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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玻璃与金属网板交替

切换遮挡在车窗上的车窗装置，包括玻璃板、金

属网板、左车窗升降器、右车窗升降器、底座、滑

动架体、电机、伸出缝口，滑动架体设有内腔室，

左车窗升降器、右车窗升降器分别固定安装于内

腔室中，玻璃板安装于左车窗升降器上，金属网

板安装于右车窗升降器上，滑动架体沿着底座长

度方向安装在底座上，伸出缝口设置于滑动架体

上方，电机设置于底座的侧旁且其动力输出端与

滑动架体相连接，以驱动滑动架体在底座上作横

向左右滑动运动，实现玻璃板或金属网板交替切

换对准伸出缝口的中心轴线。本车窗装置应用

时，玻璃板与金属网板能共用原车车门上的玻璃

槽缝，吻合度好，完全不会改变原车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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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玻璃与金属网板交替切换遮挡在车窗上的车窗装置，包括玻璃板(1)、金属网板

(2)、左车窗升降器(3)、右车窗升降器(4)，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底座(5)、滑动架体(6)、电机

(7)、伸出缝口(8)，其中

所述滑动架体(6)设有供玻璃板(1)、金属网板(2)、左车窗升降器(3)、右车窗升降器

(4)容置的内腔室(61)，所述左车窗升降器(3)、右车窗升降器(4)分别固定安装于内腔室

(61)中；

所述玻璃板(1)安装于左车窗升降器(3)上并在左车窗升降器(3)驱动下作伸出内腔室

(61)或收回内腔室(61)运动；

所述金属网板(2)安装于右车窗升降器(4)上并在右车窗升降器(4)驱动下作伸出内腔

室(61)或收回内腔室(61)运动；

所述滑动架体(6)沿着底座(5)长度方向安装在底座(5)上，所述伸出缝口(8)设置于滑

动架体(6)上方，所述电机(7)设置于底座(5)的侧面且其动力输出端与滑动架体(6)相连

接，以驱动滑动架体(6)在底座(5)上作横向左右滑动运动，实现玻璃板(1)或金属网板(2)

交替切换对准伸出缝口(8)的中心轴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玻璃与金属网板交替切换遮挡在车窗上的车窗装置，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外框架体(9)，所述外框架体(9)安装在底座(5)上，在外框架体(9)中设有容纳腔

室(91)，所述滑动架体(6)设置于容纳腔室(91)中，所述伸出缝口(8)设置于外框架体(9)的

顶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玻璃与金属网板交替切换遮挡在车窗上的车窗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外框架体(9)的容纳腔室(91)的上端两侧腔壁上还分别设有弹性限定机构(10)，该

弹性限定机构(10)由安装座(101)、限位件(102)及弹簧(103)构成，所述限位件(102)套装

在安装座(101)上，所述弹簧设置于限位件(102)与安装座(101)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玻璃与金属网板交替切换遮挡在车窗上的车窗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底座(5)上沿其长度方向设有凹腔槽(51)，所述滑动架体(6)由带内腔室(61)的上

框架(62)与滑动座(63)构成，所述上框架(62)设置于外框架体(9)的容纳腔室(91)中；所述

滑动座(63)的横向宽度小于凹腔槽(51)的横向宽度，所述滑动座(63)安置于凹腔槽(51)

中，在滑动座(63)与凹腔槽(51)的两端之间还设有导向杆(6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玻璃与金属网板交替切换遮挡在车窗上的车窗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滑动座(63)的中部还设有螺孔(65)，所述电机(7)设置于底座(5)的中部侧旁上，该

电机(7)通过螺杆与螺孔(65)相传动连接，以驱动滑动座(63)沿着导向杆(64)在凹腔槽

(51)中来回作横向移动。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玻璃与金属网板交替切换遮挡在车窗上的车窗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滑动座(63)的一端顶面还设有齿条部，所述电机(7)相对应地设置在位于该齿条部

侧旁的底座(5)上，该电机(7)通过齿轮与齿条部相啮合，以驱动滑动座(63)沿着导向杆

(64)在凹腔槽(51)中来回作横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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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玻璃与金属网板交替切换遮挡在车窗上的车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动车车窗装置领域，特别是一种同时具有玻璃与金属网板两种

遮挡部件的车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车窗是大部分车辆车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了满足车内采光、通风以及司机、

乘客视野的需要而设计和存在的。车窗按玻璃安装位置不同有：前、后挡风玻璃车窗，驾驶

室、副驾驶室的车门车窗，后排乘客座位两侧的侧窗，车顶上的天窗等。

[0003] 目前，现有的汽车车窗，只有一层玻璃板，没有可供切换使用的网状车窗板，使汽

车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总会不时发生一些悲剧的事情。例如，粗心的父母开车带小孩去办

事，认为办事时间短，把小孩留在车里，结果办起事来耗时大大延长了，而又疏忽了小孩还

放在车里。因为汽车停车上锁后，车内空调设备断电，在炎热天气下，小孩长时间在车里停

留会中暑、缺氧，最后导致悲剧的事情发生了。又例如，在郊外停车打开车窗，人们坐在车内

休息，也会时常发生车内财物，被小偷顺手盗走了。

[0004] 为了帮助人们在日常用车过程中，杜绝各种不幸事情的发生，有人开发出一种具

有玻璃与金属网的双层车窗方案。所述的双层车窗方案可以如中国申请号为

200810047017.7、名称为“车窗防盗装置”的公开专利文献，它采用了这些技术特征：防盗网

窗、车窗玻璃、电机、减速器、传动齿轮、三角滑槽、齿条、网托、网栓等部件，并在同一个车门

内构建出两套升降机构，以及在同一个车门上设置有两个伸出槽孔，一个升降机构负责车

窗玻璃从车门的其中一个伸出槽孔作升降运动，另一个升降机构负责防盗网窗从车门的另

一个伸出槽孔作升降运动，以此来在一个车门上构造具有双层车窗结构的双层车窗方案。

[0005] 在实际运用当中，前面所述的双层车窗方案，很难应用于现有汽车车门的车窗改

装上运用，原因如下：运用时，必须在原车车门的玻璃伸出槽孔的侧旁再开设一个供防盗网

窗运行的伸出槽孔，方能实施前面所述的双层车窗方案。然而原车车门的玻璃伸出槽孔位

置的宽度与造型，每个品牌每台车辆的设计都是不一样的，时常碰到无法另外开设伸出槽

孔的情形。此时，要么前面所述的双层车窗方案无法安装运用，要么只能另外生产一个与原

车车门内衬相同的、带有两个伸出槽孔的车门内衬件，来替换原车门的车门内衬件，才能将

前面所述的双层车窗方案运用在汽车车门上，但这样一来，这种改装应用成本非常高，极大

地制约了前面所述的双层车窗方案的推广与应用。另外，还有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当防盗网

窗向上升起后，由于原车门的门框上方没有给防盗网预留嵌置的槽缝，使得防盗网窗升起

后，无法吻合地嵌入门框上方中，就造成整个车门的十分粗糙难看，美观度差，难上档次，无

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前面所述的双层车窗方案较适合于车辆制造厂在设计车门时，统

一规划运用，不适合于后期改装运用。

[0006] 因此，本申请人认为，前面所述的双层车窗方案，因其结构方案设计还不够科学与

合理，使其还存在与车辆匹配性差、适用性差，应用成本高，难以进行广泛推广应用等不足。

因而，必须对前面所述的双层车窗方案进行重新设计与开发，才能使其更好地满足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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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所需。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问题和不足，提供一种玻璃与金属网板交替切换

遮挡在车窗上的车窗装置，该车窗装置采用底座、滑动架体、电机来使玻璃板与金属网板交

替切换并实现共用一个伸出缝口伸出，从而使本车窗装置应用时，不用在车辆的原车窗位

置再另外开设伸出缝口，只需将本车窗装置用于替换掉原车车窗玻璃机构即可，使其与车

辆匹配性好，应用成本较低，而且构造简单、整体厚度较小，适用性强；并且玻璃板与金属网

板能共用原车车门上的玻璃槽缝，吻合度好，完全不会改变原车外观，非常适合于后期的车

辆改装运用。

[0008]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玻璃与金属网板交替切换遮挡在车窗

上的车窗装置，包括玻璃板、金属网板、左车窗升降器、右车窗升降器，其特点在于还包括底

座、滑动架体、电机、伸出缝口，其中所述滑动架体设有供玻璃板、金属网板、左车窗升降器、

右车窗升降器容置的内腔室，所述左车窗升降器、右车窗升降器分别固定安装于内腔室中；

所述玻璃板安装于左车窗升降器上并在左车窗升降器驱动下作伸出内腔室或收回内腔室

运动；所述金属网板安装于右车窗升降器上并在右车窗升降器驱动下作伸出内腔室或收回

内腔室运动；所述滑动架体沿着底座长度方向安装在底座上，所述伸出缝口设置于滑动架

体上方，所述电机设置于底座的侧旁且其动力输出端与滑动架体相连接，以驱动滑动架体

在底座上作横向左右滑动运动，实现玻璃板或金属网板交替切换对准伸出缝口的中心轴

线。

[0009] 为了进一步地提升本实用新型的整体模块化完整程度，使其安装应用起来更为便

利、简单，本实用新型还包括外框架体，所述外框架体安装在底座上，在外框架体中设有容

纳腔室，所述滑动架体设置于容纳腔室中，所述伸出缝口设置于外框架体的顶部。

[0010] 为了使玻璃板与金属网板在外框架体内横向平移动的过程中，更为平稳，不会出

现左右晃动的情形，所述外框架体的容纳腔室的上端两侧腔壁上还分别设有弹性限定机

构，该弹性限定机构由安装座、限位件及弹簧构成，所述限位件套装在安装座上，所述弹簧

设置于限位件与安装座之间。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底座、滑动架体、电机、玻璃板、金属网

板、左车窗升降器、右车窗升降器、伸出缝口等部件构成的车窗装置，并将左车窗升降器、右

车窗升降器、玻璃板、金属网板设置于滑动架体中，由电机来驱动滑动架体在底座上来回横

向移动切换，使玻璃板或金属网板在升起前，始终切换成与伸出缝口呈同一中心轴线对准，

并实现共用一个伸出缝口升降，不用在车辆的原车窗位置再另外开设伸出缝口，只需将本

车窗装置用于替换掉原车车窗玻璃机构即可，本车窗装置与车辆匹配性好，应用成本较低，

而且构造简单、整体厚度较小，可以根据各车型车窗的大小，生产出相对应大小的车窗装

置，即可与原车车窗适配使用，适用性强。并且，玻璃板与金属网板能共用原车车门上的玻

璃槽缝，吻合度好，完全不会改变原车外观，非常适合于后期的车辆改装运用。本实用新型

的技术方案可以广泛应用各种机动车辆上，例如小型汽车、大货车、客运车辆、火车、高铁、

工程车辆、房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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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纵向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金属网板升起后的纵向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玻璃板升起后的纵向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左车窗升降器、右车窗升降器、玻璃板、金属网板的立体结构

示意图。

[0017]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底座、滑动架体、电机之间拆装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与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玻璃与金属网板交替切换遮挡在车窗上

的车窗装置，包括玻璃板1、金属网板2、左车窗升降器3、右车窗升降器4等等，其中所述左车

窗升降器3、右车窗升降器4就是汽车、机动车常用的玻璃升降器，它可以是：单臂式玻璃升

降器、双臂式玻璃升降器、绳轮式玻璃升降器、交叉臂式玻璃升降器、柔式玻璃升降器、软轴

式升降器等等。由于这个玻璃升降器部分，属于现有技术当中常用的技术方案，因而对其具

体方案结构，在此不作详细描述。本实施例中图5所示的方案，为交叉臂式玻璃升降器。

[0019] 为了实现本实用新型提出的目的，本实用新型还包括底座5、滑动架体6、电机7、伸

出缝口8、外框架体9，其中所述滑动架体6由带内腔室61的上框架62与滑动座63构成，所述

内腔室61能供玻璃板1、金属网板2、左车窗升降器3、右车窗升降器4容置与安装；所述左车

窗升降器3、右车窗升降器4分别固定安装于内腔室61的腔壁上，即如图2至图4  所示。所述

玻璃板1安装于左车窗升降器3上并在左车窗升降器3驱动下作伸出内腔室61  或收回内腔

室61运动，图4所示的状态，为玻璃板1伸出于内腔室61的状态，同时依图4  中所示，此时的

金属网板2，为收回内腔室61中的状态。所述金属网板2安装于右车窗升降器4上并在右车窗

升降器4驱动下作伸出内腔室61或收回内腔室61运动，图3所示的状态，为金属网板2伸出于

内腔室61的状态，同时依图3中所示，此时的玻璃板1，为收回内腔室61中的状态。

[0020] 如图1至图4所示，所述外框架体9设有容纳腔室91，所述伸出缝口8设置于外框架

体9的顶部上，所述外框架体9安装在底座5上。所述滑动架体6的上框架62设置于外框架体9

的容纳腔室91中。通过外框架体9的运用，使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能够成为一个较为完整

的模块化的实施方案，而不是一个松散的模块方案，这样就使得它安装与应用起来更为便

利和简单。另外，在外框架体9上还设有一些固定凸耳92，以便于固定安装在车门中。

[0021] 如图2至图4、图6所示，在底座5的中部上沿其长度方向还设有凹腔槽51，所述滑动

座63的横向宽度小于凹腔槽51的横向宽度，所述滑动座63安置于凹腔槽51中。如图  6所示，

在滑动座63与凹腔槽51的两端之间还设有导向杆64，以使滑动座63在移动过程中，更平衡、

平稳，稳定性和可靠性更高。

[0022] 又如图2至图4、图6所示，所述滑动座63的中部还设有螺孔65，所述电机7设置于底

座5的中部侧面上，该电机7通过螺杆71与螺孔65相传动连接，以驱动滑动座63沿着导向杆

64在凹腔槽51中来回作横向移动。或者是，所述滑动座63的一端顶面还设有齿条部，所述电

机7相对应地设置在位于该齿条部侧旁的底座5上，该电机7通过齿轮与齿条部相啮合，以驱

动滑动座63沿着导向杆64在凹腔槽51中来回作横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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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如图2中上端所示，所述伸出缝口8设置于滑动架体6上方的外框架体9顶部上，所

述电机7设置于底座5的侧面且其动力输出端(即螺杆71)与滑动架体6的滑动座63相连接，

以驱动滑动架体6在底座5上作横向左右滑动运动，即如图3中箭头所示的向左移动，以及如

图4中箭头所示的向右移动，实现玻璃板1或金属网板2交替切换对准伸出缝口8的中心轴

线；然后，玻璃板1或金属网板2在左车窗升降器3或右车窗升降器4的驱动下，向上升起或者

向下降下，达到玻璃板1与金属网板2交替切换运用的目的，即如图4所示玻璃板1的升起状

态，或者如图3所示金属网板2的升起状态。

[0024] 此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可以根据车型的实际需要，对金属网板2的网孔孔径

进行按需加工。例如，当应用于房车上时，需要具有防蚊虫的效果，可以将网孔孔径做得更

小一些。又例如，当应用其它车辆上时，为了使其通风效果更佳，可以将网孔做得大一些，使

其透气效果更佳。

[0025] 为了使玻璃板与金属网板在外框架体内横向平移动的过程中，更为平稳，不会出

现左右晃动的情形，如图3和图4所示，所述外框架体9的容纳腔室91的上端两侧腔壁上还分

别设有弹性限定机构10，该弹性限定机构10由安装座101、限位件102及弹簧103构成，所述

限位件102套装在安装座101上，所述弹簧设置于限位件102与安装座101之间。通过这个弹

性限定机构10的运用，使得滑动架体6在进行左、右移动过程中，就可以通过弹性限定机构

10对进行限位，移动起来更为平衡，从而不会发生头重脚轻、摇晃的现象。

[0026] 此外，在弹性限定机构10的里面或者侧旁，还有传感器或者行程开关，在滑动架体

6在左右移动过程中，当滑动架体6移动合预定的位置时，传感器或者行程开关给控制电路

板一个电信号，由控制电路板切断电机7的工作电源，电机7停机，以避免电机7工作过度。另

外，所述传感器或者行程开关设置在外框架体9或底座5与滑动架体6之间的其它位置上，只

要能实现当行程到了时，能及时断开电机7的工作电源即可。

[0027]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前述实施方式，仅仅是本实用新型方案的一种应用举例，

不是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定，本实用新型还可以其它未能一一列举的实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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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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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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