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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属

于飞机测试技术领域，包括组成实验室大门的多

个门扇本体、轨道结构、密封结构、第一防冻结机

构；所述轨道结构包括承载轨道，所述门扇本体

下端安装有多个行走轮，所述行走轮滚动支撑在

所述承载轨道顶部；所述密封结构包括固定连接

在所述门扇本体下端靠近室内一侧的密封条，所

述密封条沿所述门扇本体所在平面的垂直方向

阵列布置有多条，所述密封条为中空可充气结

构；本装置能够使得外部环境对实验室内部实验

条件的影响降到极小，多道密封条使得密封更加

紧密可靠，防冻结部件使得密封条处的结冰状态

降到极小，防冻结机构能够快速有效的将密封条

处的结冰进行消融，有效避免门扇开启时对密封

结构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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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组成实验室大门的多个门扇本体（10）、

轨道结构（20）、密封结构（30）、第一防冻结机构（50）；

所述门扇本体（10）由室内至室外包括依次连接的保温板（11）、门板（12）和夹芯板

（13）；

所述轨道结构（20）包括承载轨道（21），所述门扇本体（10）下方的地面建造有轨道安装

槽（201），所述承载轨道（21）固定安装在所述轨道安装槽（201）内，所述门扇本体（10）下端

安装有多个行走轮（22），所述行走轮（22）滚动支撑在所述承载轨道（21）顶部；

所述密封结构（30）包括固定连接在所述门扇本体（10）下端靠近室内一侧的密封条

（31），所述密封条（31）沿所述门扇本体（10）下底边方向延伸布置，所述密封条（31）沿所述

门扇本体（10）所在平面的垂直方向阵列布置有多条，所述密封条（31）为中空可充气结构，

所述密封条（31）的顶部两侧具有安装卡条（311），所述门扇本体（10）下端固定安装有密封

条固定压板（101），所述密封条固定压板（101）通过将所述安装卡条（311）压紧固定在所述

门扇本体（10）下端进而对所述密封条（31）固定；

所述第一防冻结机构（50）包括多根电伴热（51），位于所述密封结构（30）下方的地面建

造有第一防冻结机构容纳槽（501），所述第一防冻结机构容纳槽（501）内固定安装有多层结

构的金属支架（52），所述金属支架（52）上均匀铺设有多根伴热电缆穿线管（53），所述电伴

热（51）穿设在所述伴热电缆穿线管（53）内；

所述第一防冻结机构容纳槽（501）顶部固定安装有第一密封板（54），所述第一密封板

（54）顶部与地面平齐，所述密封条（31）密封贴附在所述第一密封板（54）顶部；

所述门扇本体（10）侧面的墙壁上固定安装有电控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板（11）为

150mm~250mm厚的聚氨酯材料，所述门板（12）由材质为Q235C的H型钢及材质为Q235的圆管

构成，所述夹芯板（13）为80~120mm厚的岩棉夹芯板，所述密封条（31）为三元乙丙橡胶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条（31）顶部

具有与其内部相连通的开槽（312），所述门扇本体（10）下端位于所述密封条（31）处固定安

装有加压气管（32），所述加压气管（32）上具有多个加压喷气口（321），所述加压气管（32）沿

密封条（31）的长度方向延伸放置在所述密封条（31）内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条（31）内部

设有辅助防冻结部件（40），所述辅助防冻结部件（40）包括固定在所述加压气管（32）下侧的

防冻结喷气管（41），所述防冻结喷气管（41）上均匀分布有多个热气喷口（41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门扇本体（10）下

端位于所述密封条（31）两侧的位置固定设有辅助喷气解冻管（42），所述辅助喷气解冻管

（42）靠近相邻所述密封条（31）的一侧均匀分布具有多个辅助热气喷口（42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伴热电缆穿线管

（53）为镀锌圆管。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防冻结机构

（50）采用第二防冻结机构（60）进行替换，所述第二防冻结机构（60）包括第二密封板（61），

位于所述密封结构（30）下方的地面建造有开口朝上的第二防冻结机构容纳槽（601），所述

第二密封板（61）固定安装在所述第二防冻结机构容纳槽（601）内顶部，所述第二密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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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顶部与地面平齐，所述第二防冻结机构容纳槽（601）内侧壁具有隔热保温层（602）；

所述第二密封板（61）下端面固定设有导热板（62），所述导热板（62）为纯铜材质，所述

导热板（62）下端面固定设有加热板（63），所述第二防冻结机构容纳槽（601）内底部固定设

有支撑架（64），所述加热板（63）固定支撑在所述支撑架（64）顶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64）内部

具有容纳空腔（641），所述容纳空腔（641）内填充有气凝胶块。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密封板（61）

下端面具有多个开口朝下的条状开槽（611），导热板（62）上端面固定设有多个导热条

（621），所述导热条（621）嵌合固定在所述条状开槽（611）内。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门扇本体（10）

位于所述密封结构（30）靠近室外一侧的位置固定设有冻结铲离机构（70）；

所述门板（12）下端固定设有倒T形滑轨（701），所述倒T形滑轨（701）沿所述门扇本体

（10）下端边长方向延伸布置，所述倒T形滑轨（701）上滑动配合设有滑块（702）；

所述冻结铲离机构（70）包括固定在所述滑块（702）下端的冻结铲离机构容纳壳（703），

所述冻结铲离机构容纳壳（703）下端具有朝内贯通的转动配合孔（704），所述转动配合孔

（704）内转动配合连接设有旋转方向控制杆（71）；

所述旋转方向控制杆（71）为中空结构，所述旋转方向控制杆（71）内上下滑动配合设有

升降控制杆（72），所述升降控制杆（72）下端固定设有铲离片（73）,所述铲离片（73）为下端

平齐且上端具有弧形凸起的扁平结构；

所述旋转方向控制杆（71）靠近顶部位置固定设有环形的旋转蜗轮（711），所述冻结铲

离机构容纳壳（703）内固定设有第二电机（74），所述第二电机（74）的输出轴上固定设有旋

转蜗杆（741），所述旋转蜗杆（741）与所述旋转蜗轮（711）啮合连接；

所述旋转蜗轮（711）上端固定设有开口朝下的升降机构容纳壳（705），所述升降机构容

纳壳（705）内转动配合连接设有升降控制环（75），所述升降控制环（75）内侧加工有内螺纹，

所述升降控制杆（72）外侧面靠近顶端部分加工有外螺纹，所述升降控制环（75）上的内螺纹

与所述升降控制杆（72）上的外螺纹啮合连接；

所述升降控制环（75）上固定设有从动齿轮（751），所述升降机构容纳壳（705）内固定设

有第三电机（76），所述第三电机（76）的输出轴上固定设有主动齿轮（761），所述主动齿轮

（761）与所述从动齿轮（751）啮合连接；

所述冻结铲离机构容纳壳（703）内固定设有丝杠螺母（77），所述丝杠螺母（77）沿所述

密封条（31）的延伸方向两端贯通，所述丝杠螺母（77）内螺纹传动配合设有丝杠（78），所述

门扇本体（10）下端固定设有第四电机（79），所述第四电机（79）的输出轴与所述丝杠（78）通

过联轴器传动连接；

所述第四电机（79）外侧包围设有防护壳（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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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飞机测试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飞机测试工程，是飞机研制过程中用以验证和辅助设计、鉴定性能和检验工艺质

量的实践手段，需要广泛应用各种试验技术和设备来进行科学实验、数学和物理的模拟试

验以及各种工程试验，验证所选取的方案和设计参数是否正确，检查各个分系统的协调性、

可靠性和工艺质量，鉴定飞机的性能并为改进飞行器提供依据。

[0003] 飞机测试工程一般都是在飞机气候环境实验室内进行的，其中飞机气候环境实验

室需要具备开展高温、低温、降雾、降雪、积冰、冻雨、风吹雪等典型气候试验的能力，试验过

程中为保证实验室内环境温度满足‑55℃~70℃变化范围的要求，实验室需要具备良好的密

封性能，且实验室内在试验期间处于微正压状态，需要做到避免室外空气进入实验室内对

环境温度造成影响；实验室的大门尺寸较大，实验室的大门也就成为了温度最容易泄露的

部位，当实验室内环境温度降至0℃~3℃且继续降温时，实验室大门门体内外两侧的地面存

在较大温度差，会导致门体与地面的衔接处以及地轨存在冷凝、结冰现象，实验室内低温试

验结束后，尽管室内温度回温至常温，但由于地面温度的热滞后性，结冰现象依然存在，在

开启大门时结冰部位会损伤密封件，如果损伤严重则需要将门扇处的密封件整体更换，增

加维修成本且浪费时间，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密封结构的防冻结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包括组成实验室大门的多个门扇本体、轨道结构、密封

结构、第一防冻结机构；

所述门扇本体由室内至室外包依次连接的括保温板、门板和夹芯板；

所述轨道结构包括承载轨道，所述门扇本体下方的地面建造有轨道安装槽，所述

承载轨道固定安装在所述轨道安装槽内，所述门扇本体下端安装有多个行走轮，所述行走

轮滚动支撑在所述承载轨道顶部；

所述密封结构包括固定连接在所述门扇本体下端靠近室内一侧的密封条，所述密

封条沿所述门扇本体下底边方向延伸布置，所述密封条沿所述门扇本体所在平面的垂直方

向阵列布置有多条，所述密封条为中空可充气结构，所述密封条的顶部两侧具有安装卡条，

所述门扇本体下端固定安装有密封条固定压板，所述密封条固定压板通过将所述安装卡条

压紧固定在所述门扇本体下端进而对所述密封条固定；

所述第一防冻结机构包括多根电伴热，位于所述密封结构下方的地面建造有第一

防冻结机构容纳槽，所述第一防冻结机构容纳槽内固定安装有多层结构的金属支架，所述

金属支架上均匀铺设有多根伴热电缆穿线管，所述电伴热穿设在所述伴热电缆穿线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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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防冻结机构容纳槽顶部固定安装有第一密封板，所述第一密封板顶部与

地面平齐，所述密封条密封贴附在所述第一密封板顶部；

所述门扇本体侧面的墙壁上固定安装有电控柜。

[0006] 优选地，所述保温板为150mm~250mm厚的聚氨酯材料，所述门板由材质为Q235C的H

型钢及材质为Q235的圆管构成，所述夹芯板为80~120mm厚的岩棉夹芯板，所述密封条为三

元乙丙橡胶材料。

[0007] 说明：在满足保温隔热性能的前提下，经过试验检核和理论推算得出，该参数条件

下的门扇本体，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经济性。

[0008] 优选地，所述密封条顶部具有与其内部相连通的开槽，所述门扇本体下端位于所

述密封条处固定安装有加压气管，所述加压气管上具有多个加压喷气口，所述加压气管沿

密封条的长度方向延伸放置在所述密封条内部。

[0009] 说明：在所述密封条内部放置加压气管，使得密封条在加压膨胀时受力更加均匀，

有利于增加密封的可靠性。

[0010] 优选地，所述密封条内部设有辅助防冻结部件，所述辅助防冻结部件包括固定在

所述加压气管下侧的防冻结喷气管，所述防冻结喷气管上均匀分布有多个热气喷口。

[0011] 说明：在所述防冻结喷气管内通入热空气，喷向所述密封条内侧壁，使得密封条保

持一定的恒温，能够有效减缓结冰情况。

[0012] 优选地，所述门扇本体下端位于所述密封条两侧的位置固定设有辅助喷气解冻

管，所述辅助喷气解冻管靠近相邻所述密封条的一侧均匀分布具有多个辅助热气喷口。

[0013] 说明：在所述辅助喷气解冻管内通入热空气，向所述密封条处喷气，能够对所述密

封条处的结冰情况进行辅助解冻。

[0014] 优选地，所述伴热电缆穿线管为镀锌圆管。

[0015] 说明：镀锌圆管的耐腐蚀性能较好。

[0016] 优选地，所述第一防冻结机构采用第二防冻结机构进行替换，所述第二防冻结机

构包括第二密封板，位于所述密封结构下方的地面建造有开口朝上的第二防冻结机构容纳

槽，所述第二密封板固定安装在所述第二防冻结机构容纳槽内顶部，所述第二密封板顶部

与地面平齐，所述第二防冻结机构容纳槽内侧壁具有隔热保温层；

所述第二密封板下端面固定设有导热板，所述导热板为纯铜材质，所述导热板下

端面固定设有加热板，所述第二防冻结机构容纳槽内底部固定设有支撑架，所述加热板固

定支撑在所述支撑架顶部。

[0017] 优选地，所述支撑架内部具有容纳空腔，所述容纳空腔内填充有气凝胶块。

[0018] 说明：利用所述支撑架内容纳空腔以及容纳空腔内填充气凝胶块的阻隔作用，能

够有效避免有较多的由所述加热板产生的热量从所述支撑架上传递损失出去。

[0019] 优选地，所述第二密封板下端面具有多个开口朝下的条状开槽，导热板上端面固

定设有多个导热条，所述导热条嵌合固定在所述条状开槽内。

[0020] 说明：所述导热板能够将所述加热板产生的热量更加均匀地传递到所述第二密封

板中，进而对密封条处的结冰进行均匀快速解冻。

[0021] 优选地，所述门扇本体位于所述密封结构靠近室外一侧的位置固定设有冻结铲离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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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门板下端固定设有倒T形滑轨，所述倒T形滑轨沿所述门扇本体下端边长方向

延伸布置，所述倒T形滑轨上滑动配合设有滑块；

所述冻结铲离机构包括固定在所述滑块下端的冻结铲离机构容纳壳，所述冻结铲

离机构容纳壳下端具有朝内贯通的转动配合孔，所述转动配合孔内转动配合连接设有旋转

方向控制杆；

所述旋转方向控制杆为中空结构，所述旋转方向控制杆内上下滑动配合设有升降

控制杆，所述升降控制杆下端固定设有铲离片,所述铲离片为下端平齐且上端具有弧形凸

起的扁平结构；

所述旋转方向控制杆靠近顶部位置固定设有环形的旋转蜗轮，所述冻结铲离机构

容纳壳内固定设有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设有旋转蜗杆，所述旋转蜗杆

与所述旋转蜗轮啮合连接；

所述旋转蜗轮上端固定设有开口朝下的升降机构容纳壳，所述升降机构容纳壳内

转动配合连接设有升降控制环，所述升降控制环内侧加工有内螺纹，所述升降控制杆外侧

面靠近顶端部分加工有外螺纹，所述升降控制环上的内螺纹与所述升降控制杆上的外螺纹

啮合连接；

所述升降控制环上固定设有从动齿轮，所述升降机构容纳壳内固定设有第三电

机，所述第三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设有主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与所述从动齿轮啮合连接；

所述冻结铲离机构容纳壳内固定设有丝杠螺母，所述丝杠螺母沿所述密封条的延

伸方向两端贯通，所述丝杠螺母内螺纹传动配合设有丝杠，所述门扇本体下端固定设有第

四电机，所述第四电机的输出轴与所述丝杠通过联轴器传动连接；

所述第四电机外侧包围设有防护壳。

[0022] 说明：当密封条与地面之间的结冰情况较为严重时，能够利用铲离片在机械力的

作用下将密封条从地面上剥离。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操作方便，具有安

全性高、可实施性强、可控性好的优点，该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能够使得外部环境对实验室

内部实验条件的影响降到极小，多道密封条使得密封更加紧密可靠，防冻结部件使得密封

条处的结冰状态降到极小，防冻结机构能够快速有效的将密封条处的结冰进行消融，有效

避免门扇开启时对密封结构造成损坏。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图2是本发明中密封结构及第二防冻结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中辅助防冻结部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中冻结铲离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图4的俯视图。

[0025] 图中，10‑门扇本体、101‑密封条固定压板、11‑保温板、12‑门板、13‑夹芯板、20‑轨

道结构、201‑轨道安装槽、21‑承载轨道、22‑行走轮、30‑密封结构、31‑密封条、311‑安装卡

条、312‑开槽、32‑加压气管、321‑加压喷气口、40‑助防冻结部件、41‑防冻结喷气管、411‑热

气喷口、42‑辅助喷气解冻管、421‑辅助热气喷口、50‑第一防冻结机构、501‑第一防冻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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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容纳槽、51‑电伴热、52‑金属支架、53‑伴热电缆穿线管、54‑第一密封板、60‑第二防冻结

机构、601‑第二防冻结机构容纳槽、602‑隔热保温层、61‑第二密封板、611‑条状开槽、62‑导

热板、621‑导热条、63‑加热板、64‑支撑架、641‑容纳空腔、70‑冻结铲离机构、701‑倒T形滑

轨、702‑滑块、703‑冻结铲离机构容纳壳、704‑转动配合孔、705‑升降机构容纳壳、706‑防护

壳、71‑旋转方向控制杆、711‑旋转蜗轮、72‑升降控制杆、73‑铲离片、74‑第二电机、741‑旋

转蜗杆、75‑升降控制环、751‑从动齿轮、76‑第三电机、761‑主动齿轮、77‑丝杠螺母、78‑丝

杠、79‑第四电机。

[0026]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图1~图5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规定

如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各自结构示意图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

一致。

[0028] 实施例1

一种飞机试验防冻结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组成实验室大门的多个门扇本体10、

轨道结构20、密封结构30、第一防冻结机构50；

所述门扇本体10由室内至室外包括依次连接的保温板11、门板12和夹芯板13；

所述保温板11为150mm厚的聚氨酯材料，所述门板12由材质为Q235C的H型钢及材

质为Q235的圆管构成，所述夹芯板13为80mm厚的岩棉夹芯板；

如图1所示，所述轨道结构20包括承载轨道21，所述门扇本体10下方的地面建造有

轨道安装槽201，所述承载轨道21固定安装在所述轨道安装槽201内，所述门扇本体10下端

安装有多个行走轮22，所述行走轮22滚动支撑在所述承载轨道21顶部；

如图1所示，所述密封结构30包括固定连接在所述门扇本体10下端靠近室内一侧

的密封条31，所述密封条31为三元乙丙橡胶材料，所述密封条31沿所述门扇本体10下底边

方向延伸布置，所述密封条31沿所述门扇本体10所在平面的垂直方向阵列布置有多条，所

述密封条31为中空可充气结构，所述密封条31的顶部两侧具有安装卡条311，所述门扇本体

10下端固定安装有密封条固定压板101，所述密封条固定压板101通过将所述安装卡条311

压紧固定在所述门扇本体10下端进而对所述密封条31固定；

如图2所示，所述密封条31顶部具有与其内部相连通的开槽312，所述门扇本体10

下端位于所述密封条31处固定安装有加压气管32，所述加压气管32上具有多个加压喷气口

321，所述加压气管32沿密封条31的长度方向延伸放置在所述密封条31内部。

[0029] 如图3所示，所述密封条31内部设有辅助防冻结部件40，所述辅助防冻结部件40包

括固定在所述加压气管32下侧的防冻结喷气管41，所述防冻结喷气管41上均匀分布有多个

热气喷口411。

[0030] 所述门扇本体10下端位于所述密封条31两侧的位置固定设有辅助喷气解冻管42，

所述辅助喷气解冻管42靠近相邻所述密封条31的一侧均匀分布具有多个辅助热气喷口

421。

[0031] 如图1所示，所述第一防冻结机构50包括多根电伴热51，位于所述密封结构30下方

的地面建造有第一防冻结机构容纳槽501，所述第一防冻结机构容纳槽501内固定安装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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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结构的金属支架52，所述金属支架52上均匀铺设有多根伴热电缆穿线管53，所述电伴热

51穿设在所述伴热电缆穿线管53内，所述伴热电缆穿线管53为镀锌圆管；

所述第一防冻结机构容纳槽501顶部固定安装有第一密封板54，所述第一密封板

54顶部与地面平齐，所述密封条31密封贴附在所述第一密封板54顶部；

所述门扇本体10侧面的墙壁上固定安装有电控柜。

[0032] 如图2所示，所述门扇本体10位于所述密封结构30靠近室外一侧的位置固定设有

冻结铲离机构70；

如图4所示，所述门板12下端固定设有倒T形滑轨701，所述倒T形滑轨701沿所述门

扇本体10下端边长方向延伸布置，所述倒T形滑轨701上滑动配合设有滑块702；

所述冻结铲离机构70包括固定在所述滑块702下端的冻结铲离机构容纳壳703，所

述冻结铲离机构容纳壳703下端具有朝内贯通的转动配合孔704，所述转动配合孔704内转

动配合连接设有旋转方向控制杆71；

所述旋转方向控制杆71为中空结构，所述旋转方向控制杆71内上下滑动配合设有

升降控制杆72，所述升降控制杆72下端固定设有铲离片73，所述铲离片73为下端平齐且上

端具有弧形凸起的扁平结构；

所述旋转方向控制杆71靠近顶部位置固定设有环形的旋转蜗轮711，所述冻结铲

离机构容纳壳703内固定设有第二电机74，所述第二电机74的输出轴上固定设有旋转蜗杆

741，所述旋转蜗杆741与所述旋转蜗轮711啮合连接；

所述旋转蜗轮711上端固定设有开口朝下的升降机构容纳壳705，所述升降机构容

纳壳705内转动配合连接设有升降控制环75，所述升降控制环75内侧加工有内螺纹，所述升

降控制杆72外侧面靠近顶端部分加工有外螺纹，所述升降控制环75上的内螺纹与所述升降

控制杆72上的外螺纹啮合连接；

所述升降控制环75上固定设有从动齿轮751，所述升降机构容纳壳705内固定设有

第三电机76，所述第三电机76的输出轴上固定设有主动齿轮761，所述主动齿轮761与所述

从动齿轮751啮合连接；

如图4所示，所述冻结铲离机构容纳壳703内固定设有丝杠螺母77，所述丝杠螺母

77沿所述密封条31的延伸方向两端贯通，如图5所示，所述丝杠螺母77内螺纹传动配合设有

丝杠78，所述门扇本体10下端固定设有第四电机79，所述第四电机79的输出轴与所述丝杠

78通过联轴器传动连接；

所述第四电机79外侧包围设有防护壳706。

[0033] 本发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多个所述门扇本体10组成实验室大门，当实验室内进

行低温实验时，实验室大门门体内外两侧存在较大温差，会导致门扇本体10与地面衔接处

的密封结构以及地轨存在冷凝、结冰现象，实验室大门关闭时，向所述密封条31内充氮气，

使得密封条31变形膨胀与实验室地面之间紧密贴合密封，当实验室内温度降至0℃以下时，

将所述电伴热51开始工作，避免所述第一密封板54与所述密封条31接触处的温度过低造成

结冰严重的情况，当实验室内温度回升至0℃以上时，所述电伴热51停止工作；

初始状态下，所述铲离片73的长度方向沿前后方向延伸，所述铲离片73与地面之

间具有一定间隙；

所述冻结铲离机构70工作时，所述第三电机76输出轴上的所述主动齿轮761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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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从动齿轮751转动，所述从动齿轮751带动所述升降控制环75转动，所述升降控制环75

驱动所述升降控制杆72沿所述旋转方向控制杆71轴线向下移动，当所述铲离片73下端面与

地面平齐时所述第三电机76停止工作，所述第二电机74输出轴上的所述旋转蜗杆741带动

所述旋转蜗轮711转动，所述旋转蜗轮711带动所述旋转方向控制杆71转动，进而使得所述

铲离片73旋转插入所述密封条31与所述第二密封板61之间的接触面，然后所述第四电机79

的输出轴带动所述丝杠78转动，所述丝杠78通过所述丝杠螺母77驱动所述冻结铲离机构容

纳壳703和所述滑块702沿所述倒T形滑轨701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所述铲离片73能够确保

所述密封条31与所述第二密封板61的接触处彻底剥离，随后冻结铲离机构70原路返回至初

始位置。

[0034] 实施例2

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如图2所示，所述第一防冻结机构50采用第二防冻结机

构60进行替换，所述第二防冻结机构60包括第二密封板61，位于所述密封结构30下方的地

面建造有开口朝上的第二防冻结机构容纳槽601，所述第二密封板61固定安装在所述第二

防冻结机构容纳槽601内顶部，所述第二密封板61顶部与地面平齐，所述第二防冻结机构容

纳槽601内侧壁具有隔热保温层602；

所述第二密封板61下端面固定设有导热板62，所述导热板62为纯铜材质，所述导

热板62下端面固定设有加热板63，所述第二防冻结机构容纳槽601内底部固定设有支撑架

64，所述加热板63固定支撑在所述支撑架64顶部。

[0035] 所述支撑架64内部具有容纳空腔641，所述容纳空腔641内填充有气凝胶块。

[0036] 所述第二密封板61下端面具有多个开口朝下的条状开槽611，导热板62上端面固

定设有多个导热条621，所述导热条621嵌合固定在所述条状开槽611内。

[0037] 当所述第二密封板61与所述密封条31接触处结冰较多产生冻结时，所述加热板63

开始工作，所述加热板63产生的热量通过所述导热板62均匀地传递给所述第二密封板61，

使得所述第二密封板61与所述密封条31接触处结冰快速消融，然后利用所述冻结铲离机构

70确保将所述密封条31与所述第二密封板61的接触处彻底剥离，避免因冻结消融不均匀导

致所述密封条31与所述第二密封板61个别点处仍有冻结，此时贸然开启实验室大门，可能

会导致密封条31被拉扯撕裂损坏。

[0038] 实施例3

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所述保温板11为200mm厚的聚氨酯材料，所述门板12由

材质为Q235C的H型钢及材质为Q235的圆管构成，所述夹芯板13为100mm厚的岩棉夹芯板。

[0039] 实施例4

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所述保温板11为250mm厚的聚氨酯材料，所述门板12由

材质为Q235C的H型钢及材质为Q235的圆管构成，所述夹芯板13为120mm厚的岩棉夹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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