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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能源居家用窗帘开关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居家设备，尤其涉及一种新

能源居家用窗帘开关设备。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是提供一种关窗帘不需要人手动方便、使人

们生活质量好、不会影响人们心情的新能源居家

用窗帘开关设备。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

明提供了这样一种新能源居家用窗帘开关设备，

包括有固定板、旋转电机、小齿轮、大齿轮、绕线

轮、拉线、轴承座、转轴、固定挡块、弹簧、导向板、

移动杆等；固定板可以固定在房顶，固定板底部

从左至右依次设有旋转电机、轴承座和导向板。

本发明达到了关窗帘不需要人手动方便、使人们

生活质量好、不会影响人们心情的效果，有利于

提高生活质量，使人们生活地更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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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能源居家用窗帘开关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固定板(1)、旋转电机(2)、小 

齿轮(3)、大齿轮(4)、绕线轮(5)、拉线(6)、轴承座(7)、转轴(8)、固定挡块(9)、弹簧(10)、导 

向板(12)、移动杆(13)、卡钩(14)、太阳能板(15)、电源(16)、第一行程开关(17)和第二行程 

开关(18)，固定板(1)可以固定在房顶，固定板(1)底部从左至右依次设有旋转电机(2)、轴 

承座(7)和导向板(12)，旋转电机(2)和轴承座(7)与固定板(1)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固定在 

固定板(1)底部，导向板(12)顶部与固定板(1)底部榫接，旋转电机(2)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 

连接有小齿轮(3)，轴承座(7)上设有转轴(8)，转轴(8)底端通过键连接的方式连接有大齿 

轮(4)，小齿轮(3)与大齿轮(4)啮合，导向板(12)上开有导向孔(11)，导向板(12)左侧通过 

挂钩连接的方式连接有弹簧(10)，弹簧(10)左端通过挂钩连接的方式连接有固定挡块(9)， 

固定挡块(9)上榫接有移动杆(13)，移动杆(13)穿过弹簧(10)和导向孔(11)，移动杆(13)左 

端通过挂钩连接的方式连接有拉线(6)，拉线(6)的左端通过挂钩连接的方式与绕线轮(5) 

连接，拉线(6)绕在绕线轮(5)上，移动杆(13)右端嵌有卡钩(14)，桌子(19)位于房间内，桌 

子(19)上顶部从左至右依次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设有第一行程开关(17)和第二行程开关 

(18)，第一行程开关(17)位于第二行程开关(18)的左方，在房间外设有太阳能板(15)，太阳 

能板(15)能在白天接收到阳光，电源(16)可以设置在房间的某处，太阳能板(15)与电源 

(16)通过电缆连接，电源(16)与旋转电机(2)、第一行程开关(17)和第二行程开关(18)通过 

电缆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居家用窗帘开关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控制 

器(20)，桌子(19)底部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设有控制器(20)，第一行程开关(17)、第二行程 

开关(18)和旋转电机(2)都与控制器(20)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居家用窗帘开关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支杆 

(22)和导向轮(21)，固定板(1)底部榫接有支杆(22)，支杆(22)底端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设 

有导向轮(21)，拉线(6)绕过导向轮(2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居家用窗帘开关设备，其特征在于，导向板(12)顶 

部与固定板(1)底部榫接，导向板(12)顶部与固定板(1)底部的角度为90度，导向板(12)处 

于竖直状态，导向板(12)的长：宽：高为之比为2：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居家用窗帘开关设备，其特征在于，旋转电机(2) 

和轴承座(7)与固定板(1)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固定在固定板(1)底部，旋转电机(2)位于轴 

承座(7)左方，旋转电机(2)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小齿轮(3)，小齿轮(3)的齿位于边 

缘，固定板(1)的材质为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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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能源居家用窗帘开关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居家设备，尤其涉及一种新能源居家用窗帘开关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新能源：又称非常规能源。是指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指刚开始开发利用 

或正在积极研究、有待推广的能源，如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核聚变能 

等。

[0003] 居家指所有和家庭生活相关的物品。包括家具，饰品，生活用品。现代的居家生活 

已不仅仅是局限在字面上的意思，居家更多的是现代人追求闲散，休闲，享受的一种生活方 

式。

[0004] 窗帘是由布、麻、纱、铝片、木片、金属材料等制作的，具有遮阳隔热和调节室内光 

线的功能。布帘按材质分有棉纱布、涤纶布、涤棉混纺、棉麻混纺、无纺布等，不同的材质、纹 

理、颜色、图案等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布帘，配合不同风格的室内设计窗帘。窗帘 

的控制方式分为手动和电动。手动窗帘包括：手动开合帘、手动拉珠卷帘、手动丝柔垂帘、手 

动木百叶、手动罗马帘、手动风琴帘等等。电动窗帘包括：电动开合帘、电动卷帘、电动丝柔 

百叶、电动天棚帘、电动木百叶、电动罗马帘、电动风琴帘等等。随着窗帘的发展，它已成为 

居室不可缺少的、功能性和装饰性完美结合的室内装饰品。

[0005]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没有居家用窗帘开关设 

备，当人们躺在床上时，想将窗帘开关需要从床上起来，影响睡觉休息的心情，导致休息的 

质量不好，或者影响人们做其他的事，存在开关窗帘需要人手动不方便、导致人们生活质量 

不够好、影响人们心情的缺点，因此亟需研发一种关窗帘不需要人手动方便、使人们生活质 

量好、不会影响人们心情的新能源居家用窗帘开关设备。

发明内容

[0006]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7]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在没有居家用窗帘开关设备存在开关窗帘需要人手动不方便、 

导致人们生活质量不够好、影响人们心情的缺点，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关 

窗帘不需要人手动方便、使人们生活质量好、不会影响人们心情的新能源居家用窗帘开关 

设备。

[0008] (2)技术方案

[0009]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这样一种新能源居家用窗帘开关设备，包 

括有固定板、旋转电机、小齿轮、大齿轮、绕线轮、拉线、轴承座、转轴、固定挡块、弹簧、导向 

板、移动杆、卡钩、太阳能板、电源、第一行程开关和第二行程开关，固定板可以固定在房顶， 

固定板底部从左至右依次设有旋转电机、轴承座和导向板，旋转电机和轴承座与固定板通 

过螺钉的连接方式固定在固定板底部，导向板顶部与固定板底部榫接，旋转电机的输出轴 

通过联轴器连接有小齿轮，轴承座上设有转轴，转轴底端通过键连接的方式连接有大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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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齿轮与大齿轮啮合，导向板上开有导向孔，导向板左侧通过挂钩连接的方式连接有弹簧， 

弹簧左端通过挂钩连接的方式连接有固定挡块，固定挡块上榫接有移动杆，移动杆穿过弹 

簧和导向孔，移动杆左端通过挂钩连接的方式连接有拉线，拉线的左端通过挂钩连接的方 

式与绕线轮连接，拉线绕在绕线轮上，移动杆右端嵌有卡钩，桌子位于房间内，桌子上顶部 

从左至右依次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设有第一行程开关和第二行程开关，第一行程开关位于 

第二行程开关的左方，在房间外设有太阳能板，太阳能板能在白天接收到阳光，电源可以设 

置在房间的某处，太阳能板与电源通过电缆连接，电源与旋转电机、第一行程开关和第二行 

程开关通过电缆连接。

[0010] 优选地，还包括有控制器，桌子底部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设有控制器，第一行程开 

关、第二行程开关和旋转电机都与控制器连接。

[0011] 优选地，还包括有支杆和导向轮，固定板底部榫接有支杆，支杆底端通过螺钉的连 

接方式设有导向轮，拉线绕过导向轮。

[0012] 优选地，导向板顶部与固定板底部榫接，导向板顶部与固定板底部的角度为90度， 

导向板处于竖直状态，导向板的长：宽：高为之比为2：1：5。

[0013] 优选地，旋转电机和轴承座与固定板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固定在固定板底部，旋 

转电机位于轴承座左方，旋转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小齿轮，小齿轮的齿位于边 

缘，固定板的材质为白松。

[0014] 工作原理：太阳能板在太阳的照射下可以将光能转化成电能，电

[0015] 源可以储存电能，当人在床上，又不想起床，需要将窗帘打开时，

[0016] 可以按动第一行程开关，旋转电机顺时针转动，带动大齿轮顺时针转动，使绕线轮 

顺时针转动，绕线轮将拉线收回，带动移动杆向左移动，弹簧拉伸，卡钩卡住窗帘向左移动， 

使窗帘拉开后，停止按动第一行程开关，旋转电机停止转动，窗帘拉开完成。

[0017] 当人在床上，又不想起床，当需要将窗帘关闭时，可以按动第二行程开关，旋转电 

机逆时针转动，带动大齿轮顺时针转动，使绕线轮顺时针转动，绕线轮将拉线放出，弹簧复 

位，带动移动杆向右移动，卡钩卡住窗帘向右移动，使窗帘关闭后，停止按动第二行程开关， 

旋转电机停止转动，窗帘关闭完成，这样可以方便人们将窗帘打开关闭，节约时间，不会影 

响人们做其他的事的心情。

[0018] 因为还包括有控制器，桌子底部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设有控制器，第一行程开关、 

第二行程开关和旋转电机都与控制器连接，当人在床上，又不想起床，需要将窗帘打开时， 

可以按动第一行程开关，控制器控制旋转电机顺时针转动，带动大齿轮顺时针转动，使绕线 

轮顺时针转动，绕线轮将拉线收回，带动移动杆向左移动，弹簧拉伸，卡钩卡住窗帘向左移 

动，使窗帘拉开后，停止按动第一行程开关，控制器控制旋转电机停止转动，窗帘拉开完成。 

当人在床上，又不想起床，当需要将窗帘关闭时，可以按动第二行程开关，控制器控制旋转 

电机逆时针转动，带动大齿轮顺时针转动，使绕线轮顺时针转动，绕线轮将拉线放出，弹簧 

复位，带动移动杆向右移动，卡钩卡住窗帘向右移动，使窗帘关闭后，停止按动第二行程开 

关，控制器控制旋转电机停止转动，窗帘关闭完成，这样可以方便人们将窗帘打开关闭，节 

约时间，不会影响人们做其他的事的心情。

[0019] 因为还包括有支杆和导向轮，固定板底部榫接有支杆，支杆底端通过螺钉的连接 

方式设有导向轮，拉线绕过导向轮，导向轮可以对拉线起到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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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因为导向板顶部与固定板底部榫接，导向板顶部与固定板底部的角度为90度，导 

向板处于竖直状态，导向板的长：宽：高为之比为2：1：5，装置更稳定。

[0021] 因为旋转电机和轴承座与固定板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固定在固定板底部，旋转电 

机位于轴承座左方，旋转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小齿轮，小齿轮的齿位于边缘，固 

定板的材质为白松，使用效果更好。

[0022] 控制器选择厦门海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海为S32S0T型PLC控制器，主机外部 

24VDC供电，16路输入，16路输出。

[0023] SunYuanSYLED6数显表用插头连线接入变送器测量电路中，该表的功能是将0-5V、 

0-10V、1-5V·、0-±200mV、0-20mA、4-20mA等变送信号按设定的范围，线性地、对应地以十 

进制数字量显示出来。通过各种相关传感器将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物理量转化为标准 

电压电流信号以后，再接入该数显表，将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物理量实时显示出来，方 

便用户进行监测控制。同时，数显表具备报警功能，带两路隔离式开关量输出，通过预先设 

定好相关的数值，如：高于某一数值或者低于某一数值，可以实现显示、控制与报警。

[0024] 输入输出端口的定义为：X0为启动开关，X1为停止开关，X2为急停开关；Y0为用于 

旋转电机顺转的接触器KM0，Y1为用于旋转电机逆转的接触器KM1。根据图4所示的电气控制 

原理图，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不需要创造性的劳动，即可通过梯形图编程语言，直观地编写 

出PLC控制器按上述工作原理控制各部件进行动作的PLC程序，实现本装置运行的智能化， 

编程的相关指令都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0025] (3)有益效果

[0026] 本发明达到了关窗帘不需要人手动方便、使人们生活质量好、不会影响人们心情 

的效果，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使人们生活地更舒服，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不断成为 

强大国。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的第一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的第二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发明的第三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的电气控制原理图。

[0031] 附图中的标记为：1-固定板，2-旋转电机，3-小齿轮，4-大齿轮，5-绕线轮，6-拉线， 

7-轴承座，8-转轴，9-固定挡块，10-弹簧，11-导向孔，12-导向板，13-移动杆，14-卡钩，15- 

太阳能板，16-电源，17-第一行程开关，18-第二行程开关，19-桌子，20-控制器，22-支杆， 

21-导向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3] 实施例1

[0034] 一种新能源居家用窗帘开关设备，如图1-4所示，包括有固定板1、旋转电机2、小齿 

轮3、大齿轮4、绕线轮5、拉线6、轴承座7、转轴8、固定挡块9、弹簧10、导向板12、移动杆13、卡 

钩14、太阳能板15、电源16、第一行程开关17和第二行程开关18，固定板1可以固定在房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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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板1底部从左至右依次设有旋转电机2、轴承座7和导向板12，旋转电机2和轴承座7与固 

定板1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固定在固定板1底部，导向板12顶部与固定板1底部榫接，旋转电 

机2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小齿轮3，轴承座7上设有转轴8，转轴8底端通过键连接的方 

式连接有大齿轮4，小齿轮3与大齿轮4啮合，导向板12上开有导向孔11，导向板12左侧通过 

挂钩连接的方式连接有弹簧10，弹簧10左端通过挂钩连接的方式连接有固定挡块9，固定挡 

块9上榫接有移动杆13，移动杆13穿过弹簧10和导向孔11，移动杆13左端通过挂钩连接的方 

式连接有拉线6，拉线6的左端通过挂钩连接的方式与绕线轮5连接，拉线6绕在绕线轮5上， 

移动杆13右端嵌有卡钩14，桌子19位于房间内，桌子19上顶部从左至右依次通过螺钉的连 

接方式设有第一行程开关17和第二行程开关18，第一行程开关17位于第二行程开关18的左 

方，在房间外设有太阳能板15，太阳能板15能在白天接收到阳光，电源16可以设置在房间的 

某处，太阳能板15与电源16通过电缆连接，电源16与旋转电机2、第一行程开关17和第二行 

程开关18通过电缆连接。

[0035] 还包括有控制器20，桌子19底部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设有控制器20，第一行程开 

关17、第二行程开关18和旋转电机2都与控制器20连接。

[0036] 还包括有支杆22和导向轮21，固定板1底部榫接有支杆22，支杆22底端通过螺钉的 

连接方式设有导向轮21，拉线6绕过导向轮21。

[0037] 导向板12顶部与固定板1底部榫接，导向板12顶部与固定板1底部的角度为90度， 

导向板12处于竖直状态，导向板12的长：宽：高为之比为2：1：5。

[0038] 旋转电机2和轴承座7与固定板1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固定在固定板1底部，旋转电 

机2位于轴承座7左方，旋转电机2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小齿轮3，小齿轮3的齿位于边 

缘，固定板1的材质为白松。

[0039] 工作原理：太阳能板15在太阳的照射下可以将光能转化成电能，电源16可以储存 

电能，当人在床上，又不想起床，需要将窗帘打开时，可以按动第一行程开关17，旋转电机2 

顺时针转动，带动大齿轮4顺时针转动，使绕线轮5顺时针转动，绕线轮5将拉线6收回，带动 

移动杆13向左移动，弹簧10拉伸，卡钩14卡住窗帘向左移动，使窗帘拉开后，停止按动第一 

行程开关17，旋转电机2停止转动，窗帘拉开完成。

[0040] 当人在床上，又不想起床，当需要将窗帘关闭时，可以按动第二行程开关18，旋转 

电机2逆时针转动，带动大齿轮4顺时针转动，使绕线轮5顺时针转动，绕线轮5将拉线6放出， 

弹簧10复位，带动移动杆13向右移动，卡钩14卡住窗帘向右移动，使窗帘关闭后，停止按动 

第二行程开关18，旋转电机2停止转动，窗帘关闭完成，这样可以方便人们将窗帘打开关闭， 

节约时间，不会影响人们做其他的事的心情。

[0041] 因为还包括有控制器20，桌子19底部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设有控制器20，第一行 

程开关17、第二行程开关18和旋转电机2都与控制器20连接，当人在床上，又不想起床，需要 

将窗帘打开时，可以按动第一行程开关17，控制器20控制旋转电机2顺时针转动，带动大齿 

轮4顺时针转动，使绕线轮5顺时针转动，绕线轮5将拉线6收回，带动移动杆13向左移动，弹 

簧10拉伸，卡钩14卡住窗帘向左移动，使窗帘拉开后，停止按动第一行程开关17，控制器20 

控制旋转电机2停止转动，窗帘拉开完成。当人在床上，又不想起床，当需要将窗帘关闭时， 

可以按动第二行程开关18，控制器20控制旋转电机2逆时针转动，带动大齿轮4顺时针转动， 

使绕线轮5顺时针转动，绕线轮5将拉线6放出，弹簧10复位，带动移动杆13向右移动，卡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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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住窗帘向右移动，使窗帘关闭后，停止按动第二行程开关18，控制器20控制旋转电机2停 

止转动，窗帘关闭完成，这样可以方便人们将窗帘打开关闭，节约时间，不会影响人们做其 

他的事的心情。

[0042] 因为还包括有支杆22和导向轮21，固定板1底部榫接有支杆22，支杆22底端通过螺 

钉的连接方式设有导向轮21，拉线6绕过导向轮21，导向轮21可以对拉线6起到导向作用。

[0043] 因为导向板12顶部与固定板1底部榫接，导向板12顶部与固定板1底部的角度为90 

度，导向板12处于竖直状态，导向板12的长：宽：高为之比为2：1：5，装置更稳定。

[0044] 因为旋转电机2和轴承座7与固定板1通过螺钉的连接方式固定在固定板1底部，旋 

转电机2位于轴承座7左方，旋转电机2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小齿轮3，小齿轮3的齿位 

于边缘，固定板1的材质为白松，使用效果更好。

[0045] 控制器20选择厦门海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海为S32S0T型PLC控制器20，主机外 

部24VDC供电，16路输入，16路输出。

[0046] SunYuanSYLED6数显表用插头连线接入变送器测量电路中，该表的功能是将0-5V、 

0-10V、1-5V·、0-±200mV、0-20mA、4-20mA等变送信号按设定的范围，线性地、对应地以十 

进制数字量显示出来。通过各种相关传感器将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物理量转化为标准 

电压电流信号以后，再接入该数显表，将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物理量实时显示出来，方 

便用户进行监测控制。同时，数显表具备报警功能，带两路隔离式开关量输出，通过预先设 

定好相关的数值，如：高于某一数值或者低于某一数值，可以实现显示、控制与报警。

[0047] 输入输出端口的定义为：X0为启动开关，X1为停止开关，X2为急停开关；Y0为用于 

旋转电机2顺转的接触器KM0，Y1为用于旋转电机2逆转的接触器KM1。根据图4所示的电气控 

制原理图，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不需要创造性的劳动，即可通过梯形图编程语言，直观地编 

写出PLC控制器20按上述工作原理控制各部件进行动作的PLC程序，实现本装置运行的智能 

化，编程的相关指令都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0048]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改进及替代，这些都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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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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