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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无线通信装置，其包括载

体、天线及壳体，所述天线设置于所述载体上，所

述壳体罩设载体及天线，所述天线包括辐射部，

所述无线通信装置还包括调节件，该调节件由导

电材料制成，其可滑动地设置于所述壳体上并与

所述天线的辐射部连接，当调节件相对壳体滑动

时，所述调节件与所述辐射部的相对位置发生变

化从而调节所述天线的共振频率。该无线通信装

置通过设置可滑动的调节件，并将调节件与天线

辐射部连接，可以通过调整调节相对壳体的位置

来微调无线通信装置内部天线的共振频率，节约

了成本，增强了天线的通用性及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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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线通信装置，其包括载体、天线及壳体，所述天线设置于所述载体上，所述壳

体罩设载体及天线，所述天线包括辐射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包括相对设置的第一面及

第二面，所述壳体上开设一贯穿的安装槽，所述无线通信装置还包括调节件，所述调节件包

括推动部及延展部，该调节件由导电材料制成并与所述天线的辐射部连接，所述推动部穿

过并滑动设置于所述安装槽内，当所述推动部在安装槽内滑动以带动调节件相对壳体滑动

时，所述调节件与所述辐射部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从而调节所述天线的共振频率，所述延

展部与所述壳体的第一面形成一间隔，所述辐射部容置于所述间隔内，并与所述壳体的第

一面贴合。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线包括馈入部及接地部，所

述载体上设置馈入点及接地点，所述馈入部与所述载体上的馈入点电性连接，以为所述天

线馈入电流，所述接地部与所述载体上的接地点电性连接，以为所述天线提供接地。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无线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线还包括连接部，所述连接

部垂直连接于所述载体及所述辐射部，并与所述馈入点及接地点电性连接，所述辐射部一

端连接于所述连接部相对所述载体的一端，另一端沿平行于所述接地部的方向延。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无线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延展部与所述辐射部平行设

置。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无线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槽贯穿所述第一面及第二

面，所述推动部与延展部一体成型。

6.一种无线通信装置，其包括天线及壳体，该壳体罩设于天线上方，其特征在于：所述

天线包括辐射部，所述壳体包括相对设置的第一面及第二面，所述壳体上开设一贯穿的安

装槽，该无线通信装置还包括调节件，所述调节件包括推动部及延展部，所述推动部穿过并

滑动设置于安装槽内，所述调节件电性连接于所述天线的辐射部以作为天线的部分辐射

体，当所述推动部在安装槽内滑动以带动调节件相对壳体滑动时，所述调节件与所述辐射

部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从而调节所述天线的共振频率，所述延展部与所述壳体的第一面形

成一间隔，所述辐射部容置于所述间隔内，并与所述壳体的第一面贴合。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无线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件由金属制成。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无线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延展部及所述推动部为一体设

置，推动该推动部以带动所述延展部运动从而调节所述延展部与所述辐射部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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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线通信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进步，无线通信产品的更新换代日益加快，无线通信产品的

设计周期不断被压缩。例如，对于无线通信装置的天线的设计而言，其设计验证时间较少，

导致当天线已投入大量生产后才发现共振频率容易出现误差。而无线通信装置的天线一般

通过辐射部来收发无线信号以得到需要的通信频段，此时，一般通过增加电路组件与辐射

部相互作用的方式来获取需要的共振频率，但是此种方式由于电路组件与辐射部的距离较

近，会影响天线的辐射性能，而且增加了大量的生产成本。因此，如何在保证天线辐射性能

的情况下微调无线通信装置内部天线的共振频率，是天线设计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以上情况，有必要提供一种可微调天线共振频率之无线通信装置。

[0004] 一种无线通信装置，其包括载体、天线及壳体，所述天线设置于所述载体上，所述

壳体罩设载体及天线，所述天线包括辐射部，所述无线通信装置还包括调节件，该调节件由

导电材料制成，其可滑动地设置于所述壳体上，并与所述天线的辐射部连接当调节件相对

壳体滑动时，所述调节件与所述辐射部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从而调节所述天线的共振频

率。

[0005] 一种无线通信装置，其包括天线及壳体，该壳体罩设于天线上方，所述天线包括辐

射部，该无线通信装置还包括调节件，其可滑动地设置于壳体上，并电性连接于所述天线的

辐射部以作为天线的部分辐射体，当调节件相对壳体滑动时，所述调节件与所述辐射部的

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从而调节所述天线的共振频率。

[0006] 上述的无线通信装置通过在壳体上设置导电材料制成的调节件并使所述调节件

作为天线的部分辐射体，当所述调节件相对所述壳体滑动时，所述调节件与所述天线辐射

部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从而改变电流路径长度，达到调整无线通信装置内部天线共振频

率的作用，增强了天线的通用性。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本发明较佳实施方式的无线通信装置的立体分解图。

[0008] 图2为图1所示的无线通信装置的组装图。

[0009] 图3为图2所示的无线通信装置的局部剖视图。

[0010] 图4为图2所示的无线通信装置另一状态之组装图。

[0011]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2]

无线通信装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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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 10

馈入点 12

接地点 14

天线 20

馈入部 21

接地部 22

连接部 23

辐射部 24

壳体 30

第一面 31

第二面 32

安装槽 34

调节件 40

延展部 41

推动部 42

[0013]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请参照图1，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提供一种无线通信装置100，其可为移动电话、

个人数字助理等。

[0015] 在本实施例中，该无线通信装置100包括载体10、天线20、壳体30及调节件40。

[0016] 该载体10可为无线通信装置100的电路板，其上设置一馈入点12及一接地点14，该

馈入点12为该天线20馈入电流，该接地点14为该天线20提供接地。

[0017] 该天线20设置于该载体10上，其可配置为任意形状，以收发具有任意一种频率的

无线信号。在本实施例中，该天线20包括一馈入部21、一接地部22、一连接部23及一辐射部

24。该馈入部21为一平直的金属片体，其与载体10上的馈入点12电性连接，以馈入电流。该

接地部22为一“L”型金壳体属片体，其一端与馈入部21连接，另一端与载体10上的接地点14

电性连接，以使流入该天线20的电流形成回路。

[0018] 该连接部23垂直连接于载体10及辐射部24之间，从而使得该辐射部24悬设于载体

10的上方。该连接部23与该馈入部21及接地部22连接，以使得由馈入部21馈入的电流经连

接部23传递至辐射部24，再经由连接部23回传至接地部22。在本实施例中，该连接部23为一

金属制成的长方体结构。

[0019] 该辐射部24为平直的金属片体，其一端连接于连接部23相对所述载体10的一端，

另一端朝向与该接地部22平行的方向延伸。

[0020] 请参阅图2及图3，该壳体30用于罩设该载体10及天线20。该壳体30包括相对设置

的第一面31及第二面32。该壳体30上还开有一贯穿第一面31及第二面32的安装槽34。当该

壳体30罩设于天线20上方时，该天线20的辐射部24大致与壳体30的第一面31贴合。

[0021] 该调节件40由导电材料制成，如金属，其可滑动地设置于壳体30上。具体地，该调

节件40包括一体设置的延展部41及推动部42。该延展部41为一平直的金属件。当调节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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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于壳体30上时，该延展部41与该第一面31之间形成一间隔（图未示），该间隔的大小可

容许该天线20的辐射部24容置于其内。如此，延展部41可与辐射部24接触，并部分重合，以

作为该天线20的一部分，与辐射部24共同收发无线信号。在本实施例中，当调节件40设置于

壳体30上时，该延展部41与辐射部24上下平行设置。该推动部42设置于该延展部41的一端，

并可滑动地安装于该壳体30的安装槽34内。当外力作用于该推动部42上时，该推动部42可

在安装槽34内滑动，从而带动该延展部41运动，以改变该延展部41相对辐射部24的位置。在

本实施例中，该调节件40相对壳体30的初始位置使得该天线20收发中心频率为2400MHZ~
2500MHZ的无线信号。例如，该初始位置为该推动部42位于该安装槽34的大致中部位置。

[0022] 装配时，先将天线20固设于载体10上，并使馈入部21与载体10上的馈入点12电性

连接，接地部与载体10上的接地点14电性连接。接着将调节件40安装于壳体30上，使推动部

42穿过所述壳体30的安装槽34且滑动设置于所述安装槽34内，延展部41与所述壳体30的第

一面31保持一定间隔，以收容所述天线20的辐射部24。此时，天线20的辐射部24连接于所述

调节件40的延展部41。

[0023] 下面结合图2及图4，进一步说明该无线通信装置100的工作原理：当天线20的安装

环境改变，例如将该天线20置于某一特定的通信环境下或安装于其他无线通信装置时，该

天线20的共振频率将会发生一定偏移，例如偏向低频或偏向高频。其中，当该天线20的共振

频率偏向低频时，此时可推动该推动部42，使延展部41朝靠近该连接部23的方向滑动，以改

变该延展部41相对辐射部24的位置。随着延展部41靠近连接部23的方向滑动，该天线20的

电流路径随之缩短，其共振频率适当增加，以满足收发特定频率的无线信号之要求。具体

地，当延展部41位于初始位置时，天线20的初始电流路径为馈入部21、连接部23、辐射部24

及延展部41超出辐射部24的部分的长度之和；当调节件40沿着安装槽34滑动至靠近连接部

23的一侧时，该延展部41超出辐射部24的部分变短，因此调节调节件40后天线20的电流路

径的长度小于未调节调节件40时的电流路径长度。

[0024] 同理，当天线20的共振频率偏向高频时，推动该推动部42，使延展部41朝向远离连

接部23的方向滑动，进而使得延展部41超出天线20辐射部24的延展部分变长。由于电流路

径变长，此时天线20的共振频率将会适当降低，以达到使天线20的共振频率适当提高的目

的。

[0025] 可以理解，该调节件40相对安装槽的初始位置不局限于推动部42位于安装槽34的

中部位置，也可为安装槽34上的任一位置，只需保证调节调节件40后可使天线20达到收发

特定频率的无线信号即可。

[0026] 本发明的无线通信装置100通过在壳体30设置金属材料制成的调节件40，使得调

节件40相对壳体30滑动，以改变调节件40延展部41相对天线20辐射部24的位置，从而改变

电流路径长度，达到调整天线20共振频率的目的。该无线通信装置100可微调其内部天线20

的共振频率，使得天线20的安装位置不受限于特定的安装区域或特定的无线通信装置，增

强了天线20的通用性及适应性。此外，通过设置调节件40微调天线20的共振频率，无需通过

增加电路组件的方式来调整频率，节约了成本且保证了天线的良好辐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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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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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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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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