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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

属于门窗技术领域，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墙

体、框架和窗框，框架嵌设于墙体内，窗框包括上

框体、下框体、左框体和右框体，窗框内安装有隔

音玻璃，安装轴固定于框架靠近上框体的外侧，

安装轴沿长度方向开设有卡槽，卡槽内可拆卸卡

设有金属折叠帘，金属折叠帘的垂直于安装轴的

两侧边穿设有拉绳，拉绳与金属折叠帘靠近地面

的一端固定连接，安装轴的两端均套设有转轴，

拉绳固定于转轴上，每个转轴远离安装轴的一端

固定连接有驱动电机，墙体靠近下框体并且位于

室内的一面设置有开关，开关与驱动电机电连

接。本实用新型适用于家庭或者办公区域的门

窗。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8页

CN 210067928 U

2020.02.14

CN
 2
10
06
79
28
 U



1.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包括墙体(1)、框架(2)和窗框(3)，所述框架(2)嵌设于墙体

(1)内，所述窗框(3)包括依次连接的上框体(31)、左框体(33)、下框体(32)和右框体(34)，

所述窗框(3)内安装有隔音玻璃(35)，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框体(31)靠近室外的一侧设置有

安装轴(4)，所述安装轴(4)固定于框架(2)靠近上框体(31)的外侧，所述安装轴(4)沿长度

方向开设有卡槽(41)，所述卡槽(41)内可拆卸卡设有金属折叠帘(5)，所述金属折叠帘(5)

垂直于安装轴(4)的两侧边设置有拉绳(51)，所述拉绳(51)穿设于金属折叠帘(5)垂直于安

装轴(4)的两侧，并且所述拉绳(51)靠近地面的末端与金属折叠帘(5)靠近地面的一端固定

连接，所述安装轴(4)的两端均套设有转轴(52)，所述拉绳(51)固定于转轴(52)上，每个所

述转轴(52)远离安装轴(4)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驱动电机(53)，所述墙体(1)靠近下框体(32)

并且位于室内的一面设置有开关(54)，所述开关(54)与驱动电机(53)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2)的两外侧

面竖直设置有开口相对的安装轨道(10)，所述金属折叠帘(5)的两侧均置于安装轨道(10)

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折叠帘(5)靠

近地面的一端设置有光强传感器(6)，所述墙体(1)靠近室内的表面上设置有PLC控制器

(61)，所述PLC控制器(61)与光强传感器(6)、驱动电机(53)和开关(54)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折叠帘(5)包

括多个相互连接的太阳能电池板条(7)，所述金属折叠帘(5)靠近转轴(52)的一端连接有电

线(71)，所述电线(71)远离转轴(52)的一端设置有插座(72)，所述电线(71)设置于室内的

墙体(1)内部，所述插座(72)伸出室内的墙体(1)并与墙体(1)贴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其特征在于：所述窗框(3)沿框架(2)

长度方向滑动重叠设置有多个，所述墙体(1)靠近框架(2)的两侧面均开设有容纳槽(8)，所

述容纳槽(8)平行于左框体(33)和右框体(34)设置，所述框架(2)置于容纳槽(8)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2)上下两端

均相对设置有延伸至容纳槽(8)内部的滑槽(21)，所述窗框(3)置于滑槽(21)内，所述窗框

(3)的上下两端均设置有滚轮(36)，所述滚轮(36)置于滑槽(21)内。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窗框(3)分别

置于容纳槽(8)内并且相邻窗框(3)之间设置有挡板(81)，所述挡板(81)靠近下框体(32)且

远离框架(2)的一端的两侧均设置有楔形的橡胶块(82)，所述橡胶块(82)的尖端朝向框架

(2)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81)靠近窗框

(3)的两侧壁面和容纳槽(8)的两侧壁面均设置有毛刷(83)，所述毛刷(83)与隔音玻璃(35)

贴合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其特征在于：所述墙体(1)靠近上框

体(31)且位于室外的一面设置有集水箱(9)，所述集水箱(9)远离容纳槽(8)的一面为开口

(93)，所述集水箱(9)远离开口(93)的底面穿设有细管(91)，所述细管(91)的一端伸入集水

箱(9)内，所述细管(91)的另一端穿设于各挡板(81)靠近上框体(31)的一侧，并且细管(91)

于挡板(81)的连接处开设有小孔(92)。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容纳槽(8)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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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下框体(32)的底面开设有雨水引流孔(84)，所述雨水引流孔(84)向墙体(1)靠近室外的

一侧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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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门窗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国家建筑节能的不断推广，消费者的建筑节能意识也在不断提升，从而

促使门窗行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国家强制性冬冷夏热地区的节能门窗使用政策

的推出，更是掀起建筑门窗行业一场大的革命，国内各门窗厂家均推出了一系列高档节能

门窗，各地节能门窗家装市场一片火热。

[0003] 公告号为CN206942504U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智能遮阳集成系统窗及其

控制系统，包括窗框和与窗框转动连接以打开或关闭窗户的窗扇，窗扇内开设有中空腔室，

所述中空腔室内设置有总控制器，窗扇固定设置玻璃模块，所述玻璃模块包括内层玻璃、外

层玻璃以及胶合在内层玻璃和外层玻璃之间的依次排列的若干电致液晶膜，所述总控制器

连接并控制每一电致液晶膜，将总控制器设置在中空腔室内起到保护总控制器的效果，该

玻璃模块采用干法夹胶玻璃工艺，将电致液晶膜胶合在两片玻璃之间，增加保温节能效果，

并且由于内层玻璃和外层玻璃之间胶合，可使玻璃破而不碎，增加安全性能与防盗功能，同

时，可通过总控制器实现对于电致液晶膜的单控、多控，从而起到遮光等效果多样的特点。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上述现有技术虽然能够根据实际的采光与

遮阳的需求来调节遮光面积，但是其结构复杂，价格昂贵，不适用于一般家庭。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具有结构简单的效果。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包括墙体、框架和窗框，所述框架嵌设于墙体内，所述窗

框包括依次连接的上框体、左框体、下框体和右框体，所述窗框内安装有隔音玻璃，所述上

框体靠近室外的一侧设置有安装轴，所述安装轴固定于框架靠近上框体的外侧，所述安装

轴沿长度方向开设有卡槽，所述卡槽内可拆卸卡设有金属折叠帘，所述金属折叠帘的垂直

于安装轴的两侧边设置有拉绳，所述拉绳穿设于金属折叠帘相交于安装轴的两侧，并且所

述拉绳靠近地面的末端与金属折叠帘靠近地面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安装轴的两端均套设

有转轴，所述拉绳固定于转轴上，每个所述转轴远离安装轴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驱动电机，所

述墙体靠近下框体并且位于室内的一面设置有开关，所述开关与驱动电机电连接。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金属折叠帘与安装轴可拆卸连接，起到便于更换和维修

的效果。当晴天需要遮阳或者晚上需要放下金属折叠帘时，打开开关，通过驱动电机的转动

来控制转轴旋转，使缠绕于转轴上的拉绳松开，金属折叠帘随着拉绳的伸长而朝向地面下

降，根据使用者的需求控制金属折叠帘的长度，然后关闭开关，使驱动电机停止旋转。当不

需要遮阳时或者阴雨天气不需要放下金属折叠帘时，控制驱动电机反向旋转，即可使拉绳

逐渐缠绕于转轴上，从而使金属折叠帘逐渐上升。安装轴固定于框架上，能够一体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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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起到使用更加方便的效果，并且该一体化门窗结构简单，可拆卸设置更加便于更换和

维修。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框架的两外侧面竖直设置有开口相对的安装轨道，所述金属折叠

帘的两侧均置于安装轨道内。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安装轨道的设置，能够起到美观的作用。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金属折叠帘靠近地面的一端设置有光强传感器，所述墙体靠近室

内的表面上设置有PLC控制器，所述PLC控制器与光强传感器、驱动电机和开关电连接。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设置的程序输入PLC控制器中，当光强传感器感应到太

阳的强光时，通过PLC控制器中设定的程序来驱动电机的开关，使驱动电机旋转，金属折叠

帘即可下降至太阳光照射区域，从而能够起到自动遮挡太阳光的效果。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金属折叠帘包括多个相互连接的太阳能电池板条，所述金属折叠

帘靠近转轴的一端连接有电线，所述电线远离转轴的一端设置有插座，所述电线设置于室

内的墙体内部，所述插座伸出室内的墙体并与墙体贴合。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太阳能电池板条的设置，当有太阳光时，能够吸收太阳光

能量，然后储存起来。当手机或者台灯等低功率的电器需要充电的时候，直接插入插座，即

可进入充电状态，从而能够起到节约能源的效果。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窗框沿框架长度方向滑动重叠设置有多个，所述墙体靠近框架的

两侧面均开设有容纳槽，所述容纳槽平行于左框体和右框体设置，所述框架置于容纳槽内。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容纳槽，当天气晴朗时，将窗框移动至容纳槽内，能

使通风的面积更大，使人们观察室外的视野更加开阔。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框架上下两端均相对设置有延伸至容纳槽内部的滑槽，所述窗框

置于滑槽内，所述窗框的上下两端均设置有滚轮，所述滚轮置于滑槽内。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滑槽和滚轮，使窗框在框架上的滑动连接转换为滑

槽和滚轮之间的滚动连接，使人们在移动窗框的时候更加省力。

[0019] 进一步的，每个所述窗框分别置于容纳槽内并且相邻窗框之间设置有挡板，所述

挡板靠近下框体且远离框架的一端的两侧均设置有楔形的橡胶块，所述橡胶块的尖端朝向

框架设置。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挡板能够将相邻窗框隔开，橡胶块的小端朝框架设

置，当窗框进入容纳槽内时，能够从橡胶块的小端进入，并且通过橡胶块的大端对窗框进行

挤压从而进行固定。

[0021] 进一步的，所述挡板靠近窗框的两侧壁面和容纳槽的两侧壁面均设置有毛刷，所

述毛刷与隔音玻璃贴合设置。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毛刷的设置，能够对隔音玻璃起到清洁的效果，使隔音玻

璃的表面始终保持干净，从而不容易人的观察视线。

[0023] 进一步的，所述墙体靠近上框体且位于室外的一面设置有集水箱，所述集水箱远

离容纳槽的一面为开口，所述集水箱远离开口的底面穿设有细管，所述细管的一端伸入集

水箱内，所述细管的另一端穿设于各挡板靠近上框体的一侧，并且细管于挡板的连接处开

设有小孔。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雨水天气时，雨水滴落于集水箱内，由于细管在集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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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部，所以雨水能够通过重力直接流入细管中，并且通过小孔流入至挡板上，即可浸湿挡

板两侧的毛刷，从而当窗框在滑槽内来回滑动的时候，毛刷能够对隔音玻璃起到深度清洁

的作用。

[0025] 进一步的，每个所述容纳槽靠近下框体的底面开设有雨水引流孔，所述雨水引流

孔向墙体靠近室外的一侧开设。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置雨水引流孔，当下雨天时，雨水和集水箱内的水均滴

落至滑槽内，滑槽内的水能够通过雨水引流孔流出室外，从而起到引流的作用。

[0027]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8] 1 .通过金属折叠帘、驱动电机、光强传感器和PLC控制器的设置，能够起到自动遮

光的效果；

[0029] 2.通过太阳能电池板条的设置，能够储蓄太阳能，起到节约能源的效果；

[0030] 3.通过安装轴和框架的固定连接，能够起到一体化安装门窗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实施例中从室外看向室内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实施例中从室内看向室外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3是本实施例中用于表现内部连接关系的全剖示意图。

[0034] 图4是图1中A部的放大图，用于体现转轴和驱动电机之间的连接关系。

[0035] 图5是图3中B部的放大图，用于体现安装轴和卡槽之间的连接关系。

[0036] 图6是图3中C部的放大图，用于体现滚轮和滑槽之间的连接关系。

[0037] 图7是本实施例中用于体现容纳槽内部结构的连接关系。

[0038] 图8是图7中D部的放大图，用于体现橡胶块、毛刷和细管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9] 图中，1、墙体；2、框架；21、滑槽；3、窗框；31、上框体；32、下框体；33、左框体；34、右

框体；35、隔音玻璃；36、滚轮；4、安装轴；41、卡槽；5、金属折叠帘；51、拉绳；52、转轴；53、驱

动电机；54、开关；6、光强传感器；61、PLC控制器；7、太阳能电池板条；71、电线；72、插座；8、

容纳槽；81、挡板；82、橡胶块；83、毛刷；84、雨水引流孔；9、集水箱；91、细管；92、小孔；93、开

口；10、安装轨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1]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外遮阳一体化门窗，包括墙体1、框架2和

窗框3，框架2嵌设于墙体1内，窗框3包括上框体31、下框体32、左框体33和右框体34，窗框3

内安装有隔音玻璃35，当外界的噪声比较大时，能够通过隔音玻璃35隔离一部分声音在室

内，使室内的环境更加安静。

[0042] 如图3至图5所示，框架2靠近上框体31的一侧设置有安装轴4，并且安装轴4置于室

外，安装轴4沿长度方向开设有卡槽41，卡槽41内可拆卸卡设有金属折叠帘5，起到便于更换

和维修的效果。在框架2的两外侧面竖直设置有开口相对的安装轨道10，金属折叠帘5的两

侧均置于安装轨道10内。在金属折叠帘5垂直于安装轴4的两侧边设置有拉绳51，拉绳51穿

设于金属折叠帘5相交于安装轴4的两侧且拉绳51靠近地面的末端与金属折叠帘5靠近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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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端固定连接，安装轴4的两端均套设有转轴52，拉绳51固定于转轴52上，每个转轴52远

离安装轴4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驱动电机53，墙体1靠近下框体32并且位于室内的一面设置有

开关54（如图2所示），开关54与驱动电机53电连接。当需要放下金属折叠帘5时，直接打开开

关54，即可启动驱动电机53使金属折叠帘5能够自动下降至需要的位置，然后关闭开关54即

可。

[0043] 如图6和图2所示，金属折叠帘5靠近地面的一端设置有光强传感器6，用来感应太

阳光的位置。墙体1靠近室内的表面上设置有PLC控制器61，光强传感器6、驱动电机53和开

关54均与PLC控制器61电连接。当光强传感器6感应到太阳的强光时，通过PLC控制器61中设

定的程序来驱动电机53的开关54，使驱动电机53旋转，金属折叠帘5即可下降至太阳光照射

区域。金属折叠帘5包括多个相互连接的太阳能电池板条7，当有太阳光时，能够吸收太阳光

能量，然后储存起来，能够当备用电源使用。金属折叠帘5靠近转轴52的一端连接有电线71，

电线71远离转轴52的一端设置有插座72，电线71设置于墙体1内部，插座72伸出墙体1并与

墙体1贴合。

[0044] 如图6和图7所示，窗框3沿框架2长度方向滑动重叠设置有多个，墙体1靠近框架2

的两侧面均开设有容纳槽8，容纳槽8平行于左框体33和右框体34设置，框架2置于容纳槽8

内，能够将隔音玻璃35和窗框3隐藏起来，使人们观察室外的视野更加开阔。框架2上下两端

均相对设置有延伸至容纳槽8内部的滑槽21，窗框3置于滑槽21内，窗框3的上下两端均设置

有滚轮36，滚轮36置于滑槽21内。使窗框3在框架2上的滑动连接转换为滑槽21和滚轮36之

间的滚动连接，使人们在移动窗框3的时候更加省力。

[0045] 如图7和图8所示，墙体1靠近上框体31且位于室外的一面设置有集水箱9，能够收

集一部分雨水。集水箱9远离容纳槽8的一面为开口93，集水箱9远离开口93的底面穿设有细

管91，细管91的一端伸入集水箱9内，细管91的另一端穿设于各挡板81靠近上框体31的一

侧，并且细管91于挡板81的连接处开设有小孔92。雨水从小孔92中将毛刷83浸湿，对隔音玻

璃35进行清洁。每个容纳槽8靠近下框体32的底面开设有雨水引流孔84，雨水引流孔84向墙

体1靠近室外的一侧开设，将滑槽21内的雨水通过雨水引流孔84排出室外。

[0046] 如图8所示，每个窗框3分别置于容纳槽8内并且相邻窗框3之间设置有挡板81，挡

板81靠近下框体32且远离框架2的一端的两侧均设置有楔形的橡胶块82，橡胶块82的尖端

朝向框架2设置，窗框3从橡胶块82的小端进入容纳槽8内，并且通过橡胶块82的大端对窗框

3进行挤压从而进行固定。挡板81靠近窗框3的两侧壁面和容纳槽8的两侧壁面均设置有毛

刷83，毛刷83与隔音玻璃35贴合设置，使隔音玻璃35的表面始终保持干净。

[0047] 上述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当金属折叠帘5上的光强传感器6感应到太阳的强光

时，通过PLC控制器61中设定的程序来驱动电机53的开关54，使驱动电机53旋转，通过驱动

电机53的转动来控制转轴52旋转，使缠绕于转轴52上的拉绳51松开，金属折叠帘5随着拉绳

51的伸长而朝向地面下降，金属折叠帘5即可下降至太阳光照射区域。然后通过太阳能电池

板条7吸收太阳光的能量，储存起来，储存起来的太阳能能够当作备用电源使用。当不需要

遮阳时或者阴雨天气不需要放下金属折叠帘5时，控制驱动电机53反向旋转，即可使拉绳51

逐渐缠绕于转轴52上，从而使金属折叠帘5逐渐上升。并且能够通过集水箱9在下雨的时候

收集雨水，然后通过雨水浸湿毛刷83对隔音玻璃35进行清洁，清洁后的污水和下雨的雨水

流入滑槽21内，通过雨水引流孔84流出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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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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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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