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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AIR CONDITIONER

(54) 发明名称 ：空调

：ί : 图

(57) Abstract: A n air conditioner comprises a casing (1) and at least one decoration plate (2a, 2b). A n air outlet frame (3) i s ar
ranged on the casing (1), and the shape of the decoration plate (2a, 2b) matches the profile of the casing (1). The air conditioner fur
ther comprises a motor (4), a gear (5) which i s driven by the motor (4) and a rack (6) which i s engaged with the gear. The motor (4)
i s mounted at the top of the casing (1), and the rack (6) i s mounted on the inner side of the decoration plate (2a, 2b). In order to en
able the decoration plate (2a, 2b) to move stably, the air conditioner i s equipped with a sliding rail device (8). The present invention
controls the decoration plate (2a, 2b) to move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ear (5) and the rack (6), and enables the decora
tion plate (2a, 2b) to move more stably by using the sliding rail device (8), thereby enhancing the reliability of the air conditioner.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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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 条 ( 3 )) 。

一种空调 ，其包括有壳体 （1 ) 及至少一个装饰板 （2 a，2b ) ，所述壳体 （1 ) 上设有 出风框 （3 ) ，所述装饰
板 （2 a，2b ) 的形状与所述壳体 （1 ) 的外形相 匹配 ，所述空调还包括有 电机 （4 ) 、由电机 （4 ) 驱动 的齿轮
( 5 ) 及与所述齿轮啮合 的齿条 （6 ) ，所述 电机 （4 ) 安装于所述壳体 （1 ) 的顶端 ，所述齿条 （6 ) 安装于所

述装饰板 （2a，2 b ) 内侧 ；为 了使所述装饰板 （2 a，2b ) 能够稳定移动 ，所述空调装设有滑轨装置 （8 ) 。本
发 明通过 齿轮 （5 ) 与齿 条 （6 ) 的配合控 制所述 装饰板 （2 a， 2 b ) 移动 ，通 过滑 轨装置 （8 ) 使得 装饰板
(2a, 2b ) 移动更平稳 ，增强 了空调 的可靠性 。



空调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家 电领域，尤其是指一种空调 。

背景技术

空调包括有壳体，壳体上设有 出风框 ，在 出风框处设有装饰板 ，在空调未启用时，

装饰板将所述 出风框封住 ，避免灰尘 、水或其它杂物从所述 出风框进入，损坏空调或

影响空调 的寿命 ；而在空调启动时，装饰板打开，露出该出风框 出风 。

现有技术的空调 ，尤其是圆柱形空调 ，装饰板装设于空调壳体的外周，空调在启

用时，壳体相对于装饰板转动 ，而露出出风框 。现有技术的这种打开出风框 的方式，

需要一功率较大的电机带动壳体转动 ，不仅成本较高、市场竞争力不高，且壳体整体

的转动 ，稳定性不佳 ，影响空调 的使用寿命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的发 明 目的是提供一种空调 ，其克服 了现有技术的缺 陷，其打开出风框时

运动平稳 ，可靠性高。

本发 明是这样实现 的：

一种空调 ，其包括有壳体及至少一个装饰板 ，所述壳体上设有 出风框 ，所述装饰

板 的形状与所述壳体的外形相 匹配，所述装饰板装设于所述 出风框处，所述空调还包

括有 电机 、由所述 电机驱动 的齿轮及与所述齿轮啮合 的齿条，所述 电机安装于所述壳

体上，所述齿条安装于所述装饰板 内侧 。

在空调启动时，所述 电机带动预装于其上的齿轮转动 ，从而带动与所述齿轮啮合

的齿条移动 ，进而使所述装饰板移动 ，打开所述装饰板 。

为了使所述装饰板能够稳定 的与所述壳体固定 ，且打开所述装饰板时，所述装饰

板能够稳定移动 ，每个所述装饰板至少装设有一组滑轨装置，所述滑轨装置 的外形与

所述壳体的外形相匹配，所述滑轨装置包括有能够相对滑动 的滑动部分和轨道部分 。

所述装饰板在移动时，由于所述滑轨装置的限位作用 ，使所述装饰板能够稳定移动 。



优选 的是，所述空调包括两个装饰板 ，其分别为左装饰板及右装饰板 。空调启动

时，所述左装饰板 向左移动打开，而所述右装饰板 向右移动打开。

第一优选实施例 ，所述轨道部分为所述壳体外壁上装设的滑槽 ，所述滑动部分装

设在所述装饰板 内侧且与所述滑槽配合 ，所述壳体与所述装饰板通过所述滑轨装置滑

动连接 。

进一步地 ，所述滑轨装置包括有至少一个滚珠 ，所述滚珠为所述滑动部分 。

第二优选实施例 ，所述轨道部分为所述装饰板 内侧装设的第一滑轨与所述壳体外

壁上装设的第二滑轨，所述滑动部分与所述第一滑轨及所述第二滑轨配合 ，所述壳体

与所述装饰板通过所述滑轨装置滑动连接 。

进一步地 ，所述滑动部分为滚珠装置，所述第一滑轨设有第一滑槽 ，所述第二滑

轨设有第二滑槽 ，所述滚珠装置中装设有能 自由滑动 的滚珠 ，所述第一滑轨及所述第

二滑轨为所述轨道部分，所述滚珠装置为所述滑动部分，所述第一滑轨套于所述滚珠

装置的外周，所述滚珠 的外端与所述第一滑槽接触 ，所述滚珠 的内端与所述第二滑槽

接触 。

优选 的是，所述壳体上设有至少两个用于安装所述滑轨装置的凹槽 ，两个所述凹

槽分别设于所述壳体的上部及下部 。

优选 的是，所述壳体的顶端设有至少一个 固定柱，所述 固定柱上设有 固定孔，所

述 电机上设有 电机 固定孔，固定件通过所述 固定孔及所述 电机 固定孔将所述 电机 固定 。

优选 的是，所述空调还包括有顶盖，所述顶盖 的侧边设有齿条安装缺 口，并挖设

电机安装缺 口，所述齿条缺 口的位置与所述齿条的安装位置对应 ，所述 电机安装缺 口

与 电机 的安装位置对应 。

本发 明空调与现有技术相 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本发 明空调通过齿轮与齿条 的配合控制所述装饰板移动 ，同时并通过滑轨装置使

得装饰板移动地更平稳 ，增强 了空调 的可靠性 。

附图说 明

构成本 申请 的一部分的说 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 明的进一步理解 ，本发 明的示

意性实施例及其说 明用于解释本发 明，并不构成对本发 明的不当限定 。在 附图中：



图 1 为本发 明空调 的分解 图；

图 2 为本发 明空调 的局部放大 图；

图 3 为本发 明空调左装饰板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4 为本发 明空调左装饰板 、右装饰板 闭合时的结构示意 图；

图 5 为本发 明空调壳体 内部结构示意 图之一，其 中包括装设在装饰板 内侧 的齿条 ;

图 6 为本发 明空调壳体 内部结构示意 图之二；

图 7 为本发 明空调左装饰板 、右装饰板打开时的结构示意 图；

图 8 为本发 明空调装饰板打开时的结构示意 图，其 中左装饰板未示出；

图 9 为本发 明空调顶盖的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 明：

如 图 1 及 图 2 所示，本发 明空调 ，其包括有壳体 1、顶盖 12 及至少一个装饰板 ，

所述壳体 1 上设有 出风框 3，所述装饰板 的形状与所述壳体 1 的外形相匹配，所述装

饰板 2 装设于所述 出风框 3 处 。为了便于将所述装饰板打开，露出所述 出风框 3，所

述空调还包括有 电机 4、由所述 电机 4 驱动 的齿轮 5 及与所述齿轮 5 啮合 的齿条 6，所

述 电机 4 安装于所述壳体 1 上，优选所述 电机 4 安装于所述壳体 1 的顶端 ，所述齿条

6 安装于所述装饰板 内侧 。空调启动时，所述 电机 4 带动所述齿轮转动 5，与所述齿轮

5 啮合 的所述齿条 6 移动 ，进而将所述装饰板移动打开露出所述 出风框 3 ( 如 图 8 所示，

所述左装饰板 2a 的齿条沿轨迹 D 移动 ）。

为了能够将所述 电机 4 稳 固的安装于所述壳体 1 的顶端 ，所述壳体 1 的顶端设有

至少一个 固定柱 11，所述 固定柱 11 上设有 固定孔，所述 电机 4 上设有 电机 固定孔 13，

固定件通过所述 固定孔及所述 电机 固定孔 13 将所述 电机 4 固定于所述壳体 1 的顶端 。

为了能够将所述 电机 4 稳 固的固定于所述壳体 1 的顶端 ，本实施例优选所述壳体 1 的

顶端设有两个所述 固定柱 11，所述 电机 4 的底部两侧分别设有相应 的电机 固定孔 13。

如 图 1 及 图 9 所示，所述顶盖 12 的侧边设有条形的齿条安装缺 口 14，并挖设 电

机安装缺 口 15，所述齿条缺 口 14 的位置与所述齿条 6 的安装位置对应 ，所述 电机安



装缺 口 15 与 电机 4 的安装位置对应 。所述装饰板打开时，所述 电机 4 带动所述齿条 6

在所述齿条安装缺 口 14 内移动 。

如 图 4 所示，在本优选实施例 中，所述装饰板 2 包括左装饰板 2a 及右装饰板 2b，
其分别安装于所述 出风框 3 的左边和右边 。空调启动时，由于移动左装饰板 2a 及所述

右装饰板 2b 的电机 的转动方 向不 同，其分别 向左 、向右转动 ，从而带动所述左装饰板

2a 及所述右装饰板 2b 分别 向左 、向右移动打开。

同时参阅图 3，所述左装饰板 2a 及所述右装饰板 2b 与所述壳体 1 之 间分别装设

有至少一组滑轨装置 8，所述滑轨装置 8 的外形与所述壳体 1 的外形相匹配，所述滑

轨装置 8 包括有能够相对滑动 的滑动部分和轨道部分，所述轨道部分固定于所述左装

饰板 2a 及所述右装饰板 2b 的内侧 ，所述滑动部分固定于所述壳体 1 外壁 的相应位置，

所述壳体 1 与所述装饰板通过所述滑轨装置 8 滑动连接 。

如 图 1 至 图 8 所示，用于移动所述左装饰板 2a 及所述右装饰板 2b 的滑轨装置结

构相 同，本实施例仅 以所述左装饰板 2a 为例 。

所述壳体 1 的外壁上设有凹槽 7，本实施例优选所述壳体 1 的外壁 的上部、下部

分别设有一个凹槽 7，所述滑轨装置 8 的滑动部分固定于所述凹槽 7 内，使所述左装

饰板 2a 和所述右装饰板 2b 配合能够将所述 出风框 3 密封 。

本发 明第一实施例 ，所述滑轨装置 8 为简单的滚珠与滑槽 的配合 ，其包括有至少

一个滚珠及一个滑槽 ，所述滑槽为所述轨道部分，所述滚珠为所述滑动部分 。所述左

装饰板 2a 移动时，所述滚珠在所述滑槽 内滑动 ，使得所述左装饰板 2a 移动更稳定，

可靠性更高。

如 图 1 所示，第二优选实施例 ，所述滑轨装置 8 包括第一滑轨 8 1、滚珠装置 83

及第二滑轨 85。所述第一滑轨 8 1 的上、下端分别设有第一滑槽 82，所述滚珠装置 83

的上、下端分别设有能够 自由滑动 的滚珠 84，所述第二滑轨 85 的上、下端分别设有

第二滑槽 86。所述第一滑轨 8 1 及所述第二滑轨 85 为所述轨道部分，所述滚珠装置 83

为所述滑动部分，所述第一滑轨 8 1 套于所述滚珠装置 83 的外周，所述滚珠 84 的外端

与所述第一滑槽 82 接触 ，所述滚珠 84 的内端与所述第二滑槽 86 接触 。所述左装饰板

2a 移动时，在所述第一轨道 8 1 滑动 的过程 中，由于所述第一滑槽 82 与所述滚珠 84

接触 ，从而带到所述滚珠 84 在所述第二滑槽 86 内滚动 ，使所述左装饰板 2a 移动更稳

定，可靠性更高 （如 图 8 所示，所述左装饰板 2a 的滑轨装置沿轨迹 C 移动 ）。



在此仅 以上述两种实施例举例说 明，其它滑轨装置 8 亦能够实现本发 明的 目的，

本发 明在此不再赘述 。

以上仅为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例 ，并不 以此 限定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在不违反本发

明构思的基础上所作的任何替换与改进 ，均属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权 利 要 求 书

1 . 一种空调 ，其包括有壳体及至少一个装饰板 ，所述壳体上设有 出风框 ，所述装

饰板 的形状与所述壳体的外形相匹配，且所述装饰板装设于所述 出风框处，其

特征在于，所述空调还包括有 电机 、由所述 电机驱动 的齿轮及与所述齿轮啮合

的齿条，所述 电机安装于所述壳体上，所述齿条安装于所述装饰板 内侧 。

2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空调 ，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装饰板与壳体之 间至少装设

有一组滑轨装置，所述滑轨装置的外形与所述壳体的外形相匹配，所述滑轨装

置包括有能够相对滑动 的滑动部分和轨道部分 。

3 . 如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 的空调 ，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调包括两个装饰板 ，其分

别为左装饰板及右装饰板 。

4 .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空调 ，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部分为所述壳体外壁上的装

设的滑槽 ，所述滑动部分装设在所述装饰板 内侧且与所述滑槽配合 ，所述壳体

与所述装饰板通过所述滑轨装置滑动连接 。

5 .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空调 ，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部分为所述装饰板 内侧装设

的第一滑轨与所述壳体外壁上装设的第二滑轨 ，所述滑动部分与所述第一滑轨

及所述第二滑轨配合 ，所述壳体与所述装饰板通过所述滑轨装置滑动连接 。

6 . 如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空调 ，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轨装置包括有至少一个滚珠 ，

所述滚珠为所述滑动部分 。

7 . 如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空调 ，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动部分为滚珠装置，所述第一

滑轨设有第一滑槽 ，所述第二滑轨设有第二滑槽 ，所述滚珠装置中装设有能 自

由滑动 的滚珠 ，所述第一滑轨及所述第二滑轨为所述轨道部分，所述滚珠装置

为所述滑动部分，所述第一滑轨套于所述滚珠装置的外周，所述滚珠 的外端与

所述第一滑槽接触 ，所述滚珠 的内端与所述第二滑槽接触 。

8 .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空调 ，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装饰板装设有一组滑轨装置，

所述壳体上设有至少两个用于安装所述滑轨装置的凹槽 ，所述凹槽分别设于所

述壳体的上部及下部 。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空调 ，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的顶端设有至少一个 固定柱，

所述 固定柱上设有 固定孔，所述 电机上设有 电机 固定孔，固定件通过所述 固定

孔及所述 电机 固定孔将所述 电机 固定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空调 ，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调还包括有顶盖，所述顶盖的

侧边设有齿条安装缺 口，并挖设 电机安装缺 口，所述齿条缺 口的位置与所述齿

条的安装位置对应 ，所述 电机安装缺 口与 电机 的安装位置对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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