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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卫浴洁具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智能淋浴帘装置，它主要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挡

水帘上下拉动，使用者活动的幅度大，在潮湿的

浴室容易滑倒的问题，包括左支撑架和右支撑

架，所述左支撑架和右支撑架的上端设置有导

轨，所述导轨上分别设置有可沿导轨滑动地滑车

和滑动吊轮，所述滑车和滑动吊轮的下部均悬挂

有淋浴体，所述导轨上设置有驱动滑车移动的驱

动装置，所述导轨上设置有控制滑车运动地电动

开合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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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淋浴帘装置，包括左支撑架和右支撑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左支撑架和右支

撑架的上端设置有导轨，所述导轨上分别设置有可沿导轨滑动地滑车和滑动吊轮，所述滑

车和滑动吊轮的下部均悬挂有淋浴体，所述导轨上设置有驱动滑车移动的驱动装置，所述

导轨上设置有控制滑车运动地电动开合控制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淋浴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轨包括顶板，所述顶板

的宽度方向的两侧边均相向设置有支撑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淋浴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包括分别设置导

轨两端的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以及环绕于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且带有齿的皮带，所述导轨

上设置有驱动主动齿轮转动的电动机，所述皮带驱动滑车运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淋浴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车包括可在导轨上滑动

地安装座，所述安装座的上部与皮带可拆卸连接，所述安装座的下部设置有用于悬挂淋浴

体的延设部。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淋浴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车包括可在导轨上滑动

地安装座，所述安装座的上部设置有通槽，所述通槽处设置有齿轮，所述齿轮与皮带上的齿

啮合传动，所述安装座的下部设置有用于悬挂淋浴体的延设部。

6.根据权利要求3至5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智能淋浴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开

合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设置在滑车上的拉力感应器以及无线接收器，所述无线接收器和

拉力传感器分别与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电动机与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智能淋浴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吊轮包括滑块，所述

滑块的中部横向设置有通孔，所述通孔穿设有转轴，所述转轴的两端均设置有会滑轮，所述

滑轮在导轨上滑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智能淋浴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左支撑架和右支撑架均为

U形状的收纳盒。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智能淋浴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淋浴体上与滑车相同的一

侧边设置有软性磁铁，所述收纳盒内设置有吸附软性磁铁的磁铁或者金属块。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智能淋浴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淋浴体的下部设置有配

重铅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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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淋浴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卫浴洁具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能淋浴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淋浴房是单独的淋浴隔间，现代家居对卫浴设施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家庭都希

望有一个独立的洗浴空间，但由于居室卫生空间有限，只能把洗浴设施与卫生洁具置于一

室。淋浴房充分利用室内一角，用围栏将淋浴范围清晰地划分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洗浴空

间。淋浴房按功能分为整体淋浴房和简易淋浴房；按款式分为转角形淋浴房、一字形浴屏、

圆弧形淋浴房、浴缸上浴屏等；按底盘的形状分为方形、全圆形、扇形、钻石形淋浴房等；按

门结构分为移门、折叠门、平开门淋浴房等。

[0003] 中国专利号：201410139956.X公开了一种百褶帘式淋浴房，包括门楣板、升降板、

密封条、左门柱、右门柱、挡水帘、滑槽、滑块、插销和插孔，门楣板为弧形板结构，门楣板的

左端头与左门柱的上端连接，门楣板的右端头与右门柱的上端连接，左门柱与右门柱平行

设置，在左门柱和右门柱中均设置有纵向的滑槽，升降板为与门楣板相对应的弧形板结构，

在升降板的左右端头上均连接有与滑槽相配合的滑块，在升降板的下端面上连接有密封

条，升降板的左端通过滑块与左门柱的滑槽连接，升降板的右端通过滑块与右门柱的滑槽

连接，挡水帘为与门楣板和升降板相对应的弧形结构，挡水帘的上端弧形边与门楣板连接，

挡水帘的下端弧形边与升降板连接，在升降板的左右两端均设置有插销，在左门柱和右门

柱的上端设置有与升降板上的左右插销相对应的插孔。该装置在使用时，将升降板上的左

右插销分别从左门柱与右门柱的插孔中退出，升降板即可通过左右滑块沿左门柱与右门柱

中的滑槽向下平行滑动并同时驱动挡水帘逐步展开，当升降板下端的密封条与地面接触

时，左门柱、右门柱、挡水帘、升降板和密封条即可构成淋浴房。使用完毕，将升降板沿左门

柱与右门柱向上移动，升降板驱动挡水帘折叠收缩，当挡水帘完全折叠收藏在门楣板与升

降板之间时，再通过插销与插孔将升降板锁定在左门柱和右门柱的上端即可；但是，挡水帘

上下拉动，使用者活动的幅度大，在潮湿的浴室容易滑倒。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因此，针对上述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智能淋浴帘装置，它主要解决了现有

技术中挡水帘上下拉动，使用者活动的幅度大，在潮湿的浴室容易滑倒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智能淋浴帘装置，包括左

支撑架和右支撑架，所述左支撑架和右支撑架的上端设置有导轨，所述导轨上分别设置有

可沿导轨滑动地滑车和滑动吊轮，所述滑车和滑动吊轮的下部均悬挂有淋浴体，所述导轨

上设置有驱动滑车移动的驱动装置，所述导轨上设置有控制滑车运动地电动开合控制系

统。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导轨包括顶板，所述顶板的宽度方向的两侧边均相向设置有支撑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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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的，所述驱动装置包括分别设置导轨两端的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以及环绕

于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且带有齿的皮带，所述导轨上设置有驱动主动齿轮转动的电动机，

所述皮带驱动滑车运动。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滑车包括可在导轨上滑动地安装座，所述安装座的上部与皮带可

拆卸连接，所述安装座的下部设置有用于悬挂淋浴体的延设部。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滑车包括可在导轨上滑动地安装座，所述安装座的上部设置有通

槽，所述通槽处设置有齿轮，所述齿轮与皮带上的齿啮合传动，所述安装座的下部设置有用

于悬挂淋浴体的延设部。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电动开合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设置在滑车上的拉力感应器以及

无线接收器，所述无线接收器和者拉力传感器分别与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电动机与

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滑动吊轮包括滑块，所述滑块的中部横向设置有通孔，所述通孔穿

设有转轴，所述转轴的两端均设置有会滑轮，所述滑轮在导轨上滑动。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左支撑架和右支撑架均为U形状的收纳盒。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淋浴体上与滑车相同的一侧边设置有软性磁铁，所述收纳盒内设

置有吸附软性磁铁的磁铁或者金属块。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淋浴体的下部设置有配重铅块。

[0015] 通过采用前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智能淋浴帘装置通过电动

开合控制系统控制驱动装置工作，从而控制滑车运动，实现淋浴体电动开合，减小使用时在

浴室的活动幅度，避免滑倒的现象发生，设置的滑动吊轮起到支撑作用，防止淋浴体下垂；

进一步的，电动机转动带动主动齿轮转动，使得皮带在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带动下运动，进

而带动滑车运动，实现电动控制，控制性好，运行平稳；进一步的，滑车上的安装座与皮带可

拆卸连接，通过电动机的正反转带动皮带的正反运行，使得淋浴体开合运动，设置的延伸部

加长悬挂淋浴体的长度，使得滑车运行带动淋浴体关闭时，密封性好；进一步的，滑车通过

安装座设置在导轨上且沿导轨滑动，安装座上的齿轮与皮带啮合传动，通过皮带的运动带

动齿轮转动，从而驱动滑车运动，传动效率高，支撑力度大，传动平稳；进一步的，使用者通

过拉动淋浴体，从而触动拉力感应器或者通过外部遥控器发出信号使得无线接收器接收信

号，从而传输到控制器，使得控制器自动控制电动机开关和正反转，实现淋浴体电动开合；

进一步的，滑动吊轮通过滑轮在导轨上滑动，增加滑动吊轮的支撑力度，使得滑动吊轮的悬

挂力度增大，并且减小滑车吊车与导轨的摩擦力，减小驱动装置的输出功率；进一步的，左

支撑架和右支撑架均为U形状的收纳盒，增加美观；进一步的，淋浴体拉合后，淋浴体上的软

性磁铁与收纳盒上的磁铁或者金属块吸合，增加淋浴体的密封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中滑车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中滑动吊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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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中驱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中电动开合控制系统的模块图；

[0023] 图8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三中的滑车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现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为：

[0026] 实施例一：参考图1、图5、图6与图7，一种智能淋浴帘装置，包括左支撑架1和右支

撑架2，所述左支撑架1和右支撑架2均为U形状的收纳盒，所述左支撑架1的上设置有固定板

3，所述右支撑架2上设置有传动箱固定座4，所述传动箱固定座4内设置有端尾传动箱5，所

述固定板3和端尾传动箱5上设置有导轨6，所述导轨6包括顶板61，所述顶板61的宽度方向

的两侧边均相向设置有支撑板62，所述左支撑架1和右支撑架2的上端位于导轨6上侧设置

有导轨上盖15，所述导轨6上设置有可沿导轨6滑动地滑车7，所述导轨6上位于左支撑架1和

滑车7之间设置有滑动吊轮8，所述滑车7和滑动吊轮8的下部均悬挂有淋浴体9，所述导轨6

上设置有驱动滑车7移动的驱动装置10，所述驱动装置10包括分别设置导轨6两端的主动齿

轮101和从动齿轮102以及环绕于主动齿轮101和从动齿轮102且带有齿的皮带103，所述固

定板3上设置有驱动主动齿轮101转动的电动机104，所述皮带103驱动滑车7运动，所述固定

板3上设置有用于隔离水、起到保护电动机104的插板11，所述导轨6上设置有控制滑车7运

动地电动开合控制系统12，所述电动开合控制系统12包括控制器121、设置在滑车6上的拉

力感应器122以及无线接收器123，所述无线接收器123和拉力传感器122分别与控制器121

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电动机104与控制器121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淋浴体9上与滑车6相同的

一侧边设置有软性磁铁13，所述收纳盒内设置有吸附软性磁铁13的金属块，所述淋浴体9的

下部设置有配重铅块14；

[0027] 参考图3，所述滑车7包括可在导轨6上滑动地安装座71，所述安装座71的上部与皮

带103可拆卸连接，所述安装座71的下部设置有用于悬挂淋浴体9的延设部72；

[0028] 参考图4，所述滑动吊轮8包括滑块81，所述滑块81的中部横向设置有通孔，所述通

孔穿设有转轴82，所述转轴82的两端均设置有会滑轮83，所述滑轮83在导轨6上滑动，所述

滑块的下部设置有吊环84。

[0029] 实施例二：参考图1与图2，上述所述的轨道可以为直线轨道或者弧形轨道。

[0030] 实施例三：参考图,8，一种智能淋浴帘装置，其设技术特征基本与实施例一的技术

特征相似，其不同点在于：所述滑车7’包括可在导轨6上滑动地安装座71’，所述安装座71’

的上部设置有通槽72’，所述通槽72’处设置有齿轮73’，所述齿轮73’与皮带103上的齿啮合

传动，所述安装座71’的下部设置有用于悬挂淋浴体9的延设部74’。

[0031] 上述所述的收纳盒内设置有吸附软性磁铁13的磁铁或者金属块均可实现。

[0032]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方式是：本智能淋浴帘装置通过电动开合控制系统12控制驱动

装置10工作，从而控制滑车7运动，实现淋浴体9电动开合，减小使用时在浴室的活动幅度，

避免滑倒的现象发生，设置的滑动吊轮8起到支撑作用，防止淋浴体9下垂；电动机104转动

带动主动齿轮101转动，使得皮带103在主动齿轮101和从动齿轮102带动下运动，进而带动

滑车7运动，实现电动控制，控制性好，运行平稳；滑车7上的安装座71与皮带103可拆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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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过电动机104的正反转带动皮带103的正反运行，使得淋浴体9开合运动，设置的延伸

部72加长悬挂淋浴体9的长度，使得滑车7运行带动淋浴体9关闭时，密封性好；滑车7’通过

安装座71’设置在导轨6上且沿导轨6滑动，安装座71’上的齿轮73’与皮带103啮合传动，通

过皮带103的运动带动齿轮73’转动，从而驱动滑车7运动，传动效率高，支撑力度大，传动平

稳；使用者通过拉动淋浴体9，从而触动拉力感应器122或者通过外部遥控器124发出信号使

得无线接收器123接收信号，从而传输到控制器121，使得控制器121自动控制电动机104开

关和正反转，实现淋浴体9电动开合；滑动吊轮8通过滑轮83在导轨6上滑动，增加滑动吊轮8

的支撑力度，使得滑动吊轮8的悬挂力度增大，并且减小滑动吊轮8与导轨6的摩擦力，减小

驱动装置10的输出功率；左支撑架1和右支撑架2均为U形状的收纳盒，增加美观；淋浴体9拉

合后，淋浴体9上的软性磁铁13与收纳盒上的磁铁或者金属块吸合，增加淋浴体9的密封性。

[0033] 尽管结合优选实施方案具体展示和介绍了本实用新型，但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应

该明白，在不脱离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内，在形式上和细节

上可以对本实用新型做出各种变化，均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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