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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天线结构及移动终端，该天

线结构至少包括第一金属辐射框、第一天线馈源

及第一天线匹配电路，第一金属辐射框设于金属

后壳的一端，第一金属辐射框设有第一断口与第

二断口，对应第一断口与第二断口设有第一开关

与第二开关，第一开关与第二开关根据移动终端

的姿态处于导通状态或者断开状态，且第一断口

与第二断口分别位于第一金属辐射框的相邻侧；

第一天线馈源的第一端接地，第一天线馈源的第

二端与第一天线匹配电路的第一端连接，第一天

线匹配电路的第二端与第一金属辐射框连接。这

样可以根据移动终端的姿态，通过改变天线结构

的断口位置，来调整天线结构的最佳辐射方向，

从而使天线结构的通信效果维持在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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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天线结构，应用于具有金属后壳的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线结构至少包

括第一金属辐射框、第一天线馈源及第一天线匹配电路，其中：

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设于所述金属后壳的一端，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设有第一断口与

第二断口，所述第一断口与所述第二断口将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依次分隔形成第一辐射

部、第二辐射部及第三辐射部，所述第一辐射部与所述第二辐射部之间设有第一开关，所述

第二辐射部与所述第三辐射部之间设有第二开关，所述第一开关与所述第二开关根据所述

移动终端的姿态处于导通状态或者断开状态，且所述第一断口与所述第二断口分别位于所

述第一金属辐射框的相邻侧；

所述第一天线馈源的第一端接地，所述第一天线馈源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一天线匹配电

路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一天线匹配电路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辐射部连接，且所述第一辐

射部接地，所述第三辐射部接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线结构还包括第二金属辐射

框、第二天线馈源、第二天线匹配电路及第三天线匹配电路，其中：

所述第三辐射部上还设有第三断口和第四断口，所述第三断口和所述第四断口将所述

第三辐射部依次分隔形成第一子辐射部、第二子辐射部和第三子辐射部，且所述第一子辐

射部位于所述第二辐射部与第二子辐射部之间，所述第一子辐射部接地，且所述第二子辐

射部与所述第三子辐射部通过馈线短接；

所述第二金属辐射框设于所述金属后壳的另一端，所述第二金属辐射框设有第五断

口，所述第五断口将所述第二金属辐射框分隔形成第四辐射部与第五辐射部；

所述第二天线馈源的第一端接地，所述第二天线馈源的第二端与一单刀双掷开关的控

制端连接，所述单刀双掷开关的第一端与所述第二天线匹配电路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二

天线匹配电路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子辐射部连接；

所述单刀双掷开关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三天线匹配电路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三天线匹

配电路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五辐射部连接；

所述第一断口与所述第五断口位于所述移动终端的同一侧，所述第二断口与所述第三

断口位于所述移动终端的同一侧；

所述第二子辐射部接地，所述第五辐射部接地。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天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断口与所述第四断口对称设

置，所述第二断口与所述第三断口对称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天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辐射部设有第六断口、第七

断口及第八断口，所述第六断口、所述第七断口及所述第八断口将所述第五辐射部依次分

割形成第六辐射部、第七辐射部、第八辐射部及第九辐射部，其中，所述第六辐射部位于所

述第七辐射部与所述第四辐射部之间，且所述第六辐射部与所述第七辐射部通过馈线短

接，所述第七辐射部接地。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天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断口与所述第八断口对称设

置，所述第六断口与所述第七断口对称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线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三辐射部上与所述第一断口

及所述第二断口对称的位置设有断口。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天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辐射部与所述金属后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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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第一连接部，所述第五辐射部与所述金属后壳之间设有第二连接部。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天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辐射部与所述

第二辐射部之间设有第一开关及与所述第一开关串联的第一谐振电路；所述第二辐射部与

所述第三辐射部之间设有第二开关及与所述第二开关串联的第二谐振电路。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天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谐振电路为电感谐振电路、

电容谐振电路或者电感电容谐振电路中的任一种；所述第二谐振电路为电感谐振电路、电

容谐振电路或者电感电容谐振电路中的任一种。

10.一种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天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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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天线结构及移动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信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天线结构及移动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大部分移动终端都具备用于无线通信的天线，比如可以实现移动终端的定

位功能的定位天线，而移动终端的定位功能是通过安装在移动终端上的定位天线与卫星之

间的通信来实现的。通常，每个移动终端都只安装一个定位天线，而每个定位天线的辐射方

向图都是固定不可调的，从而导致定位天线最佳的辐射方向是固定的。且由于移动终端的

普及应用，移动终端的使用场景也越来越多，当移动终端的定位天线最佳的辐射方向只在

一个方向时，则会影响定位天线的通信效果。可见，现有的天线存在通信效果差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天线结构及移动终端，以解决现有的天线存在通信效果差

的问题。

[000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天线结构，应用于具有金属后壳的移动终端，所述天线

结构至少第一金属辐射框、第一天线馈源及第一天线匹配电路，其中：

[0005] 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设于所述金属后壳的一端，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设有第一断

口与第二断口，所述第一断口与所述第二断口将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依次分隔形成第一辐

射部、第二辐射部及第三辐射部，所述第一辐射部与所述第二辐射部之间设有第一开关，所

述第二辐射部与所述第三辐射部之间设有第二开关，所述第一开关与所述第二开关根据所

述移动终端的姿态处于导通状态或者断开状态，且所述第一断口与所述第二断口分别位于

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的相邻侧；

[0006] 所述第一天线馈源的第一端接地，所述第一天线馈源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一天线匹

配电路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一天线匹配电路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辐射部连接，且所述第

一辐射部接地，所述第三辐射部接地。

[0007]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移动终端，包括上述天线结构。

[0008] 这样，本发明实施例中，天线结构至少包括第一金属辐射框、第一天线馈源及第一

天线匹配电路，其中：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设于所述金属后壳的一端，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

设有第一断口与第二断口，所述第一断口与所述第二断口将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依次分隔

形成第一辐射部、第二辐射部及第三辐射部，所述第一辐射部与所述第二辐射部之间设有

第一开关，所述第二辐射部与所述第三辐射部之间设有第二开关，所述第一开关与所述第

二开关根据所述移动终端的姿态处于导通状态或者断开状态，且所述第一断口与所述第二

断口分别位于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的相邻侧；所述第一天线馈源的第一端接地，所述第一

天线馈源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一天线匹配电路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一天线匹配电路的第二

端与所述第二辐射部连接，且所述第一辐射部接地，所述第三辐射部接地。这样可以根据移

动终端的姿态，通过改变天线结构的断口位置，来调整天线结构的最佳辐射方向，从而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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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结构的通信效果维持在良好状态。

附图说明

[000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描述中所需

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1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天线结构的结构示意图之一；

[001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天线结构的结构示意图之二；

[0012]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天线结构的结构示意图之三。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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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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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4] 在目前的天线结构中，天线结构的最佳辐射方向，即通信信号最好的方向，为天线

结构中金属辐射框断口所在方向。

[0015] 参见图1至图3，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天线结构的结构示意图之一；图2是本

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天线结构的结构示意图之二；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天线结构的结

构示意图之三。

[0016]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天线结构100，该天线结构100应用于具有金属

后壳10的移动终端，至少包括第一金属辐射框20、第一天线馈源41及第一天线匹配电路51，

其中：

[0017] 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20设于所述金属后壳10的一端，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20设有

第一断口21与第二断口22，所述第一断口21与所述第二断口22将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20依

次分隔形成第一辐射部25、第二辐射部26及第三辐射部27，所述第一辐射部25与所述第二

辐射部26之间设有第一开关61，所述第二辐射部26与所述第三辐射部27之间设有第二开关

62，所述第一开关61与所述第二开关62根据所述移动终端的姿态处于导通状态或者断开状

态，且所述第一断口21与所述第二断口22分别位于所述第一金属辐射框20的相邻侧；

[0018] 所述第一天线馈源41的第一端接地，所述第一天线馈源41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一天

线匹配电路51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一天线匹配电路51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辐射部26连

接，且所述第一辐射部25接地，所述第三辐射部27接地。

[0019] 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开关61与第二开关62可以根据移动终端的姿态处于导通状

态或者断开状态，天线结构100可以根据第一开关61与第二开关62的导通状态或者断开状

态，来控制第一断口21与第二断口22的断开状态。比如，当第一开关61处于导通状态，且第

二开关62处于断开状态，则第二断口22处于断开状态，此时，第二断口22为天线结构100的

最佳辐射区域，第二天线辐射方向图82朝上，从而使移动终端的天线结构100处于最佳辐射

方向；当第一开关61处于断开状态，且第二开关62处于导通状态，则第一断口21处于断开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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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此时，第一断口21为天线结构100的最佳辐射区域，第一天线辐射方向图81朝上，从而使

移动终端的天线结构100处于最佳辐射方向。

[0020] 本发明实施例的工作原理是，可以根据移动终端的姿态，控制第一开关61与第二

开关62的导通或者断开，进而改变天线结构100的断口位置，使天线结构100处于最佳辐射

方向，从而使天线结构100的通信效果维持在良好状态。

[0021] 具体的，比如手机移动终端，最常用的使用姿态为横屏和竖屏。如图1所示：

[0022] 当移动终端处于竖屏使用模式时，移动终端向第一开关61发送导通控制信号，第

一开关61的两端呈短路状态，即第一断口21被短路连接在一起；同时移动终端向第二开关

62发送断开控制信号，第二开关62的两端呈断开状态，即第二断口22为断开状态。此时，第

二断口22为天线结构100的最佳辐射区域，第二天线辐射方向图82朝上，从而使移动终端处

于竖屏模式时，天线结构100能够处于最佳辐射方向。

[0023] 当移动终端处于横屏使用模式时，移动终端向第二开关62发送导通控制信号，第

二开关62的两端呈短路状态，即第二断口22被短路连接在一起；同时移动终端向第一开关

61发送断开控制信号，第一开关61的两端呈断开状态，即第一断口21为断开状态。此时，第

一断口21为天线结构100的最佳辐射区域，第一天线辐射方向图81朝上，从而使移动终端的

处于横屏模式时，天线结构100能够处于最佳辐射方向。

[0024] 这样，可以根据移动终端竖屏或者横屏的应用场景，通过改变天线结构100的断口

位置，使天线结构100处于最佳辐射方向。从而使天线结构100能够移动终端处于横屏或者

竖屏的应用场景下，都能达到最佳的辐射效果，提升用户体验。

[0025]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天线匹配电路51与第二辐射部26的连接位置，并不局限于图

示的角落位置，可以根据实际调试，在位于第一断口21与第二断口22之间的第二辐射部26

上调整连接位置。其中，第三辐射部27与第一辐射部25可以通过与移动终端的主板上的接

地端连接，来实现接地功能。也可以通过图1所示的第一连接部91将第三辐射部27与金属后

壳10连接，实现第三辐射部27的接地；第一辐射部25可以直接与金属后壳10连接，实现第一

辐射部25的接地。第一天线匹配电路51可以通过第一馈电结构52与第二辐射部连接，其中，

第一馈电结构52可以为馈线。

[0026] 如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天线结构100，本实施例提供的天线结构100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所述天线结构100还包括第二金属辐射框30、第二天线馈源42、第

二天线匹配电路53及第三天线匹配电路56，其中：

[0027] 所述第三辐射部27上还设有第三断口23和第四断口24，所述第三断口23和所述第

四断口24将所述第三辐射部27依次分隔形成第一子辐射部271、第二子辐射部272和第三子

辐射部273，且所述第一子辐射部271位于所述第二辐射部26与第二子辐射部272之间，所述

第一子辐射部271接地，且所述第二子辐射部272与所述第三子辐射部273部通过馈线短接；

[0028] 所述第二金属辐射框30设于所述金属后壳10的另一端，所述第二金属辐射框30设

有第五断口31，所述第五断口31将所述第二金属辐射框30分隔形成第四辐射部35与第五辐

射部36；

[0029] 所述第二天线馈源42的第一端与所述地线连接，所述第二天线馈源42的第二端与

一单刀双掷开关63的控制端631连接，所述单刀双掷开关63的第一端632与所述第二天线匹

配电路53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二天线匹配电路53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子辐射部272连接；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7359402 B

6



[0030] 所述单刀双掷开关63的第二端633与所述第三天线匹配电路56的第一端连接，所

述第三天线匹配电路56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五辐射部36连接；

[0031] 所述第一断口21与所述第五断口31位于所述移动终端的同一侧，所述第二断口22

与所述第三断口23位于所述移动终端的同一侧；

[0032] 所述第二子辐射部272接地，所述第五辐射部36接地。

[0033] 本发明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在图1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二天线馈源42、第二天线

匹配电路53及第三天线匹配电路56，第五辐射部36与金属后壳10之间设有第二连接部92，

通过第二连接部92将第五辐射部36与金属后壳10连接，从而实现第五辐射部36的接地功

能。

[0034] 例如，在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中，还是以移动终端的横屏场景和竖屏场景为例。

具体，如图2所示：

[0035] 当移动终端处于竖屏使用模式时，移动终端向第一开关61发送导通控制信号，即

第一断口21被短接在一起，同时移动终端向第二开关62发送断开控制信号，即第二断口22

为断开状态；此时，第二断口22为天线结构100的最佳辐射区域，第二断口22对应的第二天

线辐射方向图82朝上。移动终端还向单刀双掷开关63发送第一导通控制信号，将单刀双掷

开关63切换到第一端632所在通路，即第二天线馈源42的信号流流向第二天线匹配电路53，

而第三天线匹配电路56与第二天线馈源42之间处于断开状态；此时，第三断口23也为天线

结构100的最佳辐射区域，第三断口23对应的第三天线辐射方向图83朝上。即天线结构100

在第二断口22及第三断口23均为最佳辐射区域，且辐射方向也相同，这样可以提升天线结

构100的通信速率及通信效果。

[0036] 当移动终端处于横屏使用模式时，移动终端向第二开关62发送导通控制信号，即

第二断口22被短接在一起，同时移动终端向第一开关61发送断开控制信号，即第一断口21

为断开状态；此时，第一断口21为天线结构100的最佳辐射区域，第一断口21对应的第一天

线辐射方向图81朝上。移动终端还向单刀双掷开关63发送第二导通控制信号，将单刀双掷

开关63切换到第二端633所在通路，即第二天线馈源42的信号流流向第三天线匹配电路56，

而第二天线匹配电路53与第二天线馈源42之间处于断开状态；此时，第五断口31也为天线

结构100的最佳辐射区域，第五断口31对应的第三天线辐射方向图84朝上。即天线结构100

在第一断口21及第五断口31均为最佳辐射区域，且辐射方向也相同，这样可以提升天线结

构100的通信速率及通信效果。

[0037] 这样，通过增加一套天线馈源，不管移动终端处于横屏应用场景还是竖屏应用场

景，都能够使天线结构100的两套天线馈源达到最佳的辐射效果，还能提升天线结构100的

通信速率，提升通信效果。

[0038]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实施例中，可以将第一断口21与第四断口24对称设置，也可以

将第二断口22与第三断口23对称设置。

[0039] 可选的，所述第五辐射部36设有第六断口32、第七断口33及第八断口34，所述第六

断口32、所述第七断口33及所述第八断口34将所述第五辐射部36依次分割形成第六辐射部

361、第七辐射部362、第八辐射部363及第九辐射部364，其中，所述第六辐射部361位于所述

第七辐射部362与所述第四辐射部35之间，且所述第六辐射部361与所述第七辐射部362通

过馈线短接，所述第七辐射部362接地。其中，所述第五断口31与所述第八断口34对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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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六断口32与所述第七断口33对称设置。

[0040] 本发明实施例中，为了提升天线结构100的平衡度，可以在第五辐射部36上设置第

六断口32、第七断口33及第八断口34。其中，第五断口31与第八断口34可以对称设置，第六

断口32与第七断口33可以对称设置。还有通过将所述第六辐射部361与所述第七辐射部362

通过馈线短接，可以降低第六断口32对天线结构100辐射方向的影响。

[0041] 可选的，如图2及图3所示，所述第一辐射部25与所述第二辐射部26之间设有第一

开关61及与所述第一开关61串联的第一谐振电路71；所述第二辐射部26与所述第三辐射部

27之间设有第二开关62及与所述第二开关62串联的第二谐振电路72。

[0042] 本发明实施例中，为了降低天线结构谐振带来的影响，可以在第一开关61的通路

上增设一第一谐振电路71；在第二开关62的通路上增设一第二谐振电路72。其中，第一谐振

电路71与第一开关61串联在一起，且可以左右调换，位置不做限定；第二谐振电路72与第二

开关62串联在一起，且也可以左右调换，位置不做限定。

[0043] 这样，通过引入谐振电路与开关串联，天线结构中就增加了一个可调控谐振的器

件或者电路。

[0044]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谐振电路71可以是电感谐振电路、电容谐振电路或者电感电

容谐振电路中的任一种；第二谐振电路72可以是电感谐振电路、电容谐振电路或者电感电

容谐振电路中的任一种。

[0045] 本发明实施例还涉及一种移动终端，包括上述天线结构。

[0046] 其中，该移动终端可以手机、平板电脑、个人数字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电子书阅读器、MP3(动态影像专家压缩标准音频层面3，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Audio  Layer  III)播放器、MP4(动态影像专家压缩标准音频层面4，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Audio  Layer  IV)播放器、膝上型便携计算机、车载电脑、台式计

算机、机顶盒、智能电视机、可穿戴设备等等。

[0047]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天线结构实施例的实现方式同样适应于该移动终端的实施例

中，并能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在此不再赘述。

[004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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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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