风向仪，包括风杯1以及用于支撑风杯1的支撑

架2；所述风杯1包括外层13、中层12与内层11，所述外层13为柔性太阳能电池；中层12包括

连接于柔性太阳能电池的蓄电池；内层11为风杯1体；所述风杯1体为电加热材料制备而成；

所述蓄电池的一电极与风杯1体以可导电的方式接触连接，另一电极通过水银柱14连接于

风杯1体，并且蓄电池连接水银柱14的一电极、水银柱14以及风杯1体共同形成密闭的真空

空间；所述水银柱14在位于风杯1体的一侧带有水银泡；所述水银泡外包裹有保温层，保温

层的温度保证水银柱14中的水银发生热膨胀，并且发生热膨胀的水银能同时接触蓄电池与

风杯1体，并使得蓄电池与风杯1体、风杯1体形成电路循环；所述保温层包括泡沫聚氨酯与

萜烯树脂，其中聚氨酯泡沫与萜烯树脂的重量比为3:1；所述保温层是将泡沫聚氨酯粉碎至

30um-50um，将萜烯树脂加热至熔融，将熔融的萜烯树脂与泡沫聚氨酯混合均匀后直接涂覆

于水银泡外，涂覆的厚度为50-60um。

[0031] 所述电加热材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物质：

[0032] 水银3-5份

[0033] 云母片5-9份

[0034] 铝粉15-25份

[0035] 锌粉5-8份

[0036] 膨胀石墨2-6份。

[0037] 电加热材料实施后性能对照表如表1所示，

[0038] 表1电加热材料按不同配比实施后的性能测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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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为了增加稳定性，防止大风出走风速风向仪，所述支撑架2底座包括连接部以及若

干个安装于连接部底端的纵向插钎；所述纵向插钎在远离连接部的一端设有若干个横向的

阻止钎。

[0041] 还包括挡雨棚，所述挡雨棚安装于风杯1的上方。

[0042]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

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

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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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