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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

窗帘，包括窗帘布、行动模组、太阳能充电模组、

光控模组及窗帘箱，行动模组包括轨道、同步皮

带及传动机构，轨道的下端连接有滑车及挂布吊

轮，挂布吊轮的连接窗帘布，滑车连接对应的挂

布吊轮；太阳能充电模组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升

压模块及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粘附于窗帘箱的

外侧面，太阳能电池板连接至升压模块，升压模

块连接至蓄电池，蓄电池连接至传动机构；光控

模组包括智能主机及光感应组件，智能主机包括

有光信号分段模块及控制模块。本实用新型不仅

以合理的方式有效收集太阳能，而且可根据环境

的实际情况有效控制窗帘的开闭，给人们生活提

供极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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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包括窗帘布、行动模组、太阳能充电模组、光控模组及

窗帘箱，所述太阳能充电模组与所述光控模组均安装于所述窗帘箱内，其特征在于：所述行

动模组包括轨道、同步皮带及传动机构，所述轨道内设有同步皮带，所述轨道的两端连接有

传动机构，所述轨道的下端连接有滑车及挂布吊轮，所述挂布吊轮的连接所述窗帘布，所述

滑车连接对应的所述挂布吊轮，所述滑车带动对应的所述挂布吊轮；所述太阳能充电模组

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升压模块及蓄电池，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粘附于所述窗帘箱的外侧面，所

述太阳能电池板连接至所述升压模块，所述升压模块连接至所述蓄电池，所述蓄电池连接

至所述传动机构；所述光控模组包括智能主机及光感应组件，所述智能主机包括有光信号

分段模块及控制模块，所述光感应组件连接所述光信号分段模块，所述控制模块控制所述

传动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机构包括主

传动箱、副传动箱及电机，所述主传动箱与所述副传动箱连接于同步皮带的两端，所述主传

动箱连接所述电机，所述电机由控制模块控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其特征在于：所述窗帘布包括遮光

窗帘布与遮阳窗帘布，所述遮光窗帘布与所述遮阳窗帘布上均设有一个所述的行动模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行动模组均

设有左滑车、右滑车、左挂布吊轮及右挂布吊轮，左滑车连接左挂布吊轮，右滑车连接右挂

布吊轮，所述左挂布吊轮连接左半部的所述窗帘布，所述右挂布吊轮连接右半部的所述窗

帘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

顶部设有顶安装片，所述顶安装片通过螺栓固定，所述顶安装片等间距设置，所述顶安

装片设有3-5个。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其特征在于：所述窗帘箱内设有普

通充电模块，所述普通充电模块通过所述升压模块连接所述蓄电池。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其特征在于：所述升压模块与所述

蓄电池之间安装有充电模块，所述充电模块内包括有短路保护电路与过流保护电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主机内设有

WIFI通讯模块，所述WIFI通讯模块连接至WIFI网络，所述WIFI网络通信至移动终端，所述移

动终端内设有显示单元与设置单元，所述设置单元包括时间设置模块及情景设置模块。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的下端面设

有传感亮点，所述滑车的上端面设有光电传感器，所述传感亮点与所述光电传感器相互匹

配，所述光电传感器连接至所述智能主机，所述智能主机内拉幅计算模块，所述光电传感器

连接所述拉幅计算模块。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其特征在于：所述设置单元包括

有拉幅设置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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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窗帘，尤其是涉及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

背景技术

[0002] 窗帘是室内装潢中软装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遮光降噪，而且还起

到装饰的作用。在日常家装中，窗帘一般分为两层，一层是夜间使用的比较厚重的窗帘，起

到隔绝外界的灯光和降噪，甚至是保暖的作用；而另外一层比较轻薄的织物，通常是白天使

用，用于遮挡强烈的阳光，给人提供舒适的环境同时，保护室内的家具免受阳光直射，避免

木质家具和皮质家具光照老化和开裂的问题。但随着智能化时代的来临，窗帘也需要被纳

入智能家装的一部分，如若能够有效实现这一功能，便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的生活。但电动

窗帘的操作，势必会涉及到能源的问题，能源问题一直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太阳

能作为一种大自然的馈赠，其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绿色能源，发展和有效利用太阳

能是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的。

[0003] 专利号为201310354189.X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新型太阳能智能窗帘，该智能

窗帘是一种卷帘结构，太阳能电池板设置于窗帘外侧，更加适合于办公环境使用。而对于家

庭使用，更多的是拉帘，但拉帘通常是用于夜间遮光降噪，白天是拉开的状态，因此将太阳

能板设置于窗帘外侧，并不能起到接收太阳能的作用，同时即使是柔性的太阳能电池板也

会影响窗帘的悬垂感。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

陷，在该电动窗帘中加入了行动模组、太阳能充电模组及光控模组，不仅以合理的方式有效

收集太阳能，而且可根据环境的实际情况有效控制窗帘的开闭，给人们生活提供极大便利，

增加人们的幸福感。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包括窗帘布、行动模组、太阳能充电模组、光控模组

及窗帘箱，太阳能充电模组与光控模组均安装于窗帘箱内，其特征在于：行动模组包括轨

道、同步皮带及传动机构，轨道内设有同步皮带，轨道的两端连接有传动机构，轨道的下端

连接有滑车及挂布吊轮，挂布吊轮的连接窗帘布，滑车连接对应的挂布吊轮，滑车带动对应

的挂布吊轮；太阳能充电模组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升压模块及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粘附于

窗帘箱的外侧面，太阳能电池板连接至升压模块，升压模块连接至蓄电池，蓄电池连接至传

动机构；光控模组包括智能主机及光感应组件，智能主机包括有光信号分段模块及控制模

块，光感应组件连接光信号分段模块，控制模块控制传动机构。

[0007] 进一步，传动机构包括主传动箱、副传动箱及电机，主传动箱与副传动箱连接于同

步皮带的两端，主传动箱连接电机，电机由控制模块控制。主传动箱与副传动箱，用于传递

电机扭矩，将电机的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进而带动同步皮带运行，两端分别设置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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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箱与副传动箱能够增强同步皮带的运行稳定性。

[0008] 进一步，窗帘布包括遮光窗帘布与遮阳窗帘布，遮光窗帘布与遮阳窗帘布上均设

有一个的行动模组。

[0009] 进一步，每个行动模组均设有左滑车、右滑车、左挂布吊轮及右挂布吊轮，左滑车

连接左挂布吊轮，右滑车连接右挂布吊轮，左挂布吊轮连接左半部的窗帘布，右挂布吊轮连

接右半部的窗帘布。左滑车可带动左挂布吊轮在左半区域内来回运动，右滑车带动右挂布

吊轮在右半区域内来回运动，从而实现以电气化方式控制窗帘布打开或者闭合，其运行较

为顺畅，故障发生的概率小，操控方便。

[0010] 进一步，轨道顶部设有顶安装片，顶安装片通过螺栓固定，顶安装片等间距设置，

顶安装片设有3-5个。安装片一方面用于固定轨道的上端结构，另一方方便将整个窗帘固定

至墙体上，结构简单，实用性强。

[0011] 进一步，窗帘箱内设有普通充电模块，普通充电模块通过升压模块连接蓄电池。该

普通充电模块用于配合太阳能电池板，确保在持续阴雨天，电动窗帘也能正常运行。

[0012] 进一步，升压模块与蓄电池之间安装有充电模块，充电模块内包括有短路保护电

路与过流保护电路。通过该充电模块能够对蓄电池充电，短路保护电路与过流保护电路用

于保护电路，保证线路不反充，安全可靠。

[0013] 进一步，智能主机内设有WIFI通讯模块，WIFI通讯模块连接至WIFI网络，WIFI网络

通信至移动终端，移动终端内设有显示单元与设置单元，设置单元包括时间设置模块及情

景设置模块。智能主机通过WIFI通讯模块连接至WIFI网络，再由WIFI网络与移动终端通信，

一方面可将窗帘的当前状态传递至移动终端并显示，另一方面可通过移动终端控制窗帘打

开或者闭合。

[0014] 进一步，轨道的下端面设有传感亮点，滑车的上端面设有光电传感器，传感亮点与

光电传感器相互匹配，光电传感器连接至智能主机，智能主机内拉幅计算模块，光电传感器

连接拉幅计算模块。传感亮点等间距设置，光电传感器能够接收传感亮点发出的光电信号，

并将该光电信号传递至拉幅计算模块中，拉幅计算模块识别该光电信号的来源，从而推算

窗帘布的拉幅，达到自动计算窗帘布拉幅的目的。

[0015] 进一步，设置单元包括有拉幅设置模块。通过拉幅设置模块能够定量的控制窗帘

布拉幅，其工作原理为：拉幅设置模块中输入拉幅指令，由WIFI网络传递至控制模块，控制

模块启动行动模组，当指定位置的光电信号传递至光电传感器后，控制模块关闭行动模组，

达到定量控制拉幅的目的，实现方式巧妙，结构简单。

[0016] 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7] 本实用新型为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在该电动窗

帘中加入了行动模组、太阳能充电模组及光控模组，不仅以合理的方式有效收集太阳能，而

且可根据环境的实际情况有效控制窗帘的开闭，给人们生活提供极大便利，增加人们的幸

福感。其具体有益效果表现为以下几点：

[0018] 1、行动模组包括轨道、同步皮带、传动机构、滑车及挂布吊轮，以电气化方式调控

窗帘布的移动，其工作原理为：启动传动机构，传动机构带动同步皮带沿着轨道运行，进而

带动滑车作来回直线运动，在来回运动过程中带动窗帘布打开或者关闭，其运行较为顺畅，

故障发生的概率小，操控方便。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8551027 U

4



[0019] 2、太阳能充电模组粘附于窗帘箱外侧，通过吸收太阳光为蓄电池充电，该窗帘箱

置于窗户的外侧，能够无时无刻吸收太阳能，保证供电；而且该太阳能电池板与窗帘布托里

设置，不会影响窗帘的悬垂感。

[0020] 3、光控模组实现对窗帘布的智能感应控制，其工作原理为：光感应组件感应光信

号的强弱并将光信号强弱转化为电流的大小，将该电流信号传递至光信号分段模块，光信

号分段模块根据电流大小将其归类之对应的分段中，由智能主机根据分段结果下达对应的

指令(智能主机中预先制定有不同分段的相应指令)，并由控制模块进行实施，从而根据光

线强弱即可自动控制窗帘布打开或者关闭。

附图说明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两种窗帘布的行动模组示意图；

[0024] 图3为轨道与同步皮带的连接示意图；

[0025] 图4为窗帘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智能主机的结构框图；

[0027] 图6为充电的流程示意图；

[0028] 图7为智能主机的通讯示意图；

[0029] 图8为移动终端的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如图1至图8所示，一种可智能控制的电动窗帘，包括窗帘布1、行动模组、太阳能充

电模组、光控模组及窗帘箱11，太阳能充电模组与光控模组均安装于窗帘箱11内，窗帘箱11

内设有智能主机，智能主机用于控制本装置的各个电控元件，智能主机内包括有光信号分

段模块、控制模块及WIFI通讯模块；

[0031] 窗帘布1包括遮光窗帘布1与遮阳窗帘布1，遮光窗帘布1与遮阳窗帘布1上均设有

一个的行动模组，该行动模组处于前后的位置关系；行动模组包括轨道5、同步皮带4及传动

机构；传动机构包括主传动箱3、副传动箱7及电机2，主传动箱3与副传动箱7连接于同步皮

带4的两端，主传动箱3连接电机2，电机2由控制模块控制。主传动箱3与副传动箱7，用于传

递电机2扭矩，将电机2的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进而带动同步皮带4运行，两端分别设

置主传动箱3与副传动箱7能够增强同步皮带4的运行稳定性。

[0032] 轨道5内设有同步皮带4，轨道5的下端连接有滑车及挂布吊轮，挂布吊轮的连接窗

帘布1，滑车连接对应的挂布吊轮，滑车带动对应的挂布吊轮；每个行动模组分别具有左滑

车9、右滑车10、左挂布吊轮8及右挂布吊轮11，左滑车9连接左挂布吊轮8，右滑车10连接右

挂布吊轮11，左挂布吊轮8连接左半部的窗帘布1，右挂布吊轮11连接右半部的窗帘布1。左

滑车9可带动左挂布吊轮8在左半区域内来回运动，右滑车10带动右挂布吊轮11在右半区域

内来回运动。

[0033] 轨道5顶部设有顶安装片6，顶安装片6通过螺栓固定，顶安装片6等间距设置，顶安

装片6设有3-5个。安装片6一方面用于固定轨道5的上端结构，另一方方便将整个窗帘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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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墙体上，结构简单，实用性强。

[0034] 轨道5的下端面设有传感亮点(图中未标出)，滑车的上端面设有光电传感器(图中

未标出)，传感亮点与光电传感器相互匹配，光电传感器连接至智能主机，智能主机内拉幅

计算模块，光电传感器连接拉幅计算模块。传感亮点等间距设置，光电传感器能够接收传感

亮点发出的光电信号，并将该光电信号传递至拉幅计算模块中，拉幅计算模块识别该光电

信号的来源，从而推算窗帘布1的拉幅，达到自动计算窗帘布1拉幅的目的。

[0035] 以电气化方式调控窗帘布1的移动，其工作原理为：启动传动机构，传动机构带动

同步皮带4沿着轨道5运行，进而带动滑车作来回直线运动，在来回运动过程中带动窗帘布1

打开或者关闭，其运行较为顺畅，故障发生的概率小，操控方便。

[0036] 太阳能充电模组包括太阳能电池板13、升压模块及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13粘附

于窗帘箱11的外侧面，太阳能电池板13连接至升压模块，升压模块连接至蓄电池，蓄电池连

接至传动机构；太阳能电池板13要实现为蓄电池充电电压要是蓄电池电压的1.2倍以上，因

此，将电压稳定在5V，同时为了改变电压需要使用升压模块，多块单元太阳能电池板13并

联，电池组输出电压不变，电流增加，用升压模块可将电压稳定输出5V恒压，增加充电稳定

性的同时加快充电速度。升压模块与蓄电池之间安装有充电模块，充电模块内包括有短路

保护电路与过流保护电路。通过该充电模块能够对蓄电池充电，短路保护电路与过流保护

电路用于保护电路，保证线路不反充，安全可靠。

[0037] 同时，窗帘箱11内设有普通充电模块，普通充电模块通过升压模块连接蓄电池。该

普通充电模块用于配合太阳能电池板13，确保在持续阴雨天，电动窗帘也能正常运行。

[0038] 太阳能充电模组粘附于窗帘箱11外侧，通过吸收太阳光为蓄电池充电，该窗帘箱

11置于窗户的外侧，能够无时无刻吸收太阳能，保证供电；而且该太阳能电池板13与窗帘布

1托里设置，不会影响窗帘的悬垂感。

[0039] 光控模组包括智能主机及光感应组件，光感应组件连接光信号分段模块，控制模

块控制传动机构。光控模组实现对窗帘布1的智能感应控制，其工作原理为：光感应组件感

应光信号的强弱并将光信号强弱转化为电流的大小，将该电流信号传递至光信号分段模

块，光信号分段模块根据电流大小将其归类之对应的分段中，由智能主机根据分段结果下

达对应的指令(智能主机中预先制定有不同分段的相应指令)，并由控制模块进行实施，从

而根据光线强弱即可自动控制窗帘布1打开或者关闭。

[0040] 智能主机内设有WIFI通讯模块，WIFI通讯模块连接至WIFI网络，WIFI网络通信至

移动终端，移动终端内设有显示单元与设置单元，设置单元包括时间设置模块、情景设置模

块及拉幅设置单元。智能主机通过WIFI通讯模块连接至WIFI网络，再由WIFI网络与移动终

端通信，一方面可将窗帘的当前状态传递至移动终端并显示，另一方面可通过移动终端控

制窗帘打开或者闭合。通过拉幅设置模块能够定量的控制窗帘布1拉幅，其工作原理为：拉

幅设置模块中输入拉幅指令，由WIFI网络传递至控制模块，控制模块启动行动模组，当指定

位置的光电信号传递至光电传感器后，控制模块关闭行动模组，达到定量控制拉幅的目的，

实现方式巧妙，结构简单。

[0041]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并不局限于此。任

何以本实用新型为基础，为解决基本相同的技术问题，实现基本相同的技术效果，所做出地

简单变化、等同替换或者修饰等，皆涵盖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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