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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门窗领域，
公开了一种遮阳与空
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包括安装在窗台上的窗框
和安装在窗框内的玻璃，
还包括若干块位于玻璃
外侧的太阳能电池板，
相邻的两块太阳能电池板
之间通过两个设在太阳能电池板端部的铰链连
接，
最上层的太阳能电池板的两端均连有绳索，
窗框两端的上方均设有定滑轮，
两根绳索均穿过
定滑轮与设在窗框上方的电机连接，
窗台内设有
通道，
通道在窗台的内侧和外侧均设有开口 ，
窗
台位于内侧的开口设有室内风扇，
窗台位于外侧
的开口设有室外风扇。
本发明遮阳与空气净化一
体的玻璃窗，
既可遮阳，
又可净化空气，
解决了传
统窗户能耗高及室内空气污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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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包括安装在窗台(1)上的窗框(2)和安装在所述
窗框(2)内的玻璃(3) ，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若干块位于所述玻璃(3)外侧的太阳能电池板
(4) ，
相邻的两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4)之间通过两个设在所述太阳能电池板(4)端部的铰
链(5)连接，
最上层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4)的两端均连有绳索(6) ，
所述窗框(2)两端的上
方均设有定滑轮(7) ，
两根所述绳索(6)均穿过所述定滑轮(7)与设在所述窗框(2)上方的电
机(8)连接，
所述窗台(1)内设有通道(9)，
所述通道(9)在所述窗台(1)的内侧和外侧均设有
开口，
所述窗台(1)位于内侧的开口设有室内风扇(10) ，
所述窗台(1)位于外侧的开口设有
室外风扇(11)。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道(9)内设
有粗滤层(12) 和活性炭层(13) ，
所述粗滤层(12) 和活性炭层(13)之间设有活性炭滤网
(14)。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
(4)与蓄电池连接，
所述蓄电池与所述电机(8)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其特征在于：
所述室内风扇(10)
和室外风扇(11)与所述蓄电池连接。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其特征在于：
所述室内风扇(10)
和室外风扇(11)连有启停开关。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机(8)连有
控制开关(15)。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开关(15)
上设有红外线遥控装置。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其特征在于：
所述粗滤层(12)为
粗滤纸，
食品级的氨基酸类物质接枝在所述活性炭层(13)的内部微孔。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其特征在于：
最下层的所述太阳
能电池板(4)的下端固定在所述窗台(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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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门窗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室外温度逐渐升高。特别是在炎热夏季，
酷暑带来的炎热使人
不愿出门。为了躲避高温天气，
人们常常选择利用空调来达到降暑效果，
但这样造成了能源
的大大消耗。
[0003] 为了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环境舒适度和达到节能的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采取在玻璃
窗外设置可折叠式太阳能电池板遮阳系统，
尽可能减少能源损耗，
以满足节能建筑的有效
措施。但与此同时，
在玻璃窗内的密闭空间，
如何去除室内甲醛等有害气体也是一直困扰人
们的一个巨大难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上述技术的不足，
提供一种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
窗，
既可遮阳，
又可净化空气，
解决了传统窗户能耗高及室内空气污染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所设计的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包括安装在窗
台上的窗框和安装在所述窗框内的玻璃，
还包括若干块位于所述玻璃外侧的太阳能电池
板，
相邻的两块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之间通过两个设在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端部的铰链连接，
最上层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的两端均连有绳索，
所述窗框两端的上方均设有定滑轮，
两根
所述绳索均穿过所述定滑轮与设在所述窗框上方的电机连接，
所述窗台内设有通道，
所述
通道在所述窗台的内侧和外侧均设有开口，
所述窗台位于内侧的开口设有室内风扇，
所述
窗台位于外侧的开口设有室外风扇。
[0006] 优选地，
所述通道内设有粗滤层和活性炭层，
所述粗滤层和活性炭层之间设有活
性炭滤网，
对空气进行净化过滤。
[0007] 优选地，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与蓄电池连接，
能够将电能进行储存，
所述蓄电池与所
述电机连接，
为所述电机提供电能。
[0008] 优选地，
所述室内风扇和室外风扇与所述蓄电池连接，
可通过所述蓄电池供电 ，
节
约了能源。
[0009] 优选地，
所述室内风扇和室外风扇连有启停开关。
[0010] 优选地，
所述电机连有控制开关。
[0011] 优选地，
所述控制开关上设有红外线遥控装置，
便于远程控制。
[0012] 优选地，
所述粗滤层为粗滤纸，
食品级的氨基酸类物质接枝在所述活性炭层的内
部微孔。
[0013] 优选地，
最下层的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的下端固定在所述窗台上。
[001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
具有以下优点：
[0015] 1、
能够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将玻璃窗完全的覆盖，
避免太阳光的直接照射，
防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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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温度过高，
起到了隔热降温的作用；
[0016] 2、
在隔热的同时，
还有效的利用丰富的光能资源供电给空气净化系统，
减少了能
源消耗；
[0017] 3、
通过室内风扇、
室外风扇及其间的粗滤层和活性炭层，
有效的解决了室内甲醛、
氡、
笨系物、
TVOC等有害气体对人体的侵害，
在传统技术“强力吸附”的基础上，
融入“生化分
解”的过程，
即通过在活性炭层内部微孔接枝含食品级的氨基酸类物质，
利用其中的氨基分
子与甲醛发生交联反应，
进而生成无害的羟甲基衍生物反应，
全程无毒无味，
不二次释放，
不会二次污染，
达到高效净化空气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中窗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图1中太阳能电池板层叠后的示意图；
[0021] 图4为图1中太阳能电池板展开时的示意图。
[0022] 图中各部件标号如下：
[0023] 窗台1、
窗框2、
玻璃3、太阳能电池板4、铰链5、绳索6、定滑轮7、
电机8、通道9、
室内
风扇10、
室外风扇11、
粗滤层12、
活性炭层13、
活性炭滤网14、
控制开关15。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5] 如图1及图2所示，
本发明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包括安装在窗台1上的窗
框2和安装在窗框2内的玻璃3，
还包括若干块位于玻璃3外侧的太阳能电池板4，
相邻的两块
太阳能电池板4之间通过两个设在太阳能电池板4端部的铰链5连接，
最上层的太阳能电池
板4的两端均连有绳索6，
最下层的太阳能电池板4的下端固定在窗台1上，
窗框2两端的上方
均设有定滑轮7，
两根绳索6均穿过定滑轮7与设在窗框2上方的电机8连接，
窗台1内设有通
道9，
通道9在窗台1的内侧和外侧均设有开口，
窗台1位于内侧的开口设有室内风扇10，
窗台
1位于外侧的开口设有室外风扇11。
[0026] 其中，
通道9内设有粗滤层12和活性炭层13，
粗滤层12和活性炭层13之间设有活性
炭滤网14，
粗滤层12为粗滤纸，
食品级的氨基酸类物质接枝在活性炭层13的内部微孔。
[0027]
另外，
太阳能电池板4与蓄电池连接，
蓄电池与电机8、
室内风扇10和室外风扇11连
接，
室内风扇10和室外风扇11连有启停开关，
所述启停开关位于室内侧，
电机8连有控制开
关15，
控制开关15上设有红外线遥控装置。
[0028] 本实施例使用时，
启动电机8，
通过控制开关15使电机8正转，
拉动绳索6使最上层
太阳能电池板4向上移动，
如图4所示，
逐步展开太阳能电池板4，
通过控制开关15使电机8反
转，
释放绳索6使最上层太阳能电池板4向下移动，
如图3所示，
逐步收缩太阳能电池板4。
[0029] 当室内空气需要净化时，
启动室内风扇10和室外风扇11，
室内风扇10抽吸室内空
气，
经粗滤层12和活性炭层13后，
由室外风扇11将未洁净的空气排出室外。
[0030] 本实施例中，
电机8可以通过红外线遥控控制启动，
便于使用者操作。
[0031] 同时，
当最上层的太阳能电池板4位于最低点时，
如图4所示，
所有太阳能电池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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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放与窗台1上。当太阳能电池板4位于最高点时，
太阳能电池板4如同百叶窗一样，
可以遮
挡太阳光线，
起到隔热降温的效果，
并充分利用太阳光发电。
[0032] 本发明遮阳与空气净化一体的玻璃窗，
既能够利用太阳能电池板4将玻璃窗完全
的覆盖，
避免太阳光的直接照射，
防止室内的温度过高，
起到了隔热降温的作用，
还能够在
隔热的同时，
有效的利用丰富的光能资源供电给空气净化系统，
减少了能源消耗，
且通过室
内风扇10、
室外风扇11及其间的粗滤层12和活性炭层13，
有效的解决了室内甲醛、氡、笨系
物、
TVOC等有害气体对人体的侵害，
在传统技术“强力吸附”的基础上，
融入“生化分解”的过
程，
即通过在活性炭层内部微孔接枝含食品级的氨基酸类物质，
利用其中的氨基分子与甲
醛发生交联反应，
进而生成无害的羟甲基衍生物反应，
全程无毒无味，
不二次释放，
不会二
次污染，
达到高效净化空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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