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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型防火卷帘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改进型防火卷帘门，包括

限位罩、清洗单元、固定钢板、卷门单元和执行单

元；本发明可以解决临街的店铺由于过往的车辆

导致灰尘飞扬，致使大量的灰尘积攒在卷帘门

上，卷帘门由于是折卷结构，其内部积攒的大量

灰尘难以清理，且影响美观；日常对于卷帘门的

清理多采用人工操作刷子对卷帘门上的凹槽进

行反复擦洗，且擦洗效果较差；导致大量的灰尘

残存在卷帘门的凹槽内；并且由于是临街店铺需

要定期清理的频次较高，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等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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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进型防火卷帘门，包括限位罩(1)、清洗单元(2)、固定钢板(3)、卷门单元(4)

和执行单元(5)；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限位罩(1)前端为外翻式结构；且限位罩(1)的中部设

置有矩形通孔，位于限位罩(1)的左右两侧设置有固定钢板(3)，所述的固定钢板(3)上设置

有螺纹孔；位于限位罩(1)的上端通孔处通过铰链安装有清洗单元(2)，限位罩(1)的内部腔

体内通过活动连接方式设置有卷门单元(4)；所述的限位罩(1)的内部下端内壁通过滑动配

合方式均匀设置有执行单元(5)，所述的执行单元(5)与卷门单元(4)相互配合；所述的限位

罩(1)内部通过轴承设置有限位滑竿；其中：

所述的清洗单元(2)包括翻转盖(21)、吸尘模块(22)、辅助侧板(23)、转动电机(24)、传

动皮带(25)、传动带轮(26)和刷洗模块(27)；所述的翻转盖(21)通过铰链安装在限位罩(1)

的矩形通孔处的内壁上，所述的翻转盖(21)为半弧形结构，且翻转盖(21)的内部设置有空

心腔体结构，位于翻转盖(21)的空心腔体内壁设置由于吸尘模块(22)；位于翻转盖(21)的

两端侧壁分别设置有辅助侧板(23)，位于两个侧板之间通过轴承均匀设置有刷洗模块

(27)；所述的转动电机(24)通过电机座安装在位于限位罩(1)左端的辅助侧板(23)上，转动

电机(24)的输出轴通过法兰连接有传动带轮(26)，所述的传动皮带(25)连接在传动带轮

(26)上和刷洗模块(27)上；

所述的吸尘模块(22)包括吸尘泵(221)、吸尘管(222)、吸尘导管(223)、集尘盒(224)和

除尘海绵(225)，所述的吸尘泵(221)通过电机安装在翻转盖(21)内部的空心腔体内，位于

吸尘泵(221)的吸尘口安装有弧形的吸尘管(222)，所述的吸尘管(222)的另一端连接在翻

转盖(21)的空心腔体的右端内壁上，位于吸尘管(222)上均匀设置有吸尘导管(223)，且所

述的吸尘导管(223)与吸尘管(222)相互连通；所述的集尘盒(224)均匀设置在翻转盖(21)

的内部腔体内；且所述的吸尘导管(223)与内部的集成盒相互连通；所述的除尘海绵(225)

设置在翻转盖(21)的下端外壁上，且所述的除尘海绵(225)内部与集尘盒(224)的下端所开

设的通孔相配合；

所述的执行单元(5)包括电动滑块(51)、限位架(52)、执行弹簧(53)和刷洗海绵(54)；

所述的电动滑块(51)上通过活动连接方式安装有限位架(52)，且限位架(52)的下端通过执

行弹簧(53)与电动滑块(51)的上端外壁相连接；所述的限位架(52)呈倾斜设置；位于限位

架(52)的上端通过卡扣安装有刷洗海绵(54)；所述的刷洗海绵(54)与卷门单元(4)相互配

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防火卷帘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卷门单元(4)包

括收卷电机(41)、收卷轴(42)、卷闸门(43)、拉手(44)和锁杆(45)；所述的收卷电机(41)通

过电机座安装在限位罩(1)左端内壁上，收卷电机(41)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在收卷轴

(42)的一端轴头上，收卷轴(42)的另一端轴头通过轴承安装在限位罩(1)的右端内壁上，位

于收卷轴(42)上安装有卷闸门(43)；所述的卷闸门(43)下端左右对称设置有锁杆(45)，且

位于卷闸门(43)的下端中部安装有拉手(4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防火卷帘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刷洗模块(27)包

括刷洗滚筒(271)、调节伸缩杆(272)和调节盘(273)；所述的刷洗滚筒(271)内部为空心腔

体结构，位于刷洗滚筒(271)的左端内壁设置有调节伸缩杆(272)，调节伸缩杆(272)的顶端

连接有调节盘(27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改进型防火卷帘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刷洗滚筒(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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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壁通过活动连接方式均匀设置有刷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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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型防火卷帘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卷帘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改进型防火卷帘门。

背景技术

[0002] 卷帘门便于收卷且占地空间较少；常常运用在临街的商铺；但是临街的店铺由于

过往的车辆导致灰尘飞扬，致使大量的灰尘积攒在卷帘门上，卷帘门由于是折卷结构，其内

部积攒的大量灰尘难以清理，且影响美观；日常对于卷帘门的清理多采用人工操作刷子对

卷帘门上的凹槽进行反复擦洗，且擦洗效果较差；导致大量的灰尘残存在卷帘门的凹槽内；

并且由于是临街店铺需要定期清理的频次较高，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改进型防火卷帘门，包括限位

罩、清洗单元、固定钢板、卷门单元和执行单元；所述的限位罩前端为外翻式结构；且限位罩

的中部设置有矩形通孔，位于限位罩的左右两侧设置有固定钢板，所述的固定钢板上设置

有螺纹孔；位于限位罩的上端通孔处通过铰链安装有清洗单元，限位罩的内部腔体内通过

活动连接方式设置有卷门单元；所述的限位罩的内部下端内壁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均匀设置

有执行单元，所述的执行单元与卷门单元相互配合；所述的限位罩内部通过轴承设置有限

位滑竿；其中：

[0004] 所述的清洗单元包括翻转盖、吸尘模块、辅助侧板、转动电机、传动皮带、传动带轮

和刷洗模块；所述的翻转盖通过铰链安装在限位罩的矩形通孔处的内壁上，所述的翻转盖

为半弧形结构，且翻转盖的内部设置有空心腔体结构，位于翻转盖的空心腔体内壁设置由

于吸尘模块；位于翻转盖的两端侧壁分别设置有辅助侧板，位于两个侧板之间通过轴承均

匀设置有刷洗模块；所述的转动电机通过电机座安装在位于限位罩左端的辅助侧板上，转

动电机的输出轴通过法兰连接有传动带轮，所述的传动皮带连接在传动带轮上和刷洗模块

上；收卷卷闸门的过程中通过转动电机与收卷门相反方向转动，通过传动皮带的作用带动

多个刷洗模块之间同时转动，对卷闸门的外壁进行循环往复的纵向刷洗，提高了刷洗效率，

且设置多个刷洗模块可以保证刷洗质量。

[0005] 所述的吸尘模块包括吸尘泵、吸尘管、吸尘导管、集尘盒和除尘海绵，所述的吸尘

泵通过电机安装在翻转盖内部的空心腔体内，位于吸尘泵的吸尘口安装有弧形的吸尘管，

所述的吸尘管的另一端连接在翻转盖的空心腔体的右端内壁上，位于吸尘管上均匀设置有

吸尘导管，且所述的吸尘导管与吸尘管相互连通；所述的集尘盒均匀设置在翻转盖的内部

腔体内；且所述的吸尘导管与内部的集成盒相互连通；所述的除尘海绵设置在翻转盖的下

端外壁上，且所述的除尘海绵内部与集尘盒的下端所开设的通孔相配合；当收卷卷闸门的

过程中通过吸尘泵工作将刷洗卷闸门过程中产生的灰尘收集到集尘盒中，且设置的除尘海

绵一定程度上可以吸附一些扬起的灰尘，长久使用后，需人工对除尘海绵进行更换，且拉出

集成盒；并对集尘盒内部的灰尘进行处理；设置的吸尘模块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刷洗卷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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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过程中扬起的灰尘，避免清理的灰尘再次落入到卷闸门的外壁上；保证了对卷闸门的清

洗质量。

[0006] 所述的执行单元包括电动滑块、限位架、执行弹簧和刷洗海绵；所述的电动滑块上

通过活动连接方式安装有限位架，且限位架的下端通过执行弹簧与电动滑块的上端外壁相

连接；所述的限位架呈倾斜设置；位于限位架的上端通过卡扣安装有刷洗海绵；所述的刷洗

海绵与卷门单元相互配合；通过电动滑块循环往复运动带动刷洗海绵循环运动针对卷闸门

的外壁进行横向刷洗；且由于卷闸门上是凹凸不平的结构，为了保证刷洗海绵始终与卷闸

门的外壁接触，通过执行弹簧的作用使得刷洗海绵具有一定的进给余量，保证刷洗海绵始

终与卷闸门的外壁贴合；保证了对卷闸门刷洗的洁净度。

[0007] 所述的卷门单元包括收卷电机、收卷轴、卷闸门、拉手和锁杆；所述的收卷电机通

过电机座安装在限位罩左端内壁上，收卷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在收卷轴的一端轴

头上，收卷轴的另一端轴头通过轴承安装在限位罩的右端内壁上，位于收卷轴上安装有卷

闸门；所述的卷闸门下端左右对称设置有锁杆，且位于卷闸门的下端中部安装有拉手；需要

收卷卷闸门的时候通过收卷电机转动带动卷闸门进行收卷，当需要拉下卷闸门的时候通过

人工拉动拉手通过锁杆固定。

[0008] 优选的；所述的刷洗模块包括刷洗滚筒、调节伸缩杆和调节盘；所述的刷洗滚筒内

部为空心腔体结构，位于刷洗滚筒的左端内壁设置有调节伸缩杆，调节伸缩杆的顶端连接

有调节盘；通过刷洗滚筒循环转动对卷闸门外壁附着的灰尘进行刷洗，且在刷洗的过程中，

调节伸缩杆带动调节盘循环往复运动与刷洗滚筒外壁设置的刷毛配合，促进外壁的刷毛做

无规则晃动，提高了对卷闸门外壁的清洗力度。

[0009] 优选的；所述刷洗滚筒的外壁通过活动连接方式均匀设置有刷毛；通过活动连接

方式设置刷毛便于控制刷毛的尖端始终与卷闸门的外壁进行接触；且保证刷毛在刷洗卷闸

门的过程中产生不规则晃动；提高对卷闸门外壁的刷洗强度。

[0010] 有益效果

[0011] 一、本发明在收卷在卷闸门的过程中通过多个刷洗模块循环往复转动实现对卷闸

门外壁进行纵向刷洗，并且配合执行单元实现对初步清理后的卷闸门沿着其凹槽进行横向

往复运动进一步的刷洗，且为了保证横向刷洗的过程中始终与卷闸门的外壁贴合，通过执

行弹簧的作用使得刷洗海绵具有一定的进给余量，保证刷洗海绵始终与卷闸门的外壁贴

合；保证了对卷闸门刷洗的洁净度；

[0012] 二、本发明设置的吸尘模块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刷洗卷闸门过程中扬起的灰尘，

避免清理的灰尘再次落入到卷闸门的外壁上；保证了对卷闸门的清洗质量；

[0013] 三、本发明通过在刷洗滚筒的外壁采用活动连接方式设置刷毛便于控制刷毛的尖

端始终与卷闸门的外壁进行接触；且保证刷毛在刷洗卷闸门的过程中产生不规则晃动；提

高对卷闸门外壁的刷洗强度。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主视位置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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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图3是本发明的侧视位置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参考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说明。在此过程中，为确保说明的明确性和

便利性，我们可能对图示中线条的宽度或构成要素的大小进行夸张的标示。

[0019] 另外，下文中的用语基于本发明中的功能而定义，可以根据使用者、运用者的意图

或惯例而不同；因此，这些用语基于本说明书的全部内容进行定义。

[0020] 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改进型防火卷帘门，包括限位罩1、清洗单元2、固定钢板3、

卷门单元4和执行单元5；所述的限位罩1前端为外翻式结构；且限位罩1的中部设置有矩形

通孔，位于限位罩1的左右两侧设置有固定钢板3，所述的固定钢板3上设置有螺纹孔；位于

限位罩1的上端通孔处通过铰链安装有清洗单元2，限位罩1的内部腔体内通过活动连接方

式设置有卷门单元4；所述的限位罩1的内部下端内壁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均匀设置有执行单

元5，所述的执行单元5与卷门单元4相互配合；所述的限位罩1内部通过轴承设置有限位滑

竿；其中：

[0021] 所述的执行单元5包括电动滑块51、限位架52、执行弹簧53和刷洗海绵54；所述的

电动滑块51上通过活动连接方式安装有限位架52，且限位架52的下端通过执行弹簧53与电

动滑块51的上端外壁相连接；所述的限位架52呈倾斜设置；位于限位架52的上端通过卡扣

安装有刷洗海绵54；所述的刷洗海绵54与卷门单元4相互配合；通过电动滑块51循环往复运

动带动刷洗海绵54循环运动针对卷闸门43的外壁进行横向刷洗；且由于卷闸门43上是凹凸

不平的结构，为了保证刷洗海绵54始终与卷闸门43的外壁接触，通过执行弹簧53的作用使

得刷洗海绵54具有一定的进给余量，保证刷洗海绵54始终与卷闸门43的外壁贴合；保证了

对卷闸门刷洗的洁净度。

[0022] 所述的卷门单元4包括收卷电机41、收卷轴42、卷闸门43、拉手44和锁杆45；所述的

收卷电机41通过电机座安装在限位罩1左端内壁上，收卷电机41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

在收卷轴42的一端轴头上，收卷轴42的另一端轴头通过轴承安装在限位罩1的右端内壁上，

位于收卷轴42上安装有卷闸门43；所述的卷闸门43下端左右对称设置有锁杆45，且位于卷

闸门43的下端中部安装有拉手44；需要收卷卷闸门43的时候通过收卷电机41转动带动卷闸

门43进行收卷，当需要拉下卷闸门43的时候通过人工拉动拉手44通过锁杆45固定。

[0023] 所述的清洗单元2包括翻转盖21、吸尘模块22、辅助侧板23、转动电机24、传动皮带

25、传动带轮26和刷洗模块27；所述的翻转盖21通过铰链安装在限位罩1的矩形通孔处的内

壁上，所述的翻转盖21为半弧形结构，且翻转盖21的内部设置有空心腔体结构，位于翻转盖

21的空心腔体内壁设置由于吸尘模块22；位于翻转盖21的两端侧壁分别设置有辅助侧板

23，位于两个侧板之间通过轴承均匀设置有刷洗模块27；所述的转动电机24通过电机座安

装在位于限位罩1左端的辅助侧板23上，转动电机24的输出轴通过法兰连接有传动带轮26，

所述的传动皮带25连接在传动带轮26上和刷洗模块27上；收卷卷闸门43的过程中通过转动

电机与收卷门相反方向转动，通过传动皮带25的作用带动多个刷洗模块27之间同时转动，

对卷闸门43的外壁进行循环往复的纵向刷洗，提高了刷洗效率，且设置多个刷洗模块27可

以保证刷洗质量；所述的吸尘模块22包括吸尘泵221、吸尘管222、吸尘导管223、集尘盒224

和除尘海绵225，所述的吸尘泵221通过电机安装在翻转盖21内部的空心腔体内，位于吸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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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221的吸尘口安装有弧形的吸尘管222，所述的吸尘管222的另一端连接在翻转盖21的空

心腔体的右端内壁上，位于吸尘管222上均匀设置有吸尘导管223，且所述的吸尘导管223与

吸尘管222相互连通；所述的集尘盒224均匀设置在翻转盖21的内部腔体内；且所述的吸尘

导管223与内部的集成盒相互连通；所述的除尘海绵225设置在翻转盖21的下端外壁上，且

所述的除尘海绵225内部与集尘盒224的下端所开设的通孔相配合；当收卷卷闸门43的过程

中通过吸尘泵221工作将刷洗卷闸门43过程中产生的灰尘收集到集尘盒224中，且设置的除

尘海绵225一定程度上可以吸附一些扬起的灰尘，长久使用后，需人工对除尘海绵225进行

更换，且拉出集成盒224；并对集尘盒224内部的灰尘进行处理；设置的吸尘模块22一定程度

上可以阻止刷洗卷闸门43过程中扬起的灰尘，避免清理的灰尘再次落入到卷闸门43的外壁

上；保证了对卷闸门的清洗质量。

[0024] 所述的刷洗模块27包括刷洗滚筒271、调节伸缩杆272和调节盘273；所述的刷洗滚

筒271内部为空心腔体结构，位于刷洗滚筒271的左端内壁设置有调节伸缩杆272，调节伸缩

杆272的顶端连接有调节盘273；所述的刷洗滚筒271的外壁通过活动连接方式均匀设置有

刷毛；通过活动连接方式设置刷毛便于控制刷毛的尖端始终与卷闸门43的外壁进行接触；

且保证刷毛在刷洗卷闸门43的过程中产生不规则晃动；提高对卷闸门43外壁的刷洗强度；

通过刷洗滚筒271循环转动对卷闸门43外壁附着的灰尘进行刷洗，且在刷洗的过程中，调节

伸缩杆272带动调节盘273循环往复运动与刷洗滚筒271外壁设置的刷毛配合，促进外壁的

刷毛做无规则晃动，提高了对卷闸门43外壁的清洗力度。

[002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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