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543456.0

(22)申请日 2018.05.3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59870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9.28

(73)专利权人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 213159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

鸣新中路26号

(72)发明人 张小中　丁水琴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市红荔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44214

代理人 吴伟文

(51)Int.Cl.

H01Q 3/0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7298652 U,2018.05.01,

CN 205376736 U,2016.07.06,

CN 205151174 U,2016.04.13,

US 4065032 A,1977.12.27,

US 2014208895 A1,2014.07.31,

CN 107689478 A,2018.02.13,

审查员 袁典

 

(54)发明名称

可调式室外天线中的移动模块

(57)摘要

可调式室外天线中的移动模块，该移动模块

通过连接机构与支架模块相连，且该连接机构可

拉动移动模块转动；所述移动模块包括水平设置

的中空的横梁，所述横梁侧部设有条状开口，所

述条状开口中设有可伸缩的齿条，所述齿条的外

端固定有调角模块，所述调角模块上固定有天线

主体；所述横梁中设有驱动齿条伸缩移动的齿条

驱动机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调式室外天线中

的移动模块，通过多个位置上的转动电机及液压

件的设置，可以实现天线位置、朝向的调整，便于

寻找最好的信号位置，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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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调式室外天线中的移动模块，其特征在于，该移动模块通过连接机构与支架模块

相连，且该连接机构可拉动移动模块转动；所述移动模块包括水平设置的中空的横梁（3），

所述横梁（3）上设有条状开口（303），所述条状开口（303）中设有齿条（302），所述齿条（302）

沿着条状开口（303）的长度方向设置，且所述齿条（302）沿着条状开口（303）的长度方向可

移动，所述齿条（302）上的齿朝向横梁（3）的内部，所述齿条（302）上固定有调角模块，所述

调角模块上固定有天线主体（6）；所述横梁（3）中设有驱动所述齿条（302）移动的齿条驱动

机构，所述横梁（3）中设有至少两条齿条（302）；

所述齿条驱动机构包括与第三电机（33）的转轴固定的驱动齿轮，该驱动齿轮可与齿条

（302）啮合转动实现齿条（302）的移动，所述第三电机（33）固定在第三电机支架（34）上；

所述驱动齿轮包括第一齿轮（331）和设于该第一齿轮（331）外端的第二齿轮（332），且

第一齿轮（331）的直径大于第二齿轮（332）；

还包括设置于安装板（31）上的升降液压件（32）和水平液压件（35），该安装板（31）安装

于横梁（3）上；

所述第三电机支架（34）的底部设有通过滑槽配合连接的底部滑移板（323），所述第三

电机支架（34）的侧部设有通过滑槽配合连接的侧部滑移板（353）；所述升降液压件（32）通

过底部滑移板（323）与所述第三电机支架的底部连接，所述水平液压件（35）通过侧部滑移

板（353）与所述第三电机支架的侧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室外天线中的移动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机构包

括设于支撑柱（2）上的支架杆（21），所述支架杆（21）远离支撑柱（2）的一端与横梁（3）铰接；

所述支架杆（21）上固定有第一液压座（22），该第一液压座（22）中设有第一液压件（221），该

第一液压件（221）中的第一液压杆（222）的端部通过链节（23）与横梁（3）实现铰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室外天线中的移动模块，其特征在于，横梁（3）上相对

的侧部均设有一条条状开口（303），且条状开口（303）的长度为横梁（3）长度的一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室外天线中的移动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齿条（302）

设于横梁的内腔壁上的齿条滑槽（30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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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式室外天线中的移动模块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天线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调式室外天线中的移动模块。

背景技术

[0002] 天线是一种能够发射或接收电磁波的变换器，凡是利用电磁波来传递信息的器

具，比如电视、广播、无线电通信、雷达、导航等等，都依靠天线来进行工作，室外天线是天线

的一种，其体积相对较大，因而其安装于楼房外部，如楼顶等。

[0003] 一般室外天线一旦安装完毕基本就不能再移动，因此很难、甚至不能根据实际需

要调整天线的角度，对天线工作有一定影响，再加上遇到恶劣天气时，室外天线极有可能受

到损伤。此外，现在一般情况下，一根天线支柱上只安装一个天线，无法接收多个信号，且这

种天线布置方式对于空间的利用率相对较低。

[0004] 因此，对于以上一些问题，本发明对现有技术中的室外天线进行了进一步的设计

和改进，具体是对可调式室外天线中的移动模块进行了研究。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以上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调式室外天线中的移动模块，

可以方便的实现天线主体位置状态的调整。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

[0007] 可调式室外天线中的移动模块，该移动模块通过连接机构与支架模块相连，且该

连接机构可拉动移动模块转动；所述移动模块包括水平设置的中空的横梁，所述横梁侧部

设有条状开口，所述条状开口中设有可伸缩的齿条，所述齿条的外端固定有调角模块，所述

调角模块上固定有天线主体；所述横梁中设有驱动齿条伸缩移动的齿条驱动机构。

[0008] 本发明中，移动模块用于天线主体的移动，调角模块用于天线主体的转动，实现位

置和角度的调整，便于找到最好的信号位置。

[0009] 作为优选，所述连接机构包括设于支撑柱上的支架杆，该支架杆的外端与横梁铰

接；所述支架杆上固定有第一液压座，该第一液压座中设有第一液压件，该第一液压件中的

第一液压杆的端部通过链节与横梁实现铰接。该结构中，通过第一液压件的工作，拉动链节

实现横梁的翻转，实现将天线主体从竖直状态变为水平的工作状态。

[0010] 作为优选，所述齿条驱动机构包括第三电机的转轴固定的驱动齿轮，该驱动齿轮

可与齿条啮合转动实现齿条的移动，所述第三电机固定在第三电机支架上。工作时，第三电

机转动带动驱动齿轮转动，实现天线主体的水平移动。

[0011] 作为优选，所述驱动齿轮包括第一齿轮和设于该第一齿轮外端的第二齿轮，且第

一齿轮的直径大于第二齿轮；所述第三电机支架的底端与升降液压件相连，第三电机支架

的侧端与水平液压件相连。水平液压件和升降液压件分别用于驱动齿轮的升降和水平移

动，实现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位置的调整。本申请中的齿条上下设置，当第一齿轮卡在上下

齿条之间时，第一齿轮转动可以同时移动上下齿条，当第一齿轮外移一些，第二齿轮可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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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向下移动并卡在上齿条或下齿条上，单独实现上齿条或下齿条的移动。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升降液压件和水平液压件设于安装板上，该安装板安装于横梁上，

整体结构紧凑。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第三电机支架的底部设有通过滑槽配合连接的底部滑移板，所述

第三电机支架的侧部设有通过滑槽配合连接的侧部滑移板；升降液压件和水平液压件分别

与底部滑移板和侧部滑移板连接。该结构使平移和升降顺利进行。

[0014] 作为优选，横梁上相对的侧部均设有一条条状开口，且条状开口的长度为横梁长

度的一半。条状开口用于天线主体端部的移动。

[0015] 作为优选，所述齿条设于横梁的内腔壁上的齿条滑槽中，使齿条移动顺利。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提供了一种可调式室外天线中的移

动模块，通过多个位置上的转动电机及液压件的设置，可以实现天线位置、朝向的调整，便

于寻找最好的信号位置，十分方便。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中的室外天线的展开状态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中的室外天线展开后转动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中的室外天线的天线主体竖直状态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中的室外天线收拢后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中的天线主体的分解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中的齿条驱动机构的分解示意图一。

[0023] 图7为本发明中的齿条驱动机构的分解示意图二。

[0024] 图8为本发明中的室外天线的部分结构的分解示意图一

[0025] 图9为图8中A区域的放大图。

[0026] 图10为图8中B区域的放大图。

[0027] 图11为本发明中的天线主体与齿条的分解示意图。。

[0028] 图12为本发明中横梁与部分连接机构的组装示意图。

[0029] 图13为本发明中的支架模块与外罩模块的装配示意图。

[0030] 图14为图13中的C区域放大图。

[0031] 图15为本发明中的移动模块与天线主体的装配示意图一。

[0032] 图16为本发明中的移动模块与天线主体的装配示意图二。

[0033] 图17为本发明中的室外天线的组装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5] 参照图1至图17，本发明中涉及的一种可多角度调节的室外天线，包括支架模块、

移动模块、调角模块、外罩模块，其中，这些模块分别具有以下具体结构。

[0036] 支架模块，所述支架模块包括底座1和固定在底座1上的支撑柱2，所述支撑柱2的

上部设有连接机构，该连接机构与移动模块相连，且该连接机构可拉动移动模块转动。此

外，支架模块中，所述连接机构包括设于支撑柱2上的支架杆21，所述支架杆21远离支撑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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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端与横梁3铰接；所述支架杆21上固定有第一液压座22，该第一液压座22中设有第一液

压件221，该第一液压件221中的第一液压杆222的端部通过链节23与横梁3实现铰接，此时，

通过第一液压件221的工作，拉动链节23实现横梁3的翻转，实现将天线主体6从竖直状态变

为水平的工作状态。

[0037] 移动模块，所述移动模块包括水平设置的中空的横梁3，所述横梁3侧部设有条状

开口303，所述条状开口303中设有可伸缩的齿条302，所述齿条302的外端固定有调角模块，

所述调角模块上固定有天线主体6；所述横梁3中设有驱动齿条302伸缩移动的齿条驱动机

构。此外，移动模块中，所述齿条驱动机构包括第三电机33的转轴固定的驱动齿轮，该驱动

齿轮可与齿条302啮合转动实现齿条302的移动，所述第三电机33固定在第三电机支架34

上，第三电机33转动带动驱动齿轮转动，实现天线主体6的水平移动。此外，所述驱动齿轮包

括第一齿轮331和设于该第一齿轮331外端的第二齿轮332，且第一齿轮331的直径大于第二

齿轮332；所述第三电机支架34的底端与升降液压件32相连，第三电机支架34的侧端与水平

液压件35相连，所述升降液压件32和水平液压件35设于安装板31上，该安装板31安装于横

梁3上。该结构中，水平液压件35和升降液压件32分别用于驱动齿轮的升降和水平移动，实

现第一齿轮331和第二齿轮332位置的调整。具体的：本申请中的齿条302上下设置，当第一

齿轮331卡在上下齿条之间时，第一齿轮331转动可以同时移动上下齿条，当第一齿轮331外

移一些，第二齿轮332可以向上或向下移动并卡在上齿条或下齿条上，单独实现上齿条或下

齿条的移动，实现天线主体6位置的调整。

[0038] 此外，移动模块中，所述第三电机支架34的底部设有通过滑槽配合连接的底部滑

移板323，所述第三电机支架34的侧部设有通过滑槽配合连接的侧部滑移板353；升降液压

件32和水平液压件35分别与底部滑移板323和侧部滑移板353连接，该结构使平移和升降顺

利进行。

[0039] 本实施方式中，移动模块中，横梁3上相对的侧部均设有一条条状开口303，且条状

开口303的长度为横梁3长度的一半，且所述齿条302设于横梁的内腔壁上的齿条滑槽305

中，条状开口303用于天线主体6端部的移动，齿条滑槽305的设置使齿条302移动顺利。

[0040] 调角模块，所述调角模块包括固定在齿条302上的第一电机支架65、设于该第一电

机支架65中的第一电机64，所述第一电机64驱动转动盘63转动，所述转动盘63固定在第二

电机支架62上，所述第二电机支架62中设有第二电机61，所述第二电机61与天线主体6相连

且驱动天线主体6转动。

[0041] 外罩模块，所述外罩模块包括两个罩体5，所述罩体5通过罩体连接杆51与外罩齿

轮52相连，所述外罩齿轮52转动时驱动罩体5转动，所述外罩齿轮52由外罩驱动机构驱动。

所述外罩驱动机构包括设于底座1上的两个齿轮安装柱4，所述齿轮安装柱4顶部设有可转

动的外罩齿轮52，两个外罩齿轮52中间设有与外罩齿轮52啮合的驱动齿条53，所述驱动齿

条53由外罩液压件54驱动，该外罩液压件54安装于支撑柱2上的安装孔254中。该结构中，外

罩液压件54驱动驱动齿条53移动，使与其啮合的两个外罩齿轮52转动，带动两个罩体5互相

靠拢实现对天线主体6的保护，反向运动时可以实现罩体5的打开。

[0042] 本发明中，支架模块用于放置在地面上和固定天线上的各个结构，移动模块用于

天线主体的移动，调角模块用于天线主体的转动，实现位置和角度的调整，便于找到最好的

信号位置；外罩模块可以张开和关闭，用于保护天线主体。本发明中一些元件之间的连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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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常规的键连接、螺纹连接、螺钉连接、焊接等，且天线上还设有常规的天线电子模块，包

括信号接收器、放大器、转换器等，本发明中的各个用电结构，如电机、液压件等为常规的机

械装置，都通过电线接入到电网中实现工作。且这些用电元件的控制方式、连接方式、开关

方式也都为常规结构。本发明中，天线上的各个电机、液压件等用电单元通过放在室内的控

制器进行控制，操作及控制方式为常规的电控方式。

[0043] 具体的，工作时，将本申请中室外天线放置在屋顶或其他空旷地方，同时控制器控

制外罩液压件54，带动驱动齿条53移动，并带动与其啮合的外罩齿轮52转动，使罩体5打开。

罩体5打开后，连接机构中的第一液压件221工作，拉动链节23实现横梁3的翻转，实现将天

线主体6从竖直状态变为水平的工作状态。接着，移动模块中的第一齿轮331和第二齿轮332

在电机带动下转动并使齿条302向外移动，带动天线主体6向外移动，实现天线主体6位置的

调整，最后通过调角模块中的第一电机64和第二电机61的工作实现天线主体6角度的调整，

达到最好的信号接收状态。

[0044] 以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多角度调节的室外天线，通过多个位置上的转动

电机及液压件的设置，可以实现天线位置、朝向、角度的调整，便于寻找最好的信号位置，十

分方便；同时罩体收拢后能够很好的保护天线本体，且收拢后体积小且紧凑，方便储存和搬

运。

[0045]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

为准，任何对本技术做出的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替换、变形、改进均落入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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