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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寒冷地区的天线，
包括底座（2）、设于底座（2）上的升降柱（1）、设于升降柱
（1）上的天线本体（3），
其特征在于，
所述升降柱（1）具有壳体，
且升降柱（1）包括下段（11）、
中段（12）、
上段（13），
其中：
所述下段（11）的底部与底座（2）相连，
下段（11）中设有密封的第一空腔，
该第一空腔中
设有电路组件、控制组件（112）、转动电机（111），
控制组件控制电路组件和转动电机的状
态；
所述中段（12）的一侧壁上设有开口，
且中段（12）中设有第二空腔，
该第二空腔中设有
螺杆（121），
螺杆（121）的下端与转动电机（111）的转轴相连，
该螺杆（121）上套设有移动件
（5），
该移动件（5）上通孔（51）的内壁上设有与螺杆（121）的外螺纹配合的内螺纹；
所述移动
件（5）上设有天线本体安装架（4），
该天线本体安装架（4）的朝向开口的一侧上安装有天线
本体（3），
所述天线本体（3）包括主干（31）和设于主干（31）上的振子片（32），
所述主干（31）
内部设有加热件（35），
该加热件（35）通过电线与电路组件相连，
控制组件（112）控制电线的
通电与断电 ；
所述上段（13）中设有第三空腔，
该第三空腔中设有与螺杆（121）的顶部相连的上轴承
（132）；
所述移动件（5）包括用于套设在螺杆（121）上的螺纹部和用于装配天线本体安装架（4）
的安装部，
该安装部为横向设置的圆柱状结构，
螺纹部从安装部的中间向外突出，
且安装部
的两端设有导轮（52）；
所述天线本体安装架（4）包括套在安装部两端的两个定位环（42）和
连接在两个定位环（42）同一侧的安装架主体，
该安装架主体的外侧连接有天线本体（3）和
横向设置的限位杆（43）；
所述定位环（42）的部分外侧壁上设有凸出的第一齿轮（47），
第二
空腔的顶部内壁上设有与第一齿轮（47）啮合的第二齿轮（127）；
所述中段（12）一侧开口上设有两片中间接触的柔性挡片（121），
所述天线本体安装架
（4）的上下两侧设有用于从中间分离两片柔性挡片（121）的凸出件（44）；
所述第三空腔与第
二空腔之间通过上隔板（133）分隔，
螺杆（121）的顶端穿过上隔板（133）后与设于第三空腔
中的上轴承（132）相连；
所述上隔板（133）的下端设有套在螺杆（121）上的上密封套（134）；
所述第二空腔与第一空腔之间通过下隔板（117）分隔，
螺杆（121）的底端穿过下隔板（117）
后与第一空腔中的转动电 机（111）的转轴相连 ；所述下隔板（117）的下方设有套在螺杆
（121）上的下轴承（116），
所述下隔板（117）的上方设有下密封套（121）；
与加热件（35）相连
的电线从第二空腔中穿过下隔板（117）后与第一空腔中的收线装置（113）相连，
并通过收线
装置（113）的出线端与电路组件相连，
电路组件与电网相连或与内置电池相连；
所述下段
（11）的壳体上设有可打开的侧门（10），
该侧门（10）中设有控制面板；
所述天线本体安装架
（4）上设有检测天线本体（3）重量的重量传感器 ，该重量传感器通过信号线与控制组件
（112）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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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寒冷地区的天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天线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寒冷地区的天线。
背景技术
[0002] 天线是很多通信设备、
电子设备用于接收信号的器件，
功能差异大，
种类也多，
其
中电视天线是较常见的一种。一般来说，
为了提高接收无线信号的质量，
需要将接收天线固
定室外空旷处。
[0003] 对于放置在室外的天线，
长期受到日晒雨淋，
对天线的整体寿命影响较大。尤其对
于在寒冷地区使用的室外天线，
冬天时低温下的水汽、
雨水容易使天线表面覆盖上冰层，
且
冰层容易越积越厚，
甚至形成冰柱，
这一方面增加了天线的重量，
容易发生天线折断的现
象，
另一方面，
天线振子上冰层也会对信号的接收造成影响，
严重影响天线的使用效果。
[0004] 针对以上问题，
本发明进行了研究，
并提供了一种适用于寒冷地区的天线。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不足，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寒冷地区的天线，
能够有效除去冻结
在天线上的冰块，
保证天线的有效使用，
延长其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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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用于寒冷地区的天线，
包括底座、
设于底座上的升降柱、
设于升降柱上的天线
本体，
所述升降柱具有壳体，
且升降柱包括下段、
中段、
上段，
其中：
所述下段的底部与底座
相连，
下段中设有密封的第一空腔，
该第一空腔中设有电路组件、
控制组件、
转动电机，
控制
组件控制电路组件和转动电机的状态；
所述中段的一侧壁上设有开口，
且中段中设有第二
空腔，
该第二空腔中设有螺杆，
螺杆的下端与转动电机的转轴相连，
该螺杆上套设有移动
件，
该移动件上通孔的内壁上设有与螺杆的外螺纹配合的内螺纹；
所述移动件上设有天线
本体安装架，
该天线本体安装架的朝向开口的一侧上安装有天线本体，
所述天线本体包括
主干和设于主干上的振子片，
所述主干内部设有加热件，
该加热件通过电线与电路组件相
连，
控制组件控制电线的通电与断电 ；
所述上段中设有第三空腔，
该第三空腔中设有与螺杆
的顶部相连的上轴承。
[0008] 本技术中，
移动件受到第二空腔的限制无法周转，
因此转动电机带动螺杆正反转
动的过程中，
可以实现螺杆上与其配合的移动件的上下移动，
进而实现天线本体的上下移
动，
安装移动方便，
天线本体升到最上端时为天线本体的工作状态。北方寒冷地区气温低，
遇到降水天气天线本体上容易结冰或积雪，
影响信号接收，
且越积越重后容易造成天线本
体损坏。本技术中，
加热件通电后可以产生热量，
融化天线本体上的冰层或积雪。
[0009] 作为优选，
所述移动件包括用于套设在螺杆上的螺纹部和用于装配天线本体安装
架的安装部，
该安装部为横向设置的圆柱状结构，
螺纹部从安装部的中间向外突出，
且安装
部的两端设有导轮；
所述天线本体安装架包括套在安装部两端的两个定位环和连接在两个
定位环同一侧的安装架主体，
该安装架主体的外侧连接有天线本体和横向设置的限位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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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定位环的部分外侧壁上设有凸出的第一齿轮，
第二空腔的顶部内壁上设有与第一齿轮
啮合的第二齿轮。
[0010] 本技术中，
移动件在处于螺杆下部的位置时，
由于天线本体自身的重量，
天线本体
安装架倾斜一定的角度，
此时倚靠限位杆与升降柱外壁的接触来防止天线本体振子片与升
降柱的接触，
保护振子片。天线本体上升过程中，
当上升到相对上部时，
定位环上的第一齿
轮与第二空腔的顶部内壁上的第二齿轮开始啮合，
继续上升过程中倚靠齿轮的啮合实现天
线本体由倾斜逐渐变水平的状态。此外，
在加热融冰过程中，
螺杆可以反向转动使天线本体
适当下降，
此时天线本体倾斜，
有利于融化的冰雪从振子片上滑落，
提高效率。
[0011] 作为优选，
所述中段一侧开口上设有两片中间接触的柔性挡片，用于防水雨水杂
物进入到第二空腔中，
所述天线本体安装架的上下两侧设有用于从中间分离两片柔性挡片
的凸出件，
因此移动件上下移动过程中，
凸出件可以顺势分开两片柔性挡片。
[0012] 作为优选，
所述第三空腔与第二空腔之间通过上隔板分隔，
螺杆的顶端穿过上隔
板后与设于第三空腔中的上轴承相连，
上轴承不影响螺杆转动，
也起到限位作用；
所述上隔
板的下端设有套在螺杆上的上密封套。
[0013] 作为优选，
所述第二空腔与第一空腔之间通过下隔板分隔，
螺杆的底端穿过下隔
板后与第一空腔中的转动电机的转轴相连；
所述下隔板的下方设有套在螺杆上的下轴承，
下轴承不影响螺杆转动，
也起到限位作用，
所述下隔板的上方设有下密封套。
[0014] 作为优选，
与加热件相连的电线从第二空腔中穿过下隔板后与第一空腔中的收线
装置相连，
并通过收线装置的出线端与电路组件相连，
电路组件与电网相连或与内置电池
相连。
收线装置的使用可以很好的避免天线本体升降过程中过长的电线在第二空腔中打结
纠缠。
[0015] 作为优选，
所述下段的壳体上设有可打开的侧门，
该侧门中设有控制面板，
用于控
制用电器件的工作。
[0016] 作为优选，
所述天线本体安装架上设有检测天线本体重量的重量传感器，
该重量
传感器通过信号线与控制组件相连。当检测到天线本体上因为冰雪积累变重后，
该信号传
给控制组件，
进行加热除冰操作。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提供了一种用于寒冷地区的可自动
升降的天线，
自动化程度高，
操作方便，
能够方便高效的进行除冰除雪，
特别适用于寒冷地
区使用。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示意图一。
[0019] 图2为本发明的天线本体水平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天线本体倾斜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图4中A区域的放大图。
[0023] 图6为图4中B区域的放大图。
[0024] 图7为图4中C区域的放大图。
[0025] 图8为图2中D区域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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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为图3中E区域的放大图。
图10为天线本体处结构的剖视图。
图11为天线本体与移动件的示意图一。
图12为天线本体与移动件的示意图二。
图13为天线本体安装架与天线本体的示意图一。
图14为天线本体安装架与天线本体的示意图二。
图15为天线本体安装架的正视图。
图16为移动件的示意图一。
图17为移动件的示意图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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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6] 见图1至图17，
一种用于寒冷地区的天线，
包括底座2、
设于底座2上的升降柱1、设
于升降柱1上的天线本体3，
所述升降柱1具有壳体，
且升降柱1包括连成一体的下段11、
中段
12、
上段13，
其中：
所述下段11的底部与底座2相连，
下段11中设有密封的第一空腔，
该第一
空腔中设有电路组件（包括天线电路模块）、
控制组件112、
转动电机111，
控制组件控制电路
组件和转动电机的状态，
该电路组件可以为电线、
电阻、开关、二极管等常规电子元件根据
需要组装成的电路结构，
该控制组件112为常规的电路控制板，
其上设有依次连接的输入模
块、
处理模块、
存储模块、
输出模块，
用于根据操作或信号来改变电路状态，
该转动电机为常
规市售的转动电机。
[0037] 所述中段12的一侧壁上设有开口 ，
且中段12中设有横截面为“凸”字形的第二空
腔，
该第二空腔中设有螺杆121（设于“凸”字形的第二空腔的凸出区域中），
螺杆121的下端
与转动电机111的转轴相连，
该螺杆121上套设有移动件5，
该移动件5的轮廓与第二空腔大
致相同，
移动件5上通孔51的内壁上设有与螺杆121的外螺纹配合的内螺纹；
所述移动件5上
设有天线本体安装架4，
该天线本体安装架4的朝向开口的一侧上安装有天线本体3，
所述天
线本体3包括主干31和设于主干31上的振子片32，
所述主干31内部设有加热件35，
该加热件
35为加热电阻，
加热件35通过电线与电路组件相连，
控制组件112控制电线的通电与断电。
[0038] 所述上段13中设有第三空腔，
该第三空腔中设有与螺杆121的顶部相连的上轴承
132。
[0039] 从图10 17可以看出，
本实施方式中，
所述移动件5包括用于套设在螺杆121上的螺
~
纹部和用于装配天线本体安装架4的安装部，
该安装部为横向设置的圆柱状结构，
螺纹部从
安装部的中间向外突出，
且安装部的两端设有导轮52，用于上下移动过程中在第二空腔内
壁上滚动；
所述天线本体安装架4包括套在安装部两端的两个定位环42和连接在两个定位
环42同一侧的安装架主体，
该安装架主体的外侧连接有天线本体3和横向设置的限位杆43，
该限位杆43设于天线本体3的下方；
所述定位环42的部分外侧壁上设有凸出的第一齿轮47，
第二空腔的顶部内壁上设有与第一齿轮47啮合的第二齿轮127，
且第二齿轮127为贴合在第
二空腔内壁上的片状齿轮带，
由硬质材料制成，
可以根据需要贴合在不同的高度位置。
[0040] 图1和图15可看出，
本实施方式中，
所述中段12一侧开口上设有两片中间接触的柔
性挡片121，
可以由柔性橡胶片或柔性塑料片制成，
所述天线本体安装架4的上下两侧中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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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用于从中间分离两片柔性挡片121的凸出件44，
保证移动件的上下移动不受阻碍。
[0041] 图5和图7中可以看出，
本实施方式中，
所述第三空腔与第二空腔之间通过上隔板
133分隔，
螺杆121的顶端穿过上隔板133后与设于第三空腔中的上轴承132相连；
所述上隔
板133的下端设有套在螺杆121上的上密封套134。所述第二空腔与第一空腔之间通过下隔
板117分隔，
螺杆121的底端穿过下隔板117后与第一空腔中的转动电机111的转轴相连；
所
述下隔板117的下方设有套在螺杆121上的下轴承116，
所述下隔板117的上方设有下密封套
121。
[0042] 此外，
本实施方式中，
与加热件35相连的电线从第二空腔中穿过下隔板117后与第
一空腔中的收线装置113相连，
并通过收线装置113的出线端与电路组件相连，
电路组件通
过电线与电网相连或与内置电池相连；
该收线装置113为常规的电线自动收卷装置，
保证天
线本体3下降过长中，
多余过长电线能被自动卷起，
上升过程中，
电线能够方便的被扯出。
[0043] 图2和图3中可以看出，
所述下段11的壳体上设有可打开的侧门10，
该侧门10中设
有控制面板，
可以手动进行操作。
[0044] 本实施方式中，
所述天线本体安装架4上设有检测天线本体3重量的重量传感器，
具体的，
主干31插设在天线本体安装架4上的安装孔中，
该重量传感器设于主干31的下侧外
壁与安装孔下侧内壁之间，
因此当天线本体3变重时，
重量传感器受压更加厉害，
该重量传
感器通过信号线与控制组件112相连，
信号线可以与电线一起通过收线装置113与控制组件
112相连，
当控制组件112发现重量信号超过预设值时，
可以进行加热倾斜除冰除雪操作。
[0045] 以上为本发明中的天线装置，
转动电机111带动螺杆121正反转动的过程中，
可以
实现螺杆121上与其配合的移动件5的上下移动，
进而实现天线本体3的上下移动，
方便天线
本体3的安装和维修。在北方寒冷地区使用时，
天线本体3上容易结冰或积雪，
影响信号接
收，
且容易造成天线本体损坏。本技术中，
当检测到天线本体3重量过重之后，
加热件35通电
产生热量，
融化天线本体3上的冰层或积雪，
同时天线本体3倾斜，
有利于融化的冰雪从振子
片上滑落。
[0046] 以上所述，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寒冷地区的可自动升降的天线，
自动化程度高，
操作方便，
能够方便高效的进行除冰除雪，
特别适用于寒冷地区使用。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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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