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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雨遮阳双层通风玻璃窗

(57)摘要

本发明公布一种在大风或者有雨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进行通风的防雨遮阳双层通风玻璃窗。

包括窗框、内窗扇和外窗扇；内窗扇和外窗扇之

间留有通风道；外窗扇包括外上窗、外下窗；外上

窗上端铰接在窗框上边沿，外下窗下端铰接在窗

框下边；内窗扇包括内上窗、内下窗和内下挡板；

内上窗上端铰接在窗框上边沿，内下挡板下端固

定在窗框下边沿，内上窗下端与内下挡板上端留

有间距；内下窗下端铰接在窗框下边沿，内下窗

紧贴在内下挡板的内侧；外上窗下端面高于内上

窗下端面。本发明内窗扇与外窗扇交错形成通风

道，在雨天或者有大风时，通风道可以避免雨水

进入，减小风势，保证窗户一直能有通风效果；外

窗扇中外上窗的角度，以及遮阳布，用于调节入

射阳光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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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雨遮阳双层通风玻璃窗，其特征在于：包括窗框（5）和安装在窗框（5）上的内

窗扇（6）和外窗扇（7）；所述内窗扇（6）和外窗扇（7）之间留有通风道（8）；

所述外窗扇（7）包括外上窗（7-1）、外下窗（7-2）；所述外上窗（7-1）上端铰接在窗框（5）

上边沿，外下窗（7-2）下端铰接在窗框（5）下边沿，外上窗（7-1）、外下窗（7-2）上下相对，外

上窗（7-1）下端与外下窗（7-2）上端相对接；

所述内窗扇（6）包括内上窗（6-1）、内下窗（6-2）和内下挡板（6-3）；所述内上窗（6-1）上

端铰接在窗框（5）上边沿，内下挡板（6-3）下端固定在窗框（5）下边沿，内上窗（6-1）、内下挡

板（6-3）上下相对，内上窗（6-1）下端与内下挡板（6-3）上端留有间距；所述内下窗（6-2）下

端铰接在窗框（5）下边沿，内下窗（6-2）紧贴在内下挡板（6-3）的内侧，内下窗（6-2）上端与

内上窗（6-1）下端有一段相叠面；

所述外上窗（7-1）下端面高于内上窗（6-1）下端面；

在所述外上窗（7-1）、外下窗（7-2）、内上窗（6-1）、内下窗（6-2）的一侧或者两侧与窗框

（5）之间设有锁定装置；

所述外上窗（7-1）的上下宽度大于外下窗（7-2）的上下宽度；所述内上窗（6-1）的上下

宽度小于内下窗（6-2）的上下宽度；

所述外上窗（7-1）内侧面上端可转动安装有卷帘杆（1）；卷帘杆（1）上饶有遮阳布（3），

遮阳布（3）下端固定有下拉杆（4）；在所述外上窗（7-1）内侧面的两边各设有一条滑槽，所述

下拉杆（4）的两端滑动安装在滑槽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雨遮阳双层通风玻璃窗，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窗扇（6）

和外窗扇（7）之间通风道（8）的宽度是15cm-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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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雨遮阳双层通风玻璃窗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窗户，具体是一种在大风或者有雨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进行通风

的一种防雨遮阳双层通风玻璃窗。

背景技术

[0002] 内开窗和外开窗是比较常见的平开窗户，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内开窗或外

开窗的窗扇通过铰链与窗框结合，窗扇可以旋转开启。内开窗是窗扇向室内转动的窗户，具

有方便擦窗和更换玻璃的特点。外开窗是窗扇向室外转动的窗户，不占据室内空间。现有窗

户的缺点是，当在大风或者有雨的情况下，窗户一般是要关闭的，此时，无法实现室内外的

通风。阳光投射房间的照射量不能通过窗扇调节，也就是说，不能利用窗扇的玻璃调整阳光

的投射角度，借以增大或减小阳光投射房间的照射量，充分利用太阳能。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一种防雨遮阳双层通风玻璃窗。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一种防雨遮阳双层通风玻璃窗，包括窗框和

安装在窗框上的内窗扇和外窗扇；所述内窗扇和外窗扇之间留有通风道；所述外窗扇包括

外上窗、外下窗；所述外上窗上端铰接在窗框上边沿，外下窗下端铰接在窗框下边沿，外上

窗、外下窗上下相对，外上窗下端与外下窗上端相对接；所述内窗扇包括内上窗、内下窗和

内下挡板；所述内上窗上端铰接在窗框上边沿，内下挡板下端固定在窗框下边沿，内上窗、

内下挡板上下相对，内上窗下端与内下挡板上端留有间距；所述内下窗下端铰接在窗框下

边沿，内下窗紧贴在内下挡板的内侧，内下窗上端与内上窗下端有一段相叠面；所述外上窗

下端面高于内上窗下端面；在所述外上窗、外下窗、内上窗、内下窗的一侧或者两侧与窗框

之间设有锁定装置。

[0005] 其进一步是：所述外上窗的上下宽度大于外下窗的上下宽度；所述内上窗的上下

宽度小于内下窗的上下宽度。

[0006] 所述外上窗内侧面上端可转动安装有卷帘杆；卷帘杆上饶有遮阳布，遮阳布下端

固定有下拉杆；在所述外上窗内侧面的两边各设有一条滑槽，所述下拉杆的两端滑动安装

在滑槽内。

[0007] 所述内窗扇和外窗扇之间通风道的宽度是15cm-25cm。

[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内窗扇与外窗扇交错形成一个的通风道，

在雨天或者有大风时，通风道可以避免雨水进入，也能减小风势，保证窗户一直能有通风效

果；外窗扇中外上窗的角度，以及遮阳布的收拉，可以调节入射阳光角度。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一中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0]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一中内窗扇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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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一中外窗扇的平面图；

[0012] 图4是图3中A处的后视放大图；

[0013]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一闭合状态的截面图；

[0014]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一通风状态的截面图；

[0015]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二闭合状态的截面图；

[0016]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二通风状态的截面图。

[0017] 图中：1、卷帘杆；2、铰链；3、遮阳布；4、下拉杆；5、窗框；6、内窗扇；6-1、内上窗；6-

2、内下窗；6-3、内下挡板；7、外窗扇；7-1、外上窗；7-2、外下窗；9、滑轨；10、窗纱；11、紧固螺

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现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19] 实施例一

[0020] 如图1至图3，以及图5和图6所示，一种一种防雨遮阳双层通风玻璃窗，窗框5呈一

个方形口，窗框5外侧边安装外窗扇7，窗框5内侧边安装内窗扇6；内窗扇6和外窗扇7平行，

在内窗扇6和外窗扇7之间相距15cm-25cm，中间形成一个通风道。

[0021] 外窗扇7包括外上窗7-1、外下窗7-2；外上窗7-1上端铰接在窗框5上边沿，外下窗

7-2下端铰接在窗框5下边沿；外上窗7-1、外下窗7-2均是向外平开，在关闭时，外上窗7-1、

外下窗7-2上下相对，外上窗7-1下端与外下窗7-2上端相对接，便于外窗扇7关闭密封。

[0022] 内窗扇6包括内上窗6-1、内下窗6-2和内下挡板6-3；内上窗6-1上端铰接在窗框5

上边沿，内下挡板6-3下端固定在窗框5下边沿，内下窗6-2下端铰接在窗框5下边沿，内下窗

6-2紧贴在内下挡板6-3的内侧；内上窗6-1、内下窗6-2均是向内平开，在关闭时，内上窗6-

1、内下挡板6-3上下相对，内上窗6-1下端与内下挡板6-3上端留有间距，用于通风；内下窗

6-2上端与内上窗6-1下端有一段相叠面，便于内窗扇6关闭密封。

[0023] 另外，在外上窗7-1、外下窗7-2、内上窗6-1、内下窗6-2的一侧与窗框5之间设有锁

定装置，以及撑杆，便于外上窗7-1、外下窗7-2、内上窗6-1、内下窗6-2的打开和关闭。锁定

装置和撑杆为本领域常用技术，不是本发明技术要点，在此不做详细的描述。

[0024] 结合图5和图6所示，外上窗7-1的上下宽度大于外下窗7-2的上下宽度；内上窗6-1

的上下宽度小于内下窗6-2的上下宽度；外上窗7-1下端面高于内上窗6-1下端面。在通风状

态下，通风道连通室内外；这时，外下窗7-2和内上窗6-1的高度差，可以避免雨水进入室内，

减小风势，并且可以使得空气中的尘土落到内下挡板6-3的外侧。

[0025] 再结合图4所示，外上窗7-1内侧面上端可转动安装有卷帘杆1；卷帘杆1上饶有遮

阳布3，遮阳布3下端固定有下拉杆4；在外上窗7-1内侧面的两边各设有一条滑槽，下拉杆3

的两端滑动安装在滑槽内。遮阳布3的长度大于外窗扇7的总高度，遮阳布3下端的下拉杆3

可以滑出滑槽，遮住下方的外下窗7-2。在遮阳布1中均布有与下拉杆3平行的支条，保证遮

阳布1在宽度方向不可弯曲，避免当外上窗7-1打开时，遮阳布3在重力作用下，滑出滑槽。无

论在外上窗7-1打开或关闭，通过下拉杆3和卷帘杆1都可以调节遮阳布1，进而调节入射阳

光。

[0026] 实施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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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结合图7和图8所示，在上述实施例一的基础上，内上窗6-1的内侧面设置窗纱10。

内上窗6-1的内侧面的两边设置有滑轨9，窗纱10的两侧滑动安装在滑轨9内，在滑轨9上设

有用于对窗纱10的紧固螺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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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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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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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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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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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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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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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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