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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范围广的移动式5g信号塔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范围广的移动式5g信号

塔，其结构包括底座、塔柱、信号发射器，塔柱包

括下塔柱、上塔柱、卡齿块、齿轮、密封装置；密封

装置包括凹槽、第一弹簧、密封块、排水孔；密封

块包括凸块、流水槽、进水口、卡合管；密封块由

支撑座、滑动槽、橡胶块组成，支撑座的内侧设有

滑动槽，橡胶块卡合在滑动槽中，橡胶块的内部

为剖空；本发明利用第一弹簧复位带动密封块紧

贴上塔柱的外表面，再利用十个以上的凸块同时

与上塔柱的外表面接触，提高密封块对上塔柱与

下塔柱的密封性，通过在密封块的上端设置流水

槽，使得落在密封块上的水滴可以通过流水槽流

向凹槽，再由凹槽排出，避免雨水进入到塔柱的

内侧，造成下塔柱与上塔柱连接处生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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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范围广的移动式5g信号塔，其结构包括底座(1)、塔柱(2)、信号发射器(3)，所述

底座(1)的上端螺栓连接有塔柱(2)，所述信号发射器(3)焊接在塔柱(2)的顶部，其特征在

于：所述塔柱(2)包括下塔柱(21)、上塔柱(22)、卡齿块(23)、齿轮(24)、密封装置(25)，所述

下塔柱(21)的内侧顶端卡合有上塔柱(22)，所述卡齿块(23)嵌固在上塔柱(22)的内侧，所

述齿轮(24)安装在下塔柱(21)的内侧上端，所述密封装置(25)安装在下塔柱(21)与上塔柱

(22)的卡合处；所述密封装置(25)包括凹槽(251)、第一弹簧(252)、密封块(253)、排水孔

(254)，所述凹槽(251)中安装有第一弹簧(252)，所述密封块(253)嵌固在第一弹簧(252)的

末端，所述排水孔(254)设于凹槽(251)的上端；所述密封块(253)包括凸块(a1)、流水槽

(a2)、进水口(a3)、卡合管(a4)，所述凸块(a1)嵌固在密封块(253)的侧端，所述流水槽(a2)

设于密封块(253)的内侧，所述进水口(a3)设置在流水槽(a2)的顶部，所述卡合管(a4)与流

水槽(a2)的底部相连接；所述凸块(a1)由支撑座(a11)、滑动槽(a12)、橡胶块(a13)组成，所

述支撑座(a11)的内侧设有滑动槽(a12)，所述橡胶块(a13)卡合在滑动槽(a12)中；所述进

水口(a3)包括顶盖(a31)、转轴(a32)、叶片(a33)，所述顶盖(a31)嵌固在进水口(a3)的正上

端，所述转轴(a32)安装在顶盖(a31)的末端正下方，所述叶片(a33)嵌固在转轴(a32)上；所

述叶片(a33)由刮水体(b  1)、固定座(b2)、接触板(b3)、第二弹簧(b4)组成，所述刮水体

(b1)的侧端嵌固有固定座(b2)，所述接触板(b3)卡合在固定座(b2)上端，所述第二弹簧

(b4)安装在接触板(b3)的两侧；所述接触板(b3)由刮除板(b31)、转杆(b32)、接触块(b33)

组成，所述刮除板(b31)的前端设有倾斜45度的斜面，所述刮除板(b31)的两侧设有转杆

(b32)，所述接触块(b33)嵌固在刮除板(b31)的斜面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范围广的移动式5g信号塔，其特征在于：利用在密封装置

(25)中的第一弹簧(252)复位带动密封块(253)往上塔柱(22)的外表面顶，使得密封块

(253)与上塔柱(22)紧密接触，再利用垂直排列在密封块(253)侧端的凸块(a1)与上塔柱

(22)的表面接触，使得镂空的橡胶块(a13)可以在滑动槽(a12)中滑动，提高橡胶块(a13)与

上塔柱(22)表面的密封性，最后在进水口(a3)中设置卡合管(a4)与凹槽(251)的末端相卡

合，从而可以让落在密封块(253)上的水滴从流水槽(a2)流到凹槽(251)，再由凹槽(251)排

出，避免水滴在下塔柱(21)与上塔柱(22)的连接处堆积，造成生锈的情况，将转轴(a32)设

置在顶盖(a31)的末端正下方，使得安装在转轴(a32)上的叶片(a33)一半淋得到雨水，另一

半淋不到雨水，再将叶片(a33)设置为曲状，使得雨水落在叶片(a33)叶片上可以堆积，使得

叶片(a33)受到重力的影响会进行旋转，然后通过第二弹簧(b4)回卷带动接触板(b3)紧贴

进水口(a3)，最后通过在刮除板(b31)的斜面上设置五个以上的接触块(b33)，让刮除板

(b31)可以多层次的对附在进水口(a3)的水滴进行刮除，使得附在进水口(a3)的水滴可以

通过流水槽(a2)流向凹槽(251)然后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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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范围广的移动式5g信号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5g领域，具体的是一种范围广的移动式5g信号塔。

背景技术

[0002] 移动式信号塔一般都是具有伸缩功能，在移动前需要将塔柱的高度降低，避免塔

柱的高度过高造成倒塌的情况。

[0003] 基于上述本发明人发现，现有的一种范围广的移动式5g信号塔主要存在以下几点

不足，比如：由于信号塔常年置于室外难免遭受雨水的侵蚀，当雨水从下塔柱与上塔柱之间

的缝隙进入到塔柱的内侧堆积，使得下塔柱与上塔柱连接处长期与雨水接触，从而出现生

锈的情况，导致在升降塔柱的时候下塔柱与上塔柱的连接处出现卡壳情况。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范围广的移动式信号塔。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范围广的移动式

信号塔，其结构包括底座、塔柱、信号发射器，所述底座的上端螺栓连接有塔柱，所述信号发

射器焊接在塔柱的顶部，所述塔柱包括下塔柱、上塔柱、卡齿块、齿轮、密封装置，所述下塔

柱的内侧顶端卡合有上塔柱，所述卡齿块嵌固在上塔柱的内侧，所述齿轮安装在下塔柱的

内侧上端，所述密封装置安装在下塔柱与上塔柱的卡合处，所述下塔柱与上塔柱活动配合。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密封装置包括凹槽、第一弹簧、密封块、排水孔，所述凹槽中安装有

第一弹簧，所述密封块嵌固在第一弹簧的末端，所述排水孔设于凹槽的上端，所述排水孔与

水平面的夹角为度，所述第一弹簧与密封块活动配合。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密封块包括凸块、流水槽、进水口、卡合管，所述凸块嵌固在密封块

的侧端，所述流水槽设于密封块的内侧，所述进水口设置在流水槽的顶部，所述卡合管与流

水槽的底部相连接，所述凸块设有十个以上，所述凸块垂直排列在密封块的侧端，所述流水

槽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30度。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凸块由支撑座、滑动槽、橡胶块组成，所述支撑座的内侧设有滑动

槽，所述橡胶块卡合在滑动槽中，所述橡胶块的内部为镂空。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进水口包括顶盖、转轴、叶片，所述顶盖嵌固在进水口的正上端，所

述转轴安装在顶盖的末端正下方，所述叶片嵌固在转轴上，所述叶片设有三个，所述叶片环

绕于转轴的外表面排列，所述叶片为曲状。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叶片由刮水体、固定座、接触板、第二弹簧组成，所述刮水体的侧端

嵌固有固定座，所述接触板卡合在固定座上端，所述第二弹簧安装在接触板的两侧，所述接

触板与固定座通过第二弹簧活动配合。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接触板由刮除板、转杆、接触块组成，所述刮除板的前端设有倾斜

45度的斜面，所述刮除板的两侧设有转杆，所述接触块嵌固在刮除板的斜面上，所述接触块

设有五个以上，所述接触块横向排列在刮除板的斜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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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有益效果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4] 1.本发明利用第一弹簧复位带动密封块紧贴上塔柱的外表面，再利用十个以上的

凸块同时与上塔柱的外表面接触，提高密封块对上塔柱与下塔柱的密封性，通过在密封块

的上端设置流水槽，使得落在密封块上的水滴可以通过流水槽流向凹槽，再由凹槽排出，避

免雨水进入到塔柱的内侧，造成下塔柱与上塔柱连接处生锈的情况。

[0015] 2.本发明利用雨水落在曲状的叶片上，叶片受到重力的影响进行转动，再利用第

二弹簧复位带动接触板紧贴进水口的内侧表面，最后在刮除板的斜面上设置五个以上的接

触块，使得刮除板能够紧贴进水口的内侧表面，对附在进水孔中的水滴进行刮落，让水滴可

以更快的流动，提高雨水在密封块上的排水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一种范围广的移动式5g信号塔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塔柱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密封块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凸块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的进水口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的叶片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的刮除板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的接触板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底座1、塔柱2、信号发射器3、下塔柱21、上塔柱22、卡齿块23、齿轮24、密封装

置25、凹槽251、第一弹簧252、密封块253、排水孔254、凸块a1、流水槽a2、进水口a3、卡合管

a4、支撑座a11、滑动槽a12、橡胶块a13、顶盖a31、转轴a32、叶片a33、刮水体b1、固定座b2、接

触板b3、第二弹簧b4、刮除板b31、转杆b32、接触块b33。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6] 实施例一：请参阅图1‑图5，本发明具体实施例如下：其结构包括底座1、塔柱2、信

号发射器3，所述底座1的上端螺栓连接有塔柱2，所述信号发射器3焊接在塔柱2的顶部，所

述塔柱2包括下塔柱21、上塔柱22、卡齿块23、齿轮24、密封装置25，所述下塔柱21的内侧顶

端卡合有上塔柱22，所述卡齿块23嵌固在上塔柱22的内侧，所述齿轮24安装在下塔柱21的

内侧上端，所述密封装置25安装在下塔柱21与上塔柱22的卡合处，所述下塔柱21与上塔柱

22活动配合，有利于密封装置25将下塔柱21与上塔柱22的连接处密封。

[0027] 所述密封装置25包括凹槽251、第一弹簧252、密封块253、排水孔254，所述凹槽251

中安装有第一弹簧252，所述密封块253嵌固在第一弹簧252的末端，所述排水孔254设于凹

槽251的上端，所述排水孔254与水平面的夹角为15度，所述第一弹簧252与密封块253活动

配合，有利于第一弹簧252带动密封块253紧贴上塔柱22，增加上塔柱22与下塔柱21之间的

密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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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所述密封块253包括凸块a1、流水槽a2、进水口a3、卡合管a4，所述凸块a1嵌固在密

封块253的侧端，所述流水槽a2设于密封块253的内侧，所述进水口a3设置在流水槽a2的顶

部，所述卡合管a4与流水槽a2的底部相连接，所述凸块a1设有十个以上，所述凸块a1垂直排

列在密封块253的侧端，所述流水槽a2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30度，有利于让雨水通过流水

槽a2流向排水孔254，避免发生雨水堆积的情况。

[0029] 所述凸块a1由支撑座a11、滑动槽a12、橡胶块a13组成，所述支撑座a11的内侧设有

滑动槽a12，所述橡胶块a13卡合在滑动槽a12中，所述橡胶块a13的内部为镂空，有利于让橡

胶块a13与上塔柱22接触时发生变形，使得橡胶块a13提高对上塔柱22和下塔柱21之间缝隙

的密封性。

[0030] 基于上述实施例，具体工作原理如下：利用在密封装置25中的第一弹簧252复位带

动密封块253往上塔柱22的外表面顶，使得密封块253与上塔柱22紧密接触，再利用垂直排

列在密封块253侧端的凸块a1与上塔柱22的表面接触，使得镂空的橡胶块a13可以在滑动槽

a12中滑动，提高橡胶块a13与上塔柱22表面的密封性，最后在进水口a3中设置卡合管a4与

凹槽251的末端相卡合，从而可以让落在密封块253上的水滴从流水槽a2流到凹槽251，再由

凹槽251排出，避免水滴在下塔柱21与上塔柱22的连接处堆积，造成生锈的情况。

[0031] 实施例二：请参阅图6‑图8，本发明具体实施例如下：所述进水口a3包括顶盖a31、

转轴a32、叶片a33，所述顶盖a31嵌固在进水口a3的正上端，所述转轴a32安装在顶盖a31的

末端正下方，所述叶片a33嵌固在转轴a32上，所述叶片a33设有三个，所述叶片a33环绕于转

轴a32的外表面排列，所述叶片a33为曲状，有利于雨水落在叶片a33上，由雨水的重力带动

叶片a33旋转，从而让叶片a33对附在进水口a3中的水滴进行导向。

[0032] 所述叶片a33由刮水体b1、固定座b2、接触板b3、第二弹簧b4组成，所述刮水体b1的

侧端嵌固有固定座b2，所述接触板b3卡合在固定座b2上端，所述第二弹簧b4安装在接触板

b3的两侧，所述接触板b3与固定座b2通过第二弹簧b4活动配合，有利于第二弹簧b4复位带

动接触板b3紧贴进水口a3。

[0033] 所述接触板b3由刮除板b31、转杆b32、接触块b33组成，所述刮除板b31的前端设有

倾斜45度的斜面，所述刮除板b31的两侧设有转杆b32，所述接触块b33嵌固在刮除板b31的

斜面上，所述接触块b33设有五个以上，所述接触块b33横向排列在刮除板b31的斜面上，有

利于多个接触块b33同时对进水口a3中的水滴进行刮除，使得进水口a3中的水滴能够被刮

除干净。

[0034] 基于上述实施例，具体工作原理如下：将转轴a32设置在顶盖a31的末端正下方，使

得安装在转轴a32上的叶片a33一半淋得到雨水，另一半淋不到雨水，再将叶片a33设置为曲

状，使得雨水落在叶片a33叶片上可以堆积，使得叶片a33受到重力的影响会进行旋转，然后

通过第二弹簧b4回卷带动接触板b3紧贴进水口a3，最后通过在刮除板b31的斜面上设置五

个以上的接触块b33，让刮除板b31可以多层次的对附在进水口a3的水滴进行刮除，使得附

在进水口a3的水滴可以通过流水槽a2流向凹槽251然后排走。

[0035]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36] 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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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

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

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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