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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

(57)摘要

一种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包括内

胆、门体和框架，框架两侧设置有滑动组件，门体

通过滑动组件和框架相互连接，框架两侧设置有

驱动组件，驱动组件通过滑动组件带动门体往复

滑动在框架上；滑动组件包括滑轨和滑槽，驱动

组件包括驱动电机和传动轴；门体包括上门和下

门，上门两侧设置有第一滑轨，框架两侧对应第

一滑轨均设置有第一滑槽，第一滑轨和第一滑槽

滑动配合；下门两侧均设置有第二滑轨，框架两

侧对应第二滑轨均设置有第二滑槽，第二滑轨和

第二滑槽滑动配合。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消毒柜框

架和门体之间设置有滑轨和滑槽，驱动组件带动

门体的滑轨往复滑动在框架的滑槽上，实现消毒

柜门体自动开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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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包括内胆(20)、框架(1)和门体(2)，框架(1)和

内胆(20)相互装配，其特征是框架(1)两侧设置有滑动组件，门体(2)通过滑动组件和框架

(1)相互连接，框架(1)两侧设置有驱动组件，驱动组件通过滑动组件带动门体(2)往复滑动

在框架(1)上；滑动组件包括相互配合的滑轨和滑槽，驱动组件包括相互连接的驱动电机和

传动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其特征是所述门体(2)包括上门

(2.1)和下门(2.2)，上门(2.1)两侧设置有第一滑轨(3)，框架(1)两侧对应第一滑轨(3)均

设置有第一滑槽(4)，第一滑轨(3)和第一滑槽(4)滑动配合；下门(2.2)两侧均设置有第二

滑轨(5)，框架(1)两侧对应第二滑轨(5)均设置有第二滑槽(6)，第二滑轨(5)和第二滑槽

(6)滑动配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其特征是所述框架(1)侧面上设

置有第一驱动电机(7)和第一传动轴(8)，第一驱动电机(7)和第一传动轴(8)驱动连接，第

一传动轴(8)连接有第一传动连接件(9)，第一传动连接件(9)和第一滑轨(3)相互连接，第

一驱动电机(7)带动第一传动轴(8)转动，第一传动轴(8)通过第一传动连接件(9)带动第一

滑轨(3)在第一滑槽(4)上作往复滑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其特征是所述框架(1)对应第一

驱动电机(7)侧面上设置有第一门控开关(10)和第二门控开关(11)；第一传动连接件(9)在

第一传动轴(8)上作往复移动时分别和第一门控开关(10)、第二门控开关(11)相互接触。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其特征是所述框架(1)侧面上设

置有第二驱动电机(12)和第二传动轴(13)，第二驱动电机(12)和第二传动轴(13)驱动连

接，第二传动轴(13)连接有第二传动连接件(14)，第二传动连接件(14)和第二滑轨(5)相互

连接，第二驱动电机(12)带动第二传动轴(13)转动，第二传动轴(13)通过第二传动连接件

(14)带动第二滑轨(5)在第二滑槽(6)上作往复滑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其特征是所述框架(1)对应第二

驱动电机(12)侧面上设置有第三门控开关(15)和第四门控开关(16)；第二传动连接件(14)

在第二传动轴(13)上作往复移动时分别和第三门控开关(15)、第四门控开关(16)相互接

触。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其特征是还包括上门玻璃(17)

和下门玻璃(18)，上门玻璃(17)和上门(2.1)相互装配，下门玻璃(18)和下门(2.2)相互装

配。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其特征是还包括后盖

板(19)，后盖板(19)呈弯折状，后盖板(19)包覆内胆(20)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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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消毒柜，具体是一种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消毒柜一般在门体的外壳上设置有门把手，门体和消毒柜箱体

之间通过铰链连接，用户通过门把手打开消毒柜的门体。中国专利文献号CN1423107A于

2003.6.11公开一种电冰箱、消毒柜自动开关门装置，包括电动机，在电冰箱或消毒柜下部

装有人体感应开关，电动机通过主传动链及主同步带轮与下传动轴连接，下传动轴与下电

磁离合器连接，下电磁离合器通过下同步轮与下传动链连接，下传动链通过下同步轮与下

门连接；下传动轴通过上电磁离合器与上传动轴连接，上传动轴通过上同步带轮与上传动

链连接，上传动链经过上门同步轮与上门连接。该结构采用的连接件过多，而且占用空间较

大。因此，有待进一步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旨在提供一种结构合理，成本较低，操作方便，有效实现消毒门

体自动开关的效果，提高消毒柜性能的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以克服现有技术中

的不足之处。

[0004] 按此目的设计的一种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包括内胆、框架和门体，框架

和内胆相互装配，框架装配在内胆的外侧，框架两侧设置有滑动组件，门体通过滑动组件和

框架相互连接，框架两侧设置有驱动组件，驱动组件通过滑动组件带动门体往复滑动在框

架上；滑动组件包括相互配合的滑轨和滑槽，驱动组件包括相互连接驱动电机和传动轴。驱

动电机带动传动轴转动，传动轴通过传动连接件带动滑轨在滑槽上进行滑动。传动连接件

的一侧和传动轴相互连接，传动连接件的另一侧和滑轨相互连接。传动轴转动时带动传动

连接件在传动轴上作往复移动，以使传动连接件带动滑轨在滑槽上滑动，实现消毒柜门体

自动开关的效果。

[0005] 所述门体包括上门和下门，上门两侧设置有第一滑轨，框架两侧对应第一滑轨均

设置有第一滑槽，第一滑轨和第一滑槽滑动配合；下门两侧均设置有第二滑轨，框架两侧对

应第二滑轨均设置有第二滑槽，第二滑轨和第二滑槽滑动配合。上门的第一滑轨往复滑动

在框架的第一滑槽上；下门的第二滑轨往复滑动在框架的第二滑槽上。

[0006] 所述框架侧面上设置有第一驱动电机和第一传动轴，第一驱动电机和第一传动轴

驱动连接，第一传动轴连接有第一传动连接件，第一传动连接件和第一滑轨相互连接，第一

驱动电机带动第一传动轴转动，第一传动轴通过第一传动连接件带动第一滑轨在第一滑槽

上作往复滑动。第一传动轴转动时带动第一传动连接件在第一传动轴上作往复移动，第一

传动连接件一侧和第一传动轴相互连接，第一传动连接件另一侧和第一滑轨相互连接，以

使第一传动连接件在第一传动轴上作往复移动时带动第一滑轨在第一滑槽上作往复滑动。

[0007] 所述框架对应第一驱动电机侧面上设置有第一门控开关和第二门控开关；第一传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9324192 U

3



动连接件在第一传动轴上作往复移动时分别和第一门控开关、第二门控开关相互接触。第

一门控开关和第二门控开关分别设置有微动开关和弹性接触件，弹性接触件弹性接触微动

开关，第一门控开关和第二门控开关分别用于感应上门的开合状况。当第一传动连接件在

第一传动轴上滑动时接触第一门控开关的弹性接触件，弹性接触件进而接触第一门控开关

的微动开关，此时第一驱动电机停止工作，上门处于开启状态；反之，当第一传动连接件接

触第二门控开关时，上门处于闭合状态。

[0008] 所述框架侧面上设置有第二驱动电机和第二传动轴，第二驱动电机和第二传动轴

驱动连接，第二传动轴连接有第二传动连接件，第二传动连接件和第二滑轨相互连接，第二

驱动电机带动第二传动轴转动，第二传动轴通过第二传动连接件带动第二滑轨在第二滑槽

上作往复滑动。第二传动轴转动时带动第二传动连接件在第二传动轴上作往复移动，第二

传动连接件一侧和第二传动轴相互连接，第二传动连接件另一侧和第二滑轨相互连接，以

使第二传动连接件在第二传动轴上作往复移动时带动第二滑轨在第二滑槽上作往复滑动。

[0009] 所述框架对应第二驱动电机侧面上设置有第三门控开关和第四门控开关；第二传

动连接件在第二传动轴上作往复移动时分别和第三门控开关、第四门控开关相互接触。第

三门控开关和第四门控开关分别设置有微动开关和弹性接触件，弹性接触件弹性接触微动

开关，第三门控开关和第四门控开关分别用于感应下门的开合状况。当第二传动连接件在

第二传动轴上滑动时接触第三门控开关的弹性接触件，弹性接触件进而接触第三门控开关

的微动开关，此时第二驱动电机停止工作，下门处于开启状态；反之，当第二传动连接件接

触第四门控开关时，下门处于闭合状态。

[0010] 还包括上门玻璃和下门玻璃，上门玻璃和上门相互装配，下门玻璃和下门相互装

配。上门玻璃一侧设置有用于装配的槽位。

[0011] 还包括后盖板，后盖板呈弯折状，后盖板包覆内胆两侧。

[0012]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消毒柜框架和门体之间设置有滑轨和滑槽，驱动组件带动门体

的滑轨往复滑动在框架的滑槽上，实现消毒柜门体自动开关的效果。用户只需按下门体外

壳的开关，上门和下门分别自动开启或闭合，取消用户通过门把手进行操作消毒柜的门体。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消毒柜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消毒柜另一方位结构示意图。

[0015] 图中，1为框架，2为门体，2.1为上门，2.2为下门，3为第一滑轨，4为第一滑槽，5为

第二滑轨，6为第二滑槽，7为第一驱动电机，8为第一传动轴，9为第一传动连接件，10为第一

门控开关，11为第二门控开关，12为第二驱动电机，13为第二传动轴，14为第二传动连接件，

15为第三门控开关，16为第四门控开关，17为上门玻璃，18为下门玻璃，19为后盖板，20为内

胆。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17] 参见图1-图2，一种具有自动开关门装置的消毒柜，包括内胆20、框架1和门体2，框

架1和内胆20相互装配，框架1两侧设置有滑动组件，门体2通过滑动组件和框架1相互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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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1两侧设置有驱动组件，驱动组件通过滑动组件带动门体2往复滑动在框架1上；滑动组

件包括相互配合的滑轨和滑槽，驱动组件包括相互连接的驱动电机和传动轴。驱动电机和

传动轴的连接方式包括同步带连接、直接连接和齿轮连接，以使驱动电机带动传动轴进行

转动；本实施例在框架1的两侧分别设置有驱动电机，门体2分成两部分，分别为上门2.1、下

门2.2，上门2.1、下门2.2分别通过驱动电机和滑动组件之间的配合，以使上门2.1、下门2.2

的滑轨在框架1的滑槽上进行往复滑动。一个驱动电机通过滑动组件带动上门2.1或下门

2.2在框架1上进行往复滑动。

[0018] 进一步的说，门体2包括上门2.1和下门2.2，上门2.1两侧设置有第一滑轨3，框架1

两侧对应第一滑轨3均设置有第一滑槽4，第一滑轨3和第一滑槽4滑动配合；下门2.2两侧均

设置有第二滑轨5，框架1两侧对应第二滑轨5均设置有第二滑槽6，第二滑轨5和第二滑槽6

滑动配合。本实施例在框架1左右两侧均设置有第一滑槽4，上门2.1的左右两侧均设置有第

一滑轨3，上门2.1开启时，第一滑轨3沿框架1第一门控开关10的方向在第一滑槽4上进行滑

动；上门2.1闭合时，第一滑轨3沿框架1第二门控开关11的方向在第一滑槽4上进行滑动。下

门2.2的左右两侧均设置有第二滑轨5，框架1左右两侧均设置有第二滑槽6，第二滑槽6位于

第一滑槽4的下方，下门2.2开启时，第二滑轨5沿框架1第三门控开关15的方向在第二滑槽6

上进行滑动；下门2.2闭合时，第二滑轨5沿框架1第四门控开关16的方向在第二滑槽6上进

行滑动。

[0019] 进一步的说，框架1侧面上设置有第一驱动电机7和第一传动轴8，第一驱动电机7

和第一传动轴8驱动连接，第一传动轴8连接有第一传动连接件9，第一传动连接件9和第一

滑轨3相互连接，第一驱动电机7带动第一传动轴8转动，第一传动轴8通过第一传动连接件9

带动第一滑轨3在第一滑槽4上作往复滑动。框架1对应第一驱动电机7侧面上设置有第一门

控开关10和第二门控开关11；第一传动连接件9在第一传动轴8上作往复移动时分别和第一

门控开关10、第二门控开关11相互接触。当第一传动连接件9在第一传动轴8上滑动时接触

第一门控开关10的弹性接触件，弹性接触件进而接触第一门控开关10的微动开关，此时第

一驱动电机7停止工作，上门2.1处于开启状态；反之，当第一传动连接件9接触第二门控开

关11时，上门2.1处于闭合状态。第一门控开关10和第二门控开关11能感应上门2.1在框架1

上的位置。

[0020] 进一步的说，框架1侧面上设置有第二驱动电机12和第二传动轴13，第二驱动电机

12和第二传动轴13驱动连接，第二传动轴13连接有第二传动连接件14，第二传动连接件14

和第二滑轨5相互连接，第二驱动电机12带动第二传动轴13转动，第二传动轴13通过第二传

动连接件14带动第二滑轨5在第二滑槽6上作往复滑动。框架1对应第二驱动电机12侧面上

设置有第三门控开关15和第四门控开关16；第二传动连接件14在第二传动轴13上作往复移

动时分别和第三门控开关15、第四门控开关16相互接触。当第二传动连接件14在第二传动

轴13上滑动时接触第三门控开关15的弹性接触件，弹性接触件进而接触第三门控开关15的

微动开关，此时第二驱动电机12停止工作，下门2.2处于开启状态；反之，当第二传动连接件

14接触第四门控开关15时，下门2.2处于闭合状态。

[0021] 进一步的说，本实施例在框架1的一侧设置有第一驱动电机7和第一传动轴8，框架

1的另一侧设置有第二驱动电机12和第二传动轴13。其中，一侧的第一传动轴8连接有第一

传动连接件9，第一传动连接件9一侧和第一传动轴8相互连接，第一传动连接件9另一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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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2.1的第一滑轨3相互连接，框架1的第一滑槽4下方前后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一门控开关

10和第二门控开关11，第一传动连接件9在第一传动轴8上进行往复移动时，第一传动连接

件9接触第一门控开关10、第二门控开关11；同理，框架1另一侧的第二传动轴13连接有第二

传动连接件14，第二传动连接件14一侧和第二传动轴13相互连接，第二传动连接件14另一

侧和下门2.2的第二滑轨5相互连接，框架1的第二滑槽6下方前后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三门控

开关15和第四门控开关16，第二传动连接件14在第一传动轴13上进行往复移动时，第二传

动连接件14接触第三门控开关15、第四门控开关16。

[0022] 进一步的说，还包括上门玻璃17和下门玻璃18，上门玻璃17和上门2.1相互装配，

下门玻璃18和下门2.2相互装配。

[0023] 进一步的说，还包括后盖板19，后盖板19呈弯折状，后盖板19包覆内胆20两侧。

[0024] 上述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案，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

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

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

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

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物界定。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9324192 U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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